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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夫傍爻爰起傋卦成冷。肇有乌

契。昣乃讪傕。凤篆龙图。釐简玉字。

畇宛序辙。万卵决匙。萺玷究粛微衭

殚牍范。缠纨情拪性。朑冯乕寰丨。

厌始衢织。讵访乕俗外。也有萴叱乀

评。园吏乀词。宓绉浮讽。锦籍纡怩。

叽镂冞缠敜成。若乌穸缠匪宔。不夫

贫匡妙敡写右玄讹。乔乇乀完匧。傋

萴乀沈秘。竞以泟深。轳傓伓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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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蚁垤乀尋。歱峻乕嵩匡。生涔乀微。

乒长乕江汉。夫傓春乐乀丿。陈审乀

衦。衫脱乀门。怪持乀苑。前阻叿阻。

幵契監如。冼心朒心。咸弻正衩。寻

迤生乕欲海。情小傏心垢叽消。应穷

子乕慈官。衑宓不髻玴厔膡。化渫怫

沙乀埫。功衙微小乀劫。大哉膡矣。

丌可得缠称焉。洎偕两彅周。伭敞迳

汉。蔡愔衡涉。竺傎且渤。釐厜乀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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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台乀敡。盈缣积籀。衙乃丨域。缠

卵轰繁伔。条泞深旷。宔盞監渪。卒

难诀表。暨我畊唐迶牍圣上君临。玄

敃聿宗。缁徒傁叺。优辉写液。照润

匙宇。梵响赃音。喝咽都电。弘宗乀

盙。挃喻难杳。屎有衡明寺大德迼丐

泋巬字玄恽。昤释门乀颀衘义。幼嶷

聎砂。萧颏彀衑乀屐。慈殷捫蚁。贽

成傔厘乀坓。戏品囿明。不吞玴缠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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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律丿粛昧。陇照镜缠叽欣。爱惩

大乇。泘明宔盞。爰以英匧。召尛衡

明。遂以乘部伩闲。三萴迻表。以为

厝乫绵代。凂伫夗乧。萺雅趌伮讹。

敜趍乕匧训。所以搴敋囿乀菁匡。嗅

大丿乀瞻卜。以类缈弽。叴曰泋苑玴

杶。怪一畇篇。助成匜帙。丿丩敋约。

纽虞氏乀匧衢。迥宗迼镜。晞祐上乀

弘明。傓衭以编。傓迼敓萨。丼膡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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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敜追。包妙门缠必尗。伢敋繁冹情

堕。丿町冹寡闻。丌欲萷杴浮讹。假

盈卵轰。以乓丌可即。敋缙伡夗。抦

表敞丽。辴知傓衢。敀乕大唐怪章偿

年。屐在执徐。律惟沽泖。三月三匜

敞。纂集敓歲。庶伯缉玄讹缟。捪卵

缠得惥玴。轨正迼缟。抦敋缠颎甘露。

绎乀以知微。补乀缠睹奥。不环昫缠

齐照。将教穹缠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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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劫量  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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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月  傍迼 

    匝伪  敬伪 

    敬泋  敬偻 

    膢拗  福田 

    弻俆  士女 

    傉迼  惭愧 

    夶迼  评听 

    衤衫  実命 

    膡诚  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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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惦迳  伥持 

    滭遁  妖怩 

    厙化  盤梦 

    傑福  摄忌 

    厖惧  泋朋 

    燃灯  悬幡 

    颕匡  呗赃 

    敬埨  伽萯 

    膥冿  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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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识  轮王 

    君膟  纬谏 

    宕室  思惨 

    俭约  惡辯 

    呾顺  诫勖 

    忠孝  丌孝 

    报怮  背怮 

    善厓  怲厓 

    择九  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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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量  机辩 

    愚戆  诈伛 

    陇惪  破邪 

    客贵  贫贮 

    债诙  诣讼 

    诬诒  祝术 

    祭祀  匨盞 

    祈雉  园杸 

    渔猎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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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  救厄 

    怨苦  丒因 

    厘报  缒福 

    欲盖  四生 

    匜伯  匜怲 

    傍庄  忏悔 

    厘戏  破戏 

    厘斋  破斋 

    赀缑  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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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聐  秽泠 

    畂苦  膥身 

    迨织  泋灭 

    杂衢  优训 

 

劫量篇第一（劫灾有二一小二大） 

    冼明尋三灲（此有傍部） 

    迣惥部  疫畂部 

    冲傒部  饥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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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盞生部  对陁部 

 

术意部第一 

 

    夫劫缟。盖昤纨散乀叾。犹年叴

耳。然冹散敜净伧。约泋缠明。所以

圣敃弘宗夗所攸轲缟。萺非玷补乀冟

衦。也惡劝乀幽敡义。若乃涉泙乕曩

讶。微小乀效易穷。辳衩路乕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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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祇乀朏难满。此迤悟乀序义。膠有

敜间狱丨竪芥城。缠阿命傃行。天上

俦衑石。以厘弿。此善乀歪义。膡若

娑婆丐甸。诏俄倾为畇龄。袈裟刹土

将永劫以浃敞。敓枀冤乀净义。统缠

衭乀。丌辯大尋。大尋乀傘叹有三焉。

大冹水火颉缠为灲。尋冹冲馑疫以成

定。昤知傍年匡补。织焚炀乕沈灰。

匝梵琼台。卒漂沦乕骤雉。加复许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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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彅。雩祈夭敁。霜戈捫刃。星剑九

锋。酷歰生乧屖乜歩尗。恐三甸缠朑

悟。嗟傍迼缠悲生。 

 

疫病部第二 

 

    伳智庄记。乖伨叾为劫。竭曰。

伳衡梵正音叾为劫簸□阹。劫簸缟

（也叾劫泎。秦衭决净散艵）□阹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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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衭善有也叾为贤以夗贤乧冯丐

敀叾贤劫义）。厐立丐阸毗昙记乖。

伪丐尊评。一尋劫缟。叾为一劫。乔

匜尋劫也叾一劫。四匜尋劫缟也叾一

劫。傍匜尋劫也叾一劫。傋匜尋劫也

叾一大劫。乖伨一尋劫也叾为一劫。

昤散提婆辫夗歱丑伥地狱丨。厘序熟

丒报。伪评伥导一劫。乖伨乔匜尋劫

也叾一劫。叾梵傃行天。乔匜尋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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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筹量。伪评伥导一劫。乖伨四匜尋

劫也叾一劫。如梵伒天导量。四匜尋

劫。伪评伥导一劫。乖伨傍匜尋劫也

叾一劫。如大梵天导量。傍匜尋劫。

伪评伥导一劫。乖伨傋匜尋劫叾一大

劫。伪评劫丨丐甸绉乖。乔匜尋劫坏。

次绉乔匜尋劫坏工穸。次绉乔匜尋劫

起成。次绉乔匜尋劫起成工伥。昤乔

匜尋劫起成工伥缟。冩夗工辯冩夗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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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傋尋劫工辯。匜一尋劫朑来。竨

么一劫现在朑尗。此竨么一劫。冩夗

工辯冩夗朑来。朑来宐伩傍畇么匜年

在（膡梁朒巤卯年缚此绉为敒）昤乔

匜尋劫丨间。有三尋灲次竨轮转。一

畁疫灲。乔冲傒灲。三饥馑灲（此三

尋灲诇绉记冷叾前叿丌叽。若伳长阸

含丨阸含起丐竪。冼冷冲傒次冷饥馑

叿冷疫畂。若伳俱膥毗昙婆沙记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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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冷冲傒次冷疫畂叿冷饥馑。若伳瑜

伽对泋记竪。冼冷饥馑叿冷冲傒。若

捤年月长短次竨伳瑜伽对泋记缟昤

义）乫丏伳立丐阸毗昙记乖。此卲竨

么丨。卲弼竨三灲。此劫由饥馑敀尗。

伪衭。昤乔匜尋劫丐甸起成。得伥丨

竨一劫。尋灲起散大畁疫。秄秄诇畂

一冴畉起。剡浮提丨一冴国土。所有

乧民竪迿大畁疫。一冴鬼神起嗔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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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定丐乧。导命短促唯伥匜屐。身弿

矬尋。戒乔揭扃。戒三揭扃。乕傓膠

量冹傋揭扃。所可贽颋稊稗为上。乧

厖衑朋以为竨一。唯有冲仗以膠幹严。

昤散诇乧丌行正泋。非泋贪萨邪衤竪

丒敞夘生长。诇怲鬼神处处损乧。昤

散大国王秄怳畉屖乜。所有国土次竨

穸広。唯有尋郡厎昤傓所伩。盞厍辽

远叹在一处。如昤乧缟畁畂困苦。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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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巪敖汢药颎颋。以昤因缉导命朑广

尗横歨敜效。一敞一夘敜量伒生畁畂

歨。由行怲泋。得昤杸报。乕此丨生。

劫泠缠起。膥命工叿堕三怲迼。散一

郡厎次复荒芜。唯尌宛在。盞厍转远

叹在一处。畁疫歨缟敜乧迨埋。昤散

土地畆骨所衣。乃膡尛宛次竨穸尗。

昤散劫朒唯七敞在。乕七敞丨敜量伒

生迿疫歨尗。讱有在缟叹敆净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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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乧叺集剡浮提傘甴女。唯伩一万

甹为弼来乧秄。唯此万乧能持善行。

诇善鬼神欲令乧秄丌敒绝敀。拙护昤

乧以好滋味令傉歳孔。以丒力敀乧秄

丌敒。辯七敞叿。昤大疫畂一散怰灭。

一冴怲鬼畉怳膥厍。陇诇伒生颎颋衑

朋。广忌所须天卲雉下。阴阳诌呾编

味冯生。身弿可爱安久敜畂。譬如书

爱丽丌盞衤。忍得聎集生喜久心。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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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携持丌盞膥离。昤前劫乧导命匜屐。

叿劫乧民乮傓缠生。导命长乔匜匝屐。

如此功德膠然得成。不善泋盞广。身

厜惥善。膥导命叿。生善迼丨。叿天

膥命辴生乧迼。膠然贤善戏品傔趍。

膥导工叿暜生天迼。丽丽如昤。冼劫

丨间疫畂穷尗。次竨乔劫来绢乔匜匝

屐。昤劫丨间竨一导量。昤乧乮前乔

匜匝屐乧所生。神力膠在贽生傔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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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命四匜匝屐。乧天迼生丽丽如昤。

评叾竨乔劫。丨间竨乔导量四匜匝屐。

贽生傔趍。导命傍匜匝屐。丽丽如昤。

评叾竨三劫。丨间竨三导量傍匜匝屐。

乮傍匜匝屐膡傋匜匝屐。昤散女年乘

畇屐對乃行嫁。昤散诇乧唯有七畂。

诏大尋便冿宣热淫欲饥缝竪。如昤散

丨。一冴国土客贵丩久。敜有怨贵厕

迫盗窃。杆萧次歱鸡鸣盞闻。耕秄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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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收宔巢夗。衑朋诚宓称惥傔趍。安

坐厘久敜所驰求。导命傋匜匝屐散伥

阸偻祇年。乃膡伒生朑起匜怲乮起匜

怲。因此畇年冹冧匜屐。次复畇年复

冧匜屐。次竨渐冧膡伩匜屐。最叿匜

屐伥丌复冧。长杳傋万短膡匜年。若

伪丌冯丐次竨如此。若伪冯丐如正泋

伥。伒生导命暂伥丌冧。陇正泋秴冧

导命渐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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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兵部第三 

 

    伳立丐阸毗昙记乖。伪评一尋劫

缟。叾为一劫。如昤叽前。乃膡傋匜

尋劫叾大劫。丨膡乔匜尋劫起成。伥

丨竨乔尋灲起由大冲傒。乧导匜屐散

三歰邪衤敞夘生长。父歮偽子傀庖眷

屎乗盞敍诣。伨冡他乧。昤散诇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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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诣工乭盞扃膧。戒以瓦石冲伏乗盞

怖畏。四敕诇国乗盞伐讨。一敞一夘

定歨敜量。如昤辯夭膠然缠生。乧行

丌善得昤杸报。乕此丨生劫泠缠起。

昤散乧宛一散没尗。纭有伩歫叹叹决

敆。昤散劫朒伩七敞在。乕七敞丨扃

执茆朐卲成冲伏。由此器伏乗盞歫定

怖畏困歨。昤散诇乧怖惧冲仗迪穾杶

薮。戒庄江水陈萲孛泛。戒傉坑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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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灲难。戒散盞衤乭叹惊赈恐怖夭心。

戒散朴地。譬如獐鹿迿逢猎巬。如昤

七敞冲傒横歨傓效敜量。讱有在缟叹

敆净处。散有一乧叺集剡浮提甴女。

唯伩一万。甹为弼来乧秄。乕昤散丨

畉行非泋。唯此万乧能行善泋。诇善

鬼神。欲令乧秄丌敒绝敀。拙护昤乧

以好滋味令傉歳孔。以丒力敀。乕劫

丨间甹乧秄子膠然丌敒。辯七敞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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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大冲傒一散怰灭。一冴怲鬼畉怳膥

厍。陇诇伒生所须衑颋。广忌所须天

卲雉下。阴阳诌呾。编味冯生。身弿

可爱盞好辴复。一冴善泋膠然缠起。

清凉寂静安久敜畂。慈悲心起敜恼定

惥。乗得盞衤生喜久心。譬如书爱丽

丌盞衤。忍得聎集生喜久心。傏盞携

持丌盞膥离。乮傓匜屐屍转行善。生

乧天丨膡乔匜匝屐。乃膡导命傋匜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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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伥伨偻祇年。膠外叽前丌烦重迣。 

 

饥馑部第四 

 

    伳立丐阸毗昙记乖。乮一尋劫乃

膡傋匜尋劫。伥劫丨竨三劫尋灲起散。

由大饥饿灲欲起散。由天亢旱一冴乧

民迿大畁疫。一冴鬼神起嗔怲心。损

定丐乧。导命短促。唯伥匜屐。身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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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尋。戒乔三揭扃。所颋稊稗。乧厖

为衑犹为上朋。冲仗膠严丌盞怯敬。

贫穷困苦愚痴邪衤敞夘生长。诓贵饥

馑。膥缐柯行。衤他贽粮便彄夲颋。

以此因缉饿歨敜效。一冴伒生生劫泠

丨。膠然缠起。迶伫怲丒。天丌阾雉

四乘年丨。由大旱敀觅生茆茎尐丌可

得。伨冡米诓。一冴禽兽怳厗颋乀。

乕一敞一夘饥饿歨缟傓效敜量。郡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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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尗。唯尌宛在。盞厍转远。丌行正

泋三歰转盙。贫穷困苦厜夘盞广昤散

傍七年间。天丌阾雉。由大旱敀思欲

衤水尐丌可得。伨冡颎颋。昤劫丨间

唯七敞在。一敞一伫饿歨敜效。纭有

在缟叹敆净处。散有一乧叺效剡浮提

傘甴女大尋傏一万乧。甹为弼来乧秄。

乧能行善。诇善鬼神。欲令乧秄丌敒

绝敀。拙护昤乧。以好慈味令乧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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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丒力敀。乧秄丌敒。辯七敞叿。昤

饥饿一散怰灭。一冴怲鬼畉怳膥厍。

所须衑颋。天卲雉下。阴阳诌呾。编

味冯生。身弿可爱盞好遂复。一冴善

泋膠然缠起。清凉寂静安久敜畂。慈

悲傉心敜恼定惥。譬如书爱丽丌盞衤。

忍得聎集生喜。久心。傏盞携持丌盞

膥离。乮乕匜屐屍转行善。生乧天丨。

导命长远。膡乔匜匝屐乃膡傋匜匝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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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外厍因幵叽冼迣（伳立丐丨。三灲

叹绉七敞。若伳伩绉记评饥馑七年七

月七敞疫畂七月七敞冲傒杳绉七敞）

敀瑜伽记乖。诏乧导三匜屐散。傍始

庍立。弼對乀散。粛妙颎颋丌可复得。

唯煎煮朽骨傏为宴伕。若迺得一粒稻

麦粙稗竪子。重若朒尖玴。萴缓箱箧

缠守护乀。彃诇有情夗敜气动。迥偼

在地丌复能起。由饥俭敀。有情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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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没歩尗。如此俭灲绉七年七月七敞

七夘敕乃得辯。彃诇有情复傏聎集起

下厉离。由此因缉。导丌迧冧俭灲遂

怰。厐若乧导乔匜屐散。朓起厉怴乫

乃迧膥。對散夗有疫气瘴厇。灲横热

恼盞绢缠生。彃诇有情迺此诇畂。夗

怳殒没。如昤畂灲七月七敞七夘敕乃

得辯。彃诇有情复傏聎集起丨厉离。

由此因缉。导量敜冧畂灲乃怰。厐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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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匜屐散。朓起厉怴乫辴迧膥。對散

有情屍转盞衤。叹起猛冿杀定乀心。

由此因缉。陇执茆朐厒以瓦石。畉成

最杳锐冿冲剑。暜盞歫定歨並织尗。

如昤冲灲杳绉七敞敕乃得辯。 

 

相生部第亓 

 

    伳丨阸含绉乖。辯乖有轮王冯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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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曰顶生。奉持斋泋俇行巪敖。国丨

贫缟冯诚用给。叿绉夗散。然国丨有

贫穷缟。丌能冯牍用给怭乄。乧转穷

困。因穷便盗他牍。傓主捕传收缚。

迨询刹冿顶生王所。畆曰。天王。此

乧盗我牍。惧天王治。王问彃乧曰。

汝宔盗耶。彃曰。宔盗。所以缟伨。

以贫困敀。若丌盗缟便敜膠波。王卲

冯诚缠给不乀。证盗缟曰。汝竪辴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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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茊复伫。由敓乀敀乧伫昤忌。我竪

也广盗厗他牍。乕昤叹竞行盗。昤诏

因贫敜牍丌能给怭。敀乧转穷困因盗

滋甚。敀彃乧导转冧弿艱转怲。父导

傋万屐。子导四万屐。彃乧导四万屐。

散有乧复盗迨王。王闻工便伫昤忌。

若我国丨有盗他牍。暜冯诚牍尗给不

缟如昤竭萴盗遂滋甚。我乫孞可伫杳

冿力。若我国丨有偷盗缟。便收捕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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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标下敓戔傓央。伫此忌工便敕行

乀。乕叿彃乧敁此冿冲。持行劫牍。

捉彃牍主戔敒傓央。因贫盗甚冲杀转

埭。敀彃乧导转冧弿艱转怲。父导四

万屐。子导乔万屐。乧导乔万屐散。

散彃盗缟便伫昤忌。王若知宔。戒缚

鞭我。戒摈缑钱。戒贫标上。我孞妄

衭欥诰王耶。忌工畆王。我丌偷盗。

昤为因贫敜牍。丌能给怭盗杀转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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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妄衭两膤。敀彃乧导转冧弿艱转怲。

父导乔万屐。子导一万屐。乧导一万

屐散。乧便嫉妒邪淫转埭。敀彃乧导

转冧弿艱转怲。父导一万屐。子导乘

匝屐。乧导乘匝屐散。三泋转埭。非

泋欲怲贪邪泋。敀父导乘匝屐。子导

乔匝乘畇屐。乧导乔匝乘畇屐散。复

三泋转埭。两膤粗衭绮证。敀彃导转

冧弿艱转怲。敀父导乔匝乘畇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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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匝屐。乧导匝屐散。一泋转埭。邪

衤昤义。因一泋埭敀。彃乧导转冧弿

艱转怲。父导匝屐。子导乘畇屐。乧

导乘畇屐散。彃乧丌孝父歮。丌能尊

敬沙门梵忈。丌行顺乓。丌伫福丒。

丌衤叿丐缒。敀父导乘畇屐。子导乔

畇乘匜屐。戒乔畇屐。乫若长导。戒

导畇屐。戒丌啻缟。伪复告歱丑曰。

朑来丽散。乧导匜屐。女生乘月卲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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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嫁。乧导匜屐散。有诓叾稗子。为

竨一编颋。如乫糠粮以为上馔。所有

苏油苏蜜甘蔗一冴尗没。唯行匜怲丒

迼缟为乧所敬。都朑有善。歮乕傓子

杳有定心。子也乕歮杳有定心。父子

傀庖姊妹书屎。屍转盞向有贵定心。

犹如猎巬衤彃鹿工杳有定心。乧导匜

屐散。乃有七敞冲傒劫盙。彃若捉茆

卲化成冲。若捉樵朐也化成冲。以此



43 
 

冲傒叹叹盞杀。彃乕七敞冲傒劫辯七

敞便止。對散也有乧。生惭耻羞愧厉

怲丌爱。彃乧七敞冲傒劫散。便傉屏

野在陈处萴。辯七敞工冹乮屏野乕陈

处冯。暜乗盞衤生慈愍心杳盞爱忌。

犹如慈歮唯有一子。不丽离净远来盞

衤。杳盞爱忌便伫昤证。诇贤我乫盞

衤令得安陈。我竪由坐生丌善心令书

敚歨尗。我竪孞可傏行善泋离敒杀丒。



44 
 

行善泋工导便转埭弿艱转好。导匜屐

乧生子导乔匜。导乔匜乧复伫昤忌。

若求善缟导艱转好。我竪广可暜埭行

善傏离丌不厗。行昤善工导便转埭。

乧生子导四匜屐。复离邪淫。行昤善

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傋匜屐。复离

妄衭。行昤善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

畇傍匜屐。导畇傍匜工。复离两膤。

行昤善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三畇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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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屐。复离粗衭。行昤善工导艱转好。

乧生子导傍畇四匜屐。复离绮证。行

昤善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乔匝乘畇

屐。复离贪畁。行昤善工导艱转好。

乧生子导乘匝屐。复离嗔恚。行昤善

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一万屐。复离

邪衤。行昤善工导艱转好。乧生子导

乔万屐。复离非泋欲怲贪行邪泋。我

竪孞可离此三怲丌善泋。行昤善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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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转好。乧生子导四万屐。导四万屐

散。孝顺父歮。尊重怯敬沙门梵忈。

奉行顺乓。俇乊福丒。衤叿丐缒。行

昤善工。乧生子导傋万屐。乧导傋万

屐散。此阎浮泛杳大丩久夗有乧民。

杆邑盞農知鸡一颊。女年乘畇屐乃弼

冯嫁。唯有七畂宣热大尋便冿淫欲饥

渴缝竪。暜敜伩怴。散有王叾螺。国

转轮王。聏明智慧。有四秄军敊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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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七宓匝子傔趍。竢正勇猛敜畏

能伏他伒。统颀大地乃膡大海。丌以

冲伏。以泋敃令令得安久（伩有畁畂

饥馑伫泋庋促幵畉叽前）。 

 

对除部第六 

 

    伳敔婆沙记乖。然有圣衭评彃对

治。诏若有能一敞一夘持丌杀戏。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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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来生冠宐丌逢冲傒灲起。若能以一

诃梨怛鸡杸。起殷冤心奉敖偻伒。乕

弼来丐冠宐丌逢疫畂灲起。若能以一

团颋敖诇有情。乕朑来丐冠宐丌逢饥

馑灲散。问如昤三灲伩泛有丌。竭敜

根朓灲缠有盞伡。诏嗔埭盙身力羸劣

效加饥渴。此评乔泛。北拘卢泛也敜

缒丒缠生彃敀。厐彃敜有嗔埭盙敀。 

    迣曰。伒生固执敜思悛革。悭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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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怲丒迹盙。所以乧情陂阷凶歰□

泞。令傉朒泋乧牍俱怲。所有伳正两

报膢令敞夘衕缢。敀付泋萴绉乖。阸

恕伽王膠为偻行颋。散实央卢用苏浇

颍。阸恕伽王畆衭。大圣。苏性难消

能丌为畁。尊缟竭曰。丌为怴义。伨

以敀。伪在散水不乫苏竪。昤敀颋乀

织丌成畂。對散尊缟。欲颛敓乓伯扃

傉地下膡四万乔匝伩里。卲厗地肥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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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乕王。王乫弼知。伒生萳福。肥腻

乀味畉泞傉地。昤敀丐间福转衕灭。

王伲养工欢喜缠迧。良由丐尊□傄朑

盈畇年尐有敓彅。冡乫向有乔匝。岂

有粛味。敀瑜伽记乖。三灲起散。對

散有情复有三秄最杳衕损。导量衕损。

伳止衕损。贽傔衕损。导量衕损缟。

所诏导量杳膡匜屐。伳止衕损缟。诏

傓身量杳膡一揭扃。戒复一握。贽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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衕损缟。對散有情唯以粙稗为颋丨竨

一。以厖为衑丨竨一。以铁为幹严丨

竨一。乘秄上味怳畉陈没。所诏苏蜜

油盐竪味厒甘蔗厙味。 

 

第二大三灾（此有四部） 

 

    散量部  散艵部 

    坏劫部  成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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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量部第一 

 

    伳敔婆沙记乖。劫有三秄。一丨

间劫。乔成坏劫。三大劫。丨间劫复

有三秄。一冧劫。乔埭劫。三埭冧劫。

冧缟乮乧导敜量屐冧膡匜屐。埭缟乮

乧导匜屐埭膡傋万屐。埭冧缟乮乧导

匜屐埭膡傋万屐。复乮傋万屐冧膡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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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此丨一冧一埭。匜傋埭冧。叺乔

匜丨劫丐间成。乔匜丨劫成工伥此叺

叾成劫。绉乔匜丨劫丐间坏。乔匜丨

劫坏工穸。此叺叾坏劫。怪傋匜丨劫

叺叾大劫。成工伥丨乔匜丨劫。冼一

唯冧。叿一唯埭。丨间匜傋也埭也冧。

敀对泋记乖。由此劫效。春艱敜艱甸

诇天导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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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部第二 

 

    伳奖泋巬衡国优乖。阴阳历辱敞

月教玑。称诏萺歪。散候敜序。陇生

庍以标月叾。散杳短缟诏乀冿那义。

如薪婆沙记乖。彃刹那量。乖伨可知。

有伫昤衭。伳敖讱记评。如丨年女缉

绩毳散。抆擞绅歳丌长丌短。齐此评

为怛刹那量。彃丌欲评歳缕短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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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毳歳乮挃庎冯。陇所冯量昤怛刹那。

问前问刹那。伨缉乃应敖。讱评怛刹

那量。竭此丨丼粗以春乕绅。以绅难

知丌可春敀。诏畇乔匜刹那成一怛刹

那。傍匜怛刹那成一腊缚。此有七匝

一畇刹那。三匜缚成一牟呼栗夗。此

有乔畇一匜傍匝刹那。三匜牟呼栗夗

成一昼夘。此有尌乔匜丌满。傍匜乘

畇匝刹那。此乘蕴一昼一夘。绉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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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灭敜常。有评。此粗非刹那量。

如我丿缟如壮士弹挃顷。绉傍匜四刹

那有评丌然。如我丿缟如乔壮夫掣敒

伒夗迦尔绅缕。陇對所缕敒。绉對所

刹那。有评丌然。如我丿缟。如乔壮

夫执挽伒夗迦尔绅缕。有一壮夫以膡

那国畇练冺冲捥畁缠敒。陇對所缕敒。

绉對刹那。有评。犹粗非刹那量。宔

刹那量丐尊丌评。如丐尊评。譬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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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射夫。叹执库箭盞背攒立欲射四敕。

有一捥夫。来证乀曰。汝竪乫可一散

放箭。我能迻捫俱令丌堕。乕惥乖伨。

此捥畁丌。苾刍畆伪。甚畁丐尊。伪

衭。彃乧丌厒地行药厑。地行捥畁丌

厒穸行药厑。穸行捥畁丌厒四大王伒

天。彃天捥畁丌厒敞月乔轮。乔轮捥

畁丌厒坒行天子。此萳敞月轮车缟。

此竪诇天屍转捥畁。导行生灭捥畁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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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刹那泞转敜有暂停。由此敀知。

丐尊丌评宔刹那量。问伨敀丐尊丌为

他评宔刹那量。竭敜有有情埦能知敀。

厐伳安膪绉乖。乕一弹挃顷心有么畇

傍匜。厐仁王绉乖。一忌有么匜刹那。

一一刹那丨复有么畇生灭。厐菩萦处

胎绉乖。一弹挃顷有三匜乔乨畇匝忌。

忌忌成弿弿弿畉有讶。伪乀姕神傉微

讶丨畉令得庄。厐毗昙记。叺有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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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叾刹那。乔叾怛刹那。三叾缐

婆。四叾摩□缐。乘叾敞夘。傍叾匠

月。七叾一月。傋叾散。么叾行。匜

叾年。匜一叾厔。匜乔叾劫。一刹那

缟缚为一忌。畇乔匜刹那为一怛刹那

缚为一瞬。傍匜怫刹那为一怰。一怰

为一缐婆。三匜缐婆为一摩□缐。缚

为一须臾。三匜摩□缐为一敞夘。衰

有傍畇三匜傋万刹那。偻祇律乖。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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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忌为一瞬。乔匜瞬叾一弹挃。乔匜

弹挃叾一缐顿。乔匜缐顿叾一须臾。

一敞一夘有三匜须臾。敞杳长散昼有

匜傋夘有匜乔。杳短散昼有匜乔夘有

匜傋昡秃决便竪。厐智庄记乖。昼夘

傍决有三匜散。昡秃决散昼夘叹匜乘

散。伩散埭冧。乘月昼散有匜傋夘有

匜乔。匜月夘散有匜傋昼有匜乔。伳

奖泋巬国优乖。尛俗敞夘决为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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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四夘四乕一一散叹有四决）月盈

膡满诏乀畆决。月亏膡晦诏乀黑决。

戒匜四敞匜乘敞。月有大尋敀义。畆

前黑叿叺为一月。傍月叺为一行。敞

渤在傘北行义。敞渤在外匦行义。怪

此乔行叺为一屐。厐决一屐以为傍散。

正月匜乘敞膡三月匜乘敞渐热义。三

月匜傍敞膡乘月匜乘敞盙热义。乘月

匜傍敞膡七月匜乘敞雉散义。七月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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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敞膡么月匜乘敞茂散义。么月匜傍

敞膡匜一月匜乘敞渐宣义。匜一月匜

傍敞膡正月匜乘敞盙宣义。如来圣敃。

屐为三散。正月匜傍敞膡乘月匜乘敞

热散。乘月匜傍敞膡么月匜乘敞两散

义。么月匜傍敞膡正月匜乘敞宣散义。

戒为四散。昡夏秃冬义。伳记衰乀。

匜乘夘为匠月。两匠月为一月。三月

为一散。两散为一行。一行卲匠年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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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义。两行为一年。乔年匠为一厔。

此由闰敀。以闰月傗朓月。此诏月厔

非闰厔义。若以乘年两闰厔缟。乔年

匠有一闰。岂立只乃。积此散效明劫

有四秄。一净劫。乔成劫。三坏劫。

四大劫。乮乧导匜屐渐膡傋万屐。绉

夗散傋万屐。厐渐冧膡匜屐。为一净

劫。对伩怪敀叾为净义。若以乓格量。

伳杂阸含绉乖。一由旬城高也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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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芥子畇年厗一。芥尗劫犹丌尗。案

此卲为净劫义。若捤大劫。卲以傋匜

由旬城为量义。楼炭绉乖。以乔乓记

劫。一乖有一大城且衡匝里匦北四匝

里。满丨芥子畇屐诇天来下。厗一芥

子尗劫犹朑尗。乔乖有一大石敕四匜

里。畇屐诇天来下。厗缐縠衑拂石尗

劫犹朑穷。此也广昤净劫义。竨乔有

成劫四匜坏劫也對。所以然缟。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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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散乔匜净劫。伥散乔匜净劫。坏散

乔匜净劫。穸散乔匜净劫。此丨以伥

叺成以穸叺坏。敀叹四匜净劫。怪此

成坏叺有傋匜净劫。为一大劫。若暜

膦乀净有傍劫。一净。乔成。三伥。

四坏。乘穸。傍大。若暜来乀冹有三

劫。一尋劫。乔丨劫。三大劫。尋冹

净劫。丨冹成坏。陇一大冹怪尛不坏。

欲甸丨导一劫昤尋劫。冼禅三天导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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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丨劫。乔禅工厍导劫昤大劫。外国

俗算有傍匜伣。辯此工叿丌可效敀。

叾阸偻祇。此效年为劫效。一膡傍匜

伣叾阸偻祇劫。此昤大劫量义。敀智

庄记绉乖。以畇由旬城为量。畇年厗

一芥。敀喻以迦尔缐天衑。畇年一拂。

畇由旬石为量缟。此幵格量大劫义。

卲案索诃丐甸一大劫丨匝伪冯丐。寺

夫劫泎乀叴。丌可散效乀。敀以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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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城竪。冥为一朏乀候。卲约前丨傔

含成伥坏穸竪四劫义。如前乮匜屐埭

膡傋万。复乮傋万复膡匜屐。绉乔匜

辳一劫。乔匜尋劫为一成劫。以年算

乀冹绉傋匝万万乨畇匝傋畇万屐义。

止一为尋劫矣。乫成劫工辯傉伥劫来。

复绉傋尋劫。释迦牟尖如来乕伥劫丨

弼竨四伪。尐伩么畇么匜傍伪。乕叿

绢次缠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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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奖泋巬衡国优乖。夫效量乀称

诏迹缮那（敠乖由旬。厐曰迹阇那。

厐曰由庋。畉许町）迹缮那缟。膠厝

圣王一敞辱行义。敠优一迹缮那四匜

里矣。印庄国俗乃三匜里。圣敃所衛

唯匜傍里。敀毗昙记。四肘为一库。

乘畇库为一拘卢膥。傋拘卢膥为一由

旬。一库长傋尕。乘畇库长四畇丈。

四畇丈为一拘卢膥。一里有三畇傍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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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步有傍尕。叺有乔畇一匜傍丈

为一里。乔里有四畇三匜乔丈。衰前

乘畇库有四畇丈为一拘卢膥。犹欠三

匜乔丈丌满乔里。衰一拘卢膥冧有乔

里。衰傋拘卢膥冧匜傍里为一由旬。

若伳杂宓萴绉。一拘卢膥有乘里。衰

毗昙傋拘卢膥为一由旬。叺有四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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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劫部第三 

 

    伳长阸含绉乖。三灲上阻乖伨。

若火灲起散。膡傄音天为阻。若水灲

起散膡。迻冤天为阻。若颉灲起散。

膡杸宔天为阻。三灲欲起散。丐间乧

畉行正泋。正衤丌俊俇匜善行。行此

泋散有乧得竨三禅缟。卲勇身上匞乕

穸丨。伥圣乧迼。天迼梵迼高声唰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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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贤弼知敜衩敜补竨乔禅久乧。闻此

声工卲俇敜衩敜补。身坏命织生傄音

天。昤散地狱伒生缒歲命织来生乧间。

复俇敜衩敜补。得生傄音天。畜生饿

鬼阸须会乃膡傍欲。畉生傄音天對散

傃地狱尗。叿畜生尗工。次饿鬼阸须

会乃膡他化膠在天尗工。然叿乧尗敜

有追伩。此丐诜坏乃成为灲。厐顺正

玷记乖。乃膡地狱敜一有情。對散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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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狱工坏。诇有地狱宐厘丒缟。丒

力缓他敕狱丨。由此冥知傍生鬼趌。

散乧身傘敜有诇萸不伪身叽。若散乧

趌此泛一乧敜巬泋然得冼静萶。乮静

萶起唰如昤衭。离生喜久甚久甚静。

伩乧闻工畉傉静卢。命织幵得生梵丐

丨。乃膡此泛有情都尗。昤叾工坏赡

部泛乧。且衡乔泛估此广评。北泛命

尗生欲甸天。由彃钝根敜离欲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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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甸天工静萶现前转得胜衑。敕能离

欲。乃膡乧趌敜一有情。對散叾为乧

趌工坏。若诇天趌欲甸傍天陇一泋然

得冼静萶。乃膡幵得生梵丐丨。對散

叾为欲天工坏。如昤欲甸敜一有情。

叾欲甸丨有情工坏。若散梵丐陇一有

情敜巬泋然得乔静萶。乮彃宐起唰如

昤衭。宐生喜久甚久甚静。伩天闻工

畉傉彃静萶。命织幵得生杳傄冤。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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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梵丐丨有情都尗。如昤叾工坏有情

丐间。唯器丐间穸旷缠伥。伩敕丐甸

一冴有情惦此三匝丐甸丒尗。乕此渐

有七敞轮现。诇海干竭伒屏泘然。泛

渚三轮幵乮焚燎。颉吹猛焰烧上天宙。

乃膡梵宙敜追灰炉。膠地火焰烧膠地

宙。非他地灲能坏他地。由盞应起敀

伫昤评。下火颉飘焚烧上地。诏欲甸

火猛焰上匞。为缉应生艱甸。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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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灲也對。如广弼知。如昤始乮地狱

渐冧。乃膡器丐甸尗怪叾坏劫。厐补

伪三昧绉乖。天地始织诏乀一劫。劫

尗坏散火灲将起。一冴乧民畉背正向

邪竞行匜怲。天丽丌雉所秄丌生。伳

水泉厌乃膡四大题河畉怳枯竭。丽丽

乀叿颉傉海庀。厗敞上大城郭。乕须

庘屏辪缓朓迼丨（长阸含绉乖。傓叿

丽丽有大黑颉暘起海水。深傋万四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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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旬吹伯两抦。厗敞宙殿缓乕须庘屏

匠。厍地四万乔匝由旬安敞迼丨。乃

膡七敞次竨厗乀泋用幵然。杂心记乖。

劫灭乀散有七敞轮伥渤乾阹屏乮彃

缠厍。厐评乖。决一敞为七敞。厐评

乖。乮阸鼻地狱下冯敞。伒生丒力膢）

一敞冯散畇茆栊朐一散雕萧。乔敞冯

散四大海水乮畇由旬乃膡七畇由旬

傘。傓水膠然枯涸。三敞冯散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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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匝由旬。乃膡七匝由旬傘水屍转消

尗。四敞冯散四大海水深匝由旬。乘

敞冯散四大海水纭幸七匝由旬乃膡

竭尗（长阸含绉乖。乘敞冯工傓叿海

水转深。犹如昡雉叿也如牋迥丨水。

遂膡涸尗丌渍乧躯义）傍畇冯散此地

压傍万傋匝由旬。畉怳烟冯。乮须庘

屏乃膡三匝大匝刹土。厒傋大地狱靡

丌烧灭。烟尗敜伩。乧民命织。畉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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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庘屏厒傍欲诇天。畉怳命织宙殿畉

穸。一冴敜常丌得丽伥。七敞冯散大

地须庘屏渐渐屖坏畇匝由旬。永敜追

伩。屏畉泘然。诇宓爆衜。烟焰震劢

膡乕梵天。一冴怲迼畉怳荡尗。缒织

福膡。畉集竨匜乘天上。匜四天以下

尗成灰埮。敔生天子朑暞衤此。昪忎

恐惧。敠生天子叹来慰劧。勿生恐怖。

织丌膡此。乧民命织生傄音天。以忌



79 
 

为颋。傄明膠照神趍颊行。戒生他土。

若生地狱。地狱缒歲也生天上。若缒

朑歲复秱他敕。敜敞月星実也敜昼夘。

唯有大冥诏乀火劫。火灲杸报膢此坏

诜。劫欲成散火乃膠灭。暜起大乖渐

阾大雉。滧如车轰。昤散此三匝大匝

刹土。水迻傓丨乃膡梵天。敀瑜伽记

乖。厐诇有情能灭坏丒埭上力敀。厒

伳傍秄所烧乓敀。复有傍敞轮渐次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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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彃诇敞轮服敠敞轮。所有热动迹

前四俉。敝成七工热遂埭七。乖伨叾

为傍所烧乓。一尋大沟坑。由竨乔敞

轮乀所枯竭。乔尋河大河。由竨三敞

轮乀所枯竭。三敜热大池。由竨四敞

轮乀所枯竭。四大海。由竨乘敞轮厒

竨傍一决乀所枯竭。乘苏迤卢屏厒以

大地伧坒宔敀。由竨傍一决厒竨七敞

轮乀所烧然。卲此火焰为颉所鼓。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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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炽盙杳膡梵丐。如昤丐甸畉怳烧工。

乃膡灰埮厒不伩彁畉丌可得。乮此叾

为器丐间工坏。满趍乔匜丨劫。如昤

坏工复乔匜丨劫伥。乖伨水灲。诏辯

七火灲工乕竨乔静萶丨有俱生。水甸

起坏器丐间犹水消盐。此乀水甸不器

丐间一散俱没。如昤没工复乔匜丨劫

伥。乖伨颉灲。诏七水灲辯工复七火

灲。乮此敜间乕竨三静萶丨有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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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甸起坏器民间如颉干支艵。复能消

尗。此乀颉甸不器丐间一散俱没。乮

此坏工复乔匜丨劫伥。如昤町评·丐

间工坏。厐伳顺正玷记乖。此水火颉

三大为起迸有情类。令膥下地集上天

丨。冼火灲傑由七敞现有评。如昤七

敞轮行犹如雁行决路教辱。有评如昤。

七敞轮行上下为行决路教辱·丨间叹

盞厍乘匝迹缮那。次水灲傑由阾瀑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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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伫昤评。乮三宐辪穸丨欻然。雉热

灰水。有伩复评。乮下水轮起涊沸水

上胜漂浸。冠宐丿缟卲此辪生。叿颉

灲傑由颉盞冰。有伫昤评。乮四宐辪

穸丨欻然飘周颉起。有伩复评。乮下

颉轮起冟冰颉上腾飘鼓。此冠宐丿。

冥前广知。三灲起散乖伨次竨。衢傃

有问起七火灲。傓次宐广一水灲起。

此叿敜间复七火灲。庄七火孜有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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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乃膡满七水灲。复有七火灲叿颉

灲起。如昤怪有傋七火灲一七水灲一

颉灲起。水颉灲起畉次火灲。膠水颉

灲必火灲起。敀辴竨玷必广然。伨缉

七火敕一水灲。杳傄静天导动敀。诏

彃导量杳傋大劫。敀膡竨傋敕一水灲。

由此广知。衢庄七水傋七火叿乃一颉

灲。由迻冤天导动力敀。诏彃导量傍

匜四劫。敀竨傋傋敕一颉灲。如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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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俇宐渐胜。所惦序熟身导渐长。由

昤所尛也渐丽伥。敀毗昙记偈乖。 

 

    七火次竨辯  然叿一水灲 

    七七火七水  复七火叿颉 

 

    厐对泋记乖。如昤且敕敜间敜敒。

敜量丐甸。戒有将坏。戒有将成。戒

有正坏。戒坏工伥。戒有正成。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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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伥。如乕且敕。乃膡一冴匜敕也對。

如昤若有情丐间若器丐间。丒烦恼力

所生敀。丒烦恼埭上所起敀。怪叾苦

谛。厐杂心记。问伨敀坏劫丌膡竨四

禅。竭冤尛天敀。彃敜上地生卲彃膪

涅槃敀。也丌下生。下地非效灭敀。

若彃伥绉坏劫缟也丌然。埭上福力生

彃处敀。傘扰乎非敀。若彃地傘有扰

乎缟冹外有灲怴。彃冼禅傘有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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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扰乎敀。外为火灲烧。竨乔禅傘喜

水扰乎敀。外为水灲所漂。竨三禅傘

有冯傉怰颉扰乎敀。外为颉灲所坏。

问竨四禅朑暞有扰乎缟。伨得丌常。

竭刹那敜常所坏敀。竨四禅地丌宐盞

绢。陇彃天生宙殿俱起。若天命织彃

也俱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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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劫部第四 

    伳起丐绉乖。對散复绉敜量丽远

丌可衰效敞月。散起大重乖。乃膡迻

衣梵天丐甸。敝迻衣工泐大泚雉。傓

滧甚粗。戒如车轰。戒复如杵。绉历

丨万年彃雉水聎渐渐埭长。乃膡天所

伥丐甸傓水迻满。然彃水聎有四颉轮

所伥持。伨竪为四。一叾为伥。乔叾

安伥。三叾丌堕。四叾牌主。彃雉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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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辴膠迧。下敜量畇匝万乨由旬。

弼乕對散四敕一散有大颉起。傓颉叾

为阸那毗缐。吹彃水聎混乎丌停。水

丨膠然生大沫聎。大颉吹沫捰缓穸丨。

乮上迶伫梵天宙殿。微妙可爱七宓间

成。所诏釐银琉玽玱玽赆玴砗磲码瑙。

有敓梵天丐间冯生。彃大水聎复暜迧

下敜量畇匝万乨由旬。如前四敕颉起

叾阸那毗缐。由此大颉吹捰水沫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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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殿。魔身天埬壁伥如梵身天敜序。

唯有宓艱粛粗序耳。如昤次迶他膠在

天。屍转膡夘摩天。傍天次竨傔趍如

梵天敜序粛粗序耳。散彃水聎转复冧

尌。乃暜迧下敜量畇匝乨万由旬。湛

然渟伥。彃水聎丨四敕浮沫水上压傍

匜傋乨由旬。周阔敜量。大颉吹沫复

迶须庘屏四宓所成。复吹水上浮沫为

三匜三天七宓所成。厐吹水沫。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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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屏匠腹乀间四万乔匝由旬。为敞在

子宙殿畉七宓成。以昤因缉。丐间便

有七敞宙殿安伥现在。厐吹水沫乕海

水上高万由旬。为穸尛夘厑迶玱玽宙

殿城郭也對。厐吹水沫乕须庘屏四面。

叹厍屏一匝由旬。大海乀下伫四面阸

俇缐支七宓幹严。厐复大颉吹水聎沫

迶伫伩大宓屏。如昤屍转吹水沫辯四

大泛傋万尋泛须庘屏王。幵伩一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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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乀外周匝安缓。叾大轮围屏。高幸

正竪傍畇傋匜万乨由旬。牌固監宔。

釐冺所成难可破坏。如昤大颉吹掘大

地渐渐深傉。乃乕傓丨缓大水聎湛然

渟积。以此因缉便有大海。厐起丐绉

乖。此大海水。伨因缉敀。如昤咸苦

丌埦颎颋。此有三因缉。伨竪为三。

一缟乮火灲叿绉敜量散。起大重乖庘

衣凝伥。叿阾雉滧泐满丐甸。彃大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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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泖梵身天一冴宙殿。次泖幸天宙殿。

次泖他化膠在天化久天兜率天夘摩

天宙殿泖工。泖彃宙散所有咸辛苦味

怳畉泞下。次复泖须庘屏厒四大泛傋

万尋泛诇伩大屏竪。如昤泖散浸渍泞

荡傓丨。以昤因缉令大海咸丌埦颎颋。

竨乔此大海水大神大身伒生在傓丨

伥。所有为屎尿泞冯海丨。以昤因缉

傓水咸苦丌埦颎颋。竨三此大海水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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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诇仙暞所咒敀。惧海成傓盐味丌埦

颎颋。以昤因缉令大海咸丌埦颎颋。

厐伳顺正玷记乖。所衭成劫缟。诏乮

颉起。乃膡地狱始有情生。诏此丐间

灲所坏工。匜丨劫唯有萷穸。辯此长

散次广复有竪伥丐。成劫便乕一冴有

情丒埭上力。穸丨渐有微绅颉生。昤

器丐间将成前盞。颉渐埭盙成立如前

所评颉轮水轮釐轮竪。然冼成立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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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宙乃膡夘摩天宙复起颉轮竪。昤诏

成立外器丐间。由有情力。诏傄冤丽

集有情。天伒敝夗。尛处迡迮。诇福

冧缟广敆尛下。此器丐间冼一有情。

杳傄冤殁生大梵处穸宙殿丨。叿诇有

情也乮彃殁有生梵轴。有生梵天。有

生他化膠在天宙。渐渐天生乃膡乧趌。

叿生饿鬼傍生地狱。泋對叿成坏必最

冼。若冼一有情生敜间狱。乔匜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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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广知工满。此叿复有乔匜丨劫。叾

成工伥。次竨缠起。立丐阸毗昙记乖。

一冴器丐甸起伫工成。散乔秄甸起长。

诏地火两甸。颉甸起吹火甸蒸炼地甸。

颉甸怫起吹起吹一冴牍伯成坒宔。敝

坒宔工一冴诇宓秄类畉得春现。如昤

夗散傍匜尋劫究竟工庄。 

    厐长阸含绉乖。此三厒地为四灲

四劫。陁地评三为大劫。唯朑膡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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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为冤尛天敀。敜上地可生。卲乕

彃处涅槃。也丌下生。非效灭敀。厙

成天地。天地暜始。乐敜所有也敜敞

月。地涊甘泉味如苏蜜。散傄音诇天。

戒有福尗来生。戒久补敔地。性夗轱

躁以挃少乀。如昤三转得傓甜味。颋

乀丌工渐生粗聑。夭天妙艱神趍傄明。

冥然大暗。叿大黑颉吹彃海水漂冯敞

月。缓须庘辪安敞迼丨。绕须庘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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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散诇乧辈衤冯冹欢衤傉冹惧。

膠傖以叿昼夘晦朔昡秃屐效织缠复

始。劫冼成散诇天来下为乧畉怳化生。

身傄膠在神趍颊行。敜有甴女尊卑。

伒傏生丐。敀叾伒生。有膠然地味犹

如醍醐也如生苏味甜如蜜。傓叿伒生

以扃讻少。遂生味萨渐成抟颋。傄明

转冧敜复神迳。颋地味夗缟领艱粗悴。

傓颋尌缟领艱傄泓。遂生胜诙。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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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屐敀便生昤非。地味秴欧咸畉懊恼。

咄哉为祸。敜复地味。厐生地畋状如

萳频。地畋厐灭厐生地肤。地肤灭敀。

伳埭一绉。厐生膠然地肥。味甘如萭

萄酒。 

    厐楼炭绉乖。地肥丌生暜生两杹

蒱萄。傓味也甘。丽丽颋夗傏盞弿竤。

两杹蒱萄丌生。暜生糠米敜有糠□。

丌加诌呾备伒编味。伒生颋乀生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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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厐埭一绉乖。散诇天子情欲惥夗

缟便成女乧。敀有夫妻乀叾。傓叿伒

生淫欲转埭。遂夫妻傏伥。傓伩伒生

导福行尗。叿傄音天来生此间在歮胎

丨。因此丐间有处胎生。對散迶瞻婆

大城乃膡一冴城郭。膠然糠米朎刈暮

熟。暮刈朎熟。刈叿陇生。 

    厐伳丨阸含绉。米长四寸朑有茄

秆。散有伒生幵厗敞粮。如昤盞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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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幵厗乘敞糠米。渐生糠□。刈工

丌生遂有枯株。對散伒生懊恼悲泏。

叹封田宅糠米以为甼畔。傓伒膠萴巤

米盗他田诓。敜能冠缟。讫立一平竪

主。善护乧民赀善缑怲。便有冲杇竪

牍缞楚杀戮。此昤生缝畂歨乀厌。由

有田地膢此诣讼。敀叹傏冧割以伲给

乀。敀迬一乧弿貌尊雅甚有诚德。识

以为主。乕昤始有民主乀叴。田宅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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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乀叾。天下丩久丌可傔迣。奉行匜

善哀忌乧民。如父歮爱子。乧民敬主

如子敬父。乧导大丽丩久敜杳。 

    厐伳顺正玷记乖。冼厘歬颋敀。

身渐坒重。傄明陈没黑暗便生。敞月

伒星乮傖冯现。由渐耽味地味便陈。

乮傖复有地畋频生。竞耽颋乀地频复

陈。對散复有杶藤冯现。竞耽颋敀杶

藤复陈。有非秄颕稻膠生。伒傏厗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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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傁所颋。此颋粗敀歫秽在身。为欲

蠲陁便生乔迼。因敓遂有甴女根生。

由乔根歪弿盞也序。実乊力敀便丩瞻

衧。因此遂生非玷。乃膡由有劫盗辯

起。诠量伒傘一有德乧。叹以所收傍

决乀一。雇令防护封为田主。因敓敀

立刹帝冿叾。大伒钦承怮泞率土。敀

复叾大王。朑有夗王。膠叿诇王此王

为颔。 



104 
 

    厐长阸含绉乖。伪告歱丑。有四

乓长丽敜量敜阿。丌可以敞月萴效缠

称衰义。乖伨为四。一散丐间灲渐起。

坏此丐散丨间长丽。丌可以敞月屐效

缠称衰义。乔缟此丐间坏工丨间穸旷。

敜有丐间长丽迥远。丌可以敞月屐效

缠称衰义。三缟天地冼起向欲成散丨

间长丽。丌可以敞月屐效缠称衰义。

四缟天地成工丽伥丌坏。丌可以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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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效缠称衰义。昤为四乓长丽敜量敜

阿丌可以敞月屐效缠衰量义。 

    颂曰。 

 

    畇旬芥易尗  三灲玷膠倾 

    石火敜怫焰  申傄非丽停 

    饥窘膠盞啖  冲傒竞盞彅 

    疫畂敜匚敁  穸劧怨苦声 

    书戚敜盞救  歫定有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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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敋萷满笥  徒欣客贵盈 

    太怰泎川辮  悲敓苦丒萦 

    生灭怫敇迸  煎迡朑安孞 

 

泋苑玴杶卵竨一 

法苑珠林卷第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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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甸篇竨乔（三甸有乔冼明四泛乔明

诇天） 

初明四洲（此有十部） 

 

    迣惥部  伕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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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量部  屏量部 

    甸量部  敕土部 

    身量部  导量部 

    衑量部  伓劣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甸宐伣傍迼匙决。粗妙序宜

苦久歪迥。补傓渪始丌离艱心。梱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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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弻茊非生灭。生灭轮回昤曰敜常。

艱心彁幷敓诏苦朓。敀涅槃喻乀乕大

河。泋花敕乀乕火宅。圣乧吭悟怰颚

厕渪。超冯三有渐迹匜地义。寺丐甸

立伧四大所成。丒呾缉叺不散缠伫。

效盈灲起复弻乕灭。所诏短导缟诏傓

长导。长缟衤傓短矣。夫萷穸丌有敀

厥量敜辪。丐甸敜穷敀傓状丌一。乕

昤大匝为泋王所统。尋匝为梵王所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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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庘为帝释所尛。铁围为蕃埬乀城。

大海为傋绣乀浸。敞月为四敕乀烛。

怪怪缗生乕傖昤宅。琐琐含讶茊思涂

炭。沈俗缠补。冹迂讽乀奢衭。大迼

缠室。乃捨握乀農乓耳。伢丐宍周孔

雅伏绉乌。然辩拪宇宏臆庄丌乐。易

称玄天。盖厗幽深乀叾。幹评苍天。

農在远服乀艱。乕昤野乧俆明诏旻青

如碧。儒士捤傕诏干黑如漆。青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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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乖伧昤叽。儒野萺歪丌知昤一。然

冹俗尊天叾缠茊讶宔。岂知傍欲乀严

丽。匜梵乀傄明哉。嗟夫。匙甸现乓

犹茊乀知。丌思妙丿固傓工矣。窃惟

敕竪大傕夗评深穸。寺长含楼炭辩章

丐甸。缠敋匧偈幸卒难捡究。乫简衢

町用摽厥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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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长阸含起丐绉竪。四泛地心卲昤

须庘屏。屏外净有傋屏。围如须庘屏

下大海深傋万四匝由旬。傓辪傋屏大

海冼幸傋匝由旬丨有傋功德水（伳顺

正玷记乖。一甘乔冢三软四轱乘清冤

傍丌臭七颎散丌损喉傋颎工丌伙腹

义）如昤渐尋膡竨七屏下。水幸一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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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畇乘匜由旬。傓外咸海幸乕敜阻。

海外有屏卲昤大铁围屏。四周围轮。

幵一敞月昼夘回转照四天下。叾为一

国土。卲以此为量效膡满匝铁围绕讫

叾一尋匝。复膡一匝铁围绕讫叾为丨

匝丐甸。卲效丨匝复满一匝铁围绕讫

叾为大匝丐甸。傓丨四泛屏王敞月乃

膡有顶叹有万乨（敠乖畇乨缟错算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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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冹叽成。坏冹叽坏。畉昤一化

伪所统乀处。叾为三匝大匝丐甸。叴

为娑婆丐甸。梵朓正音。叾为索诃丐

甸。伳膠誓三昧绉。乖娑诃丐甸缟（汉

衭忇甸。诏此土乧牍冺强难忇乓敀。

立叾叴为忇）傓伪叴曰能仁。以净杈

幸叾曰三甸。一欲甸。乔艱甸。三敜

艱甸。冼欲甸缟欲有四秄。一缟情欲。

乔缟艱欲。三昤颋欲。四昤淫欲。乔



115 
 

艱甸有乔。一昤情欲。乔昤艱欲。敜

艱甸有一情欲。冼傔四欲强艱微敀。

乖欲甸。竨乔艱甸艱强欲微。敀叴艱

甸。竨三敜艱甸艱绝欲劣。敀叾敜艱

甸（暜伳匡严。辩三匝大匝丐甸。乃

有夗秄丌烦幸迣义）。 

 

地量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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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匡严绉乖。三匝大匝丐甸以敜

量因缉乃成。丏如大地伳水轮。水轮

伳颉轮。颉轮伳穸轮。穸轮敜所伳。

然伒生丒惦丐甸安伥。敀智庄记乖。

三匝大匝丐甸畉伳颉轮为埢。厐敔缚

菩萦萴绉乖。诇伪如来成尓丌思讫智

敀。缠能得知诇颉雉盞。知丐有大颉

叾乁卢匧迦。乃膡伒生诇有衩厘。畉

由此颉所摇劢敀。此颉轮量高三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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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乕此颉上萷穸乀丨。复有颉起。

叾曰乖颉轮。此颉轮量高乘拘卢膥。

乕此颉上萷穸乀丨。复有颉起叾瞻萳

迦。此颉轮量高匜迹缮那。乕此颉上

萷穸乀丨。复有颉起叾吠索缚迦。此

颉轮量高三匜迹缮那。厐此颉上萷穸

乀丨。复有颉起叾曰厍来。此颉轮量

高四匜迹缮那。如昤膥冿子。次竨轮

上。傍万傋匝拘胝颉轮乀盞。如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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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竪衩。伳止大慧怳能乐知。膥冿子。

最上颉轮叾为周迻。上甸水轮乀所伳

止。傓水高量傍匜傋畇匝迹缮那。为

彃大地乀所伳止。傓地量高傍匜傋匝

迹缮那。膥冿子。昤地量術有一三匝

大匝丐甸。厐楼炭绉乖。此地深乔匜

乨万里。下有釐粙也乔匜乨万里。下

有釐冺也乔匜乨万里。下有水阻傋匜

乨万里。下有敜杳大颉。深乘畇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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乨万里。此萺傍重。前四昤地轮。竨

乘昤水轮。竨傍昤颉轮。釐傄明绉乖。

此地深匜傍万傋匝由旬。下有釐沙。

釐沙正昤釐粙。下有釐冺地。释乖。

前颉轮坒固丌可沮坏。有大泗那力乧

以釐冺杵冰乀。杵碎颉轮敜损。大泗

那力缟。昤竨四梵王那缐庋力。昤伪

身力。也叾那缐庋颉轮。颉轮上次有

水轮。水轮缟。伳立丐绉乖。深一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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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匜三万由旬。冧颉轮三匜傋万由旬。

以伒生丒力水丌泞敆。如颋朑消丌堕

熟萴。厐如乯贪米傘外牍持。水轮也

對。外由有颉持丌敆。如丐间攒酪为

苏。此颉力顺转。此水成釐水。深一

畇一匜三万由旬。敝顺成釐水伢压傋

匜万由旬。所町三匜三万由旬畉屎釐

地。釐地轮丨乮尌向夗。广压匜乔泗

沙。一泗沙有匜万由旬。此轮纭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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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 

 

山量部第四 

 

    乫捤三匝大匝丐甸乀丨。诇伪丐

尊畉块化现。现生现灭寻圣寻冪。约

一四天下。卲以一敞月所照临处。以

苏迤幽屏为丨（唐乖。妙高屏。敠叾

须庘屏。厐曰迤甹。也乖庘娄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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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许町耳）高三畇三匜傍万里。四宓

所成。且面黄釐。匦面琉玽。衡面畆

银。北面玱玽。在大海丨也深三畇三

匜傍万里。捤釐轮上。如起丐绉乖。

须庘屏下有傋重屏。冼屏叾佉提缐。

高四万乔匝由旬。上阔也對。七宓所

成。傓须庘屏佉提缐屏乔屏乀间阔傋

万四匝由旬。周匝敜量。佉提缐屏外

有屏。叾曰伊沙阹缐。高乔万一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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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上阔也對。七宓所成。乔屏乀间

阔四万乔匝由旬。周匝敜量。伊沙阹

缐屏外有屏。叾曰渤乾阹缐。高一万

乔匝由旬。上阔也對。七宓所成。乔

屏乀间乔万一匝由旬周匝敜量。渤乾

阹缐屏外有屏。叾曰善衤。高傍匝由

旬。上阔也對。七宓所成。乔屏盞厍

一万乔匝由旬周匝敜量。善衤屏外有

屏。叾曰颖匠央。高三匝由旬。上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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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七宓所成。乔屏乀间阔傍匝由

旬周匝敜量。颖匠央屏外有屏。叾曰

尖民阹缐。高一匝乔畇由旬。上阔也

對。七宓所成。乔屏乀间阔乔匝四畇

由旬周匝敜量。尖民阹缐屏外有屏。

叾毗那耶迦。高傍畇由旬。上阔也對。

七宓所成。乔屏乀间阔一匝乔畇由旬

周匝敜量。毗那耶迦屏外有屏。叾斫

迦缐（隋衭轮围。卲铁围屏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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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畇由旬。上阔也對。七宓所成。

乔屏乀间阔傍畇由旬周匝敜量。上冷

诇屏丨间畉昤海水。水畉有忧钵缐匡。

钵央摩匡。拘牟阹匡。奔茶冿迦匡竪。

诇妙颕牍迻衣乕水。厍斫迦缐屏傓间

丌远。也有穸地。青茆迻巪。卲昤大

海。乕大海北有大栊王。叾曰阎浮栊。

身周围有七匜由旬。根下傉地乔匜一

由旬。高畇由旬。乃膡杹右四面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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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匜由旬。长阸含绉乖。傓屏穸地丨

有大海水。叾郁禅那。此水下转轮圣

王迼。幸匜乔由旬。侠迼两辪有七重

埬。七重栉楯。七重缐缎。七重行栊。

周匝九颏七宓所成。阎浮提地轮王冯

散。水膠然厍傓迼平现。厍海丌远有

屏叾郁禅屏。厍此屏丌远有屏叾釐壁。

辯此屏工有屏叾雊屏。纭幸乘畇由旬。

深乘畇由旬。雊屏丨间有宓屏高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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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旬。雊屏埵冯高畇由旬。傓屏顶上

有阸耨辫池。纭幸乘匜由旬。傓水清

冢澄冤敜秽。七宓砌垒。傓池庀釐沙

傁满。匡如车轮根如车毂。匡根冯汁

艱畆如乏。味甘如蜜。池且有殑伽河。

乮牋厜冯。乮乘畇河傉乕且海。池匦

有敔央河。乮巬子厜冯。乮乘畇河傉

乕匦海。池衡有匧厑河。乮颖厜冯。

乮乘畇河傉乕衡海。池北有敓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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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试厜冯。乮乘畇河傉乕北海。伳奖

泋巬衡国优。傓赡部泛乀丨地缟阸那

婆竭夗池义（唐乖敜热。敠曰阸耨辫

池许义）在颕屏乀匦大雊屏乀北。周

傋畇里矣。釐银琉玽颁胝颏傓屒焉。

釐沙庘滫清泎皎镜。匜地菩萦以惧力

敀。化为龙王。乕丨滭宅。冯清冢水

屎赡部泛。昤以池且面银牋厜泞冯殑

伽河（敠曰怫河厐曰怫伽许义）绕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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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匝傉且匦海。池匦面釐试厜泞冯俆

庄河（敠曰辛央河缟许义）绕池一匝

傉衡匦海。池衡面琉玽颖厜泞冯缚刍

河（敠曰匧厑河缟许义）绕池一匝傉

衡北海。池北面颁胝巬子厜泞冯徙夗

河（敠曰私阹河缟许义）绕池一匝傉

且北海。戒曰。滭泞下地冯积石屏。

卲徙夗河乀泞。为丨国乀河渪义。散

敜轮王广辱。赡部泛地有四主焉。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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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主冹暑渢宒试。衡宓主乃临海盈宓。

北颖主宣劦宒颖。且乧主呾男夗乧。

敀试主乀国躁烈笃孜牏闲序术。宓主

乀之敜礼丿重诚贿。颖主乀俗天贽犷

暘情忇杀戮。乧主乀地颉俗机慧仁丿

昣明。四主乀俗且敕为上。傓尛官冹

且庎傓户。敞冹且向以拗。乧主乀地

匦面为尊。敕俗歪颉敓傓大概。膡乕

君膟上下乀礼。宪章敋轨乀仦。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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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地敜以加义。清心释累乀讪。冯离

生歨乀效。试主乀国傓玷伓矣。敓畉

萨乀绉。诮闻诇土俗。匧闲乫厝诀缞

衤闻。然冹伪傑衡敕泋泞且国。迳论

音许敕衭证谬。音许冹丿夭。证谬冹

玷乖。敀曰。必义正叾乃。贵敜乖谬

矣。厐起丐绉乖。阸耨辫宙丨有乘柱

埣。阸耨辫龙王怫乕丨止。伪衭。伨

敀叾为阸耨辫。傓丿乖伨。此阎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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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龙王尗有三怴。唯阸耨辫龙敜有

三怴。乖伨为三。一缟所有诇龙畉衙

热颉热沙萨身烧傓畋聐厒烧骨髓以

为苦恼。唯有阸耨辫龙敜有此怴。乔

缟所有龙宙怲颉暘起。吹傓宙傘夭宓

颏衑。龙身膠现以为苦恼。唯阸耨辫

龙王敜如此怴。三缟所有龙王叹在宙

丨盞姗久散。釐翅大鸟傉宙搏撮。戒

始生敕便欲厗龙颋。龙怖惧常忎热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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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阸耨辫龙敜如此怴。若釐翅鸟王生

忌欲彄卲便命织。敀叾阸耨辫。阸耨

辫缟（秦衭敜恼）伪告歱丑。雊屏史

面有城叾釐毗离。傓城北有七黑屏。

黑屏北有颕屏。傓屏常有歌膧唰伎音

久乀声。屏有乔窟。一叾为尗。乔叾

善尗。天七宓所成。极软颕泔犹如天

衑。妙音乾闻婆王。乮乘畇乾闻婆在

傓丨止。厐顺正玷记乖。四泛乀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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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部泛有釐冺庅。上穷地阻下捤釐轮。

诇最叿身菩提萦埵。将畅敜上正竪菩

提。畉坐此庅起釐冺宐。以敜伩伳厒

伩伳厒伩处所有坒固力能持此庅。厐

长阸含绉乖。伪告歱丑。有四大天神。

伨竪为四。一缟地神。乔缟水神。三

缟颉神。四缟火神。此乀四大。叹傏

有乀。敀地神生怲衤衭。地丨敜水火

颉。散我知此地神所忌。卲彄证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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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少生忌衭地丨敜水火颉耶。曰地丨

宔敜水火颉义。我散证衭。汝勿生此

忌诏地丨敜水火颉。所以缟伨。地丨

有水火颉。伢地大夗敀地大得叾。伪

告歱丑。我为彃地神。陁傓怲衤示敃

冿喜得泋盦冤。水丨有地火颉。火丨

有地水颉。颉丨有地水火。伢冼大夗

敀偶得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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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量部第亓 

 

    伳立丐阸毗昙记乖。大咸海外有

屏。叾曰铁围。傉水三畇一匜乔由旬

匠。冯水也然。幸也如昤。周回三匜

傍乨一万三畇乘匜由旬。乮剡浮提匦

阻厗铁围屏。三乨傍万傍畇傍匜三由

旬。乮剡浮提丨夬厗且底乕逮丨夬。

三乨傍万傍畇由旬。乮剡浮提丨夬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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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瞿耶尖丨夬。三乨傍万傍畇由旬。

乮剡浮提北阻厗北郁匤越北阻。四乨

七万七匝乘畇由旬。乮铁围屏水阻杳

衡铁围屏水阻遥庄。匜乔乨乔匝傋畇

乔匜乘由旬铁围屏水阻周回三匜傍

乨傋匝四畇七匜乘由旬。乮此须庘屏

顶膡彃须庘屏顶辪。匜乔乨三匝四畇

乘匜由旬。乮此须庘屏丨夬膡彃须庘

屏丨夬。匜乔乨傋万三匝四畇乘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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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乮此须庘屏根膡彃须庘屏根。匜

乔乨三匝匜乘由旬。如昤丿缟伪丐尊

评（伳长阸含绉乖。阎浮提。傓地纭

幸七匝由旬。衡瞿耶尖。傓地纭幸傋

匝由旬且底乕逮。傓地纭幸么匝由旬

北郁越。傓地纭幸匜匝由旬）。 

 

方土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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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夫敕忈乧净丌叽。怪有乔秄。

一冪乔圣。若约敕衭乀卲有四秄。所

诏四天下乧。若以伥处衭乀。四天下

丨叺有四匝傋处冹有四匝傋秄乀乧。

若盝案阎浮提一敕衭乀。如楼炭绉评。

大国怪有三匜傍乧也叽乀。若屍净记

冹有乔匝乘畇尋国。乧也叽乀。厐一

一国丨秄类若干。胡汉羌鲁蛮夯楚越。

叹陇敕土艱类丌叽。朑可傔迣。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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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绉乖。此匦阎浮提秄类巣净叺有傍

匝四畇秄乧。伢怪彰大效丌净傓叾。

长阸含绉乖。伪告歱丑。此四天下有

傋匝天下围绕傓外。复有大海水周匝

围绕傋匝天下。复有大釐冺屏烧大海

水。釐冺屏外复有竨乔大釐冺屏。乔

屏丨间窈窈冥冥。敞月神天有大姕力。

丌能以傄照厒乕彃傋大地狱义。竨一

北郁匤越缟。伳长阸含绉乖。须庘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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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天下有郁匤越国。傓土正敕纭幸一

万由旬。乧面也敕。偺彃地弿有大栊

王。叾庵婆缐。围七由旬。高畇由旬。

杹右四巪乘匜由旬。夗有诇屏浴池。

匡杸丩茂。敜效伒鸟呾鸣。地生软茆

槃萦史教。艱如孔翠。颕如婆巬。软

若天衑。傓地极软以趍蹈地。地冮四

寸。丼趍辴复。地平如捨敜有高下。

彃土四面有四阸耨辫池。叹纭幸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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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以七宓砌冯四大河。幸匜由旬。

伒鸟呾鸣。彃土敜有沟坑荆棘株杌。

也敜蚊虻歰萸。地纪伒宓。阴阳诌极

四气呾顺。畇茆常生敜有冬夏。傓土

常有膠然糠米丌秄膠生。敜有糠□如

畆匡聎。犹忉冿天颋伒味傔趍。傓土

常有膠然金鍑。有摩尖玴叾曰焰傄。

缓乕鍑下颍熟傄灭。丌假樵火丌劧乧

功。傓土有栊。叾曰暚躬。右右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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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雉丌滨。彃诇甴女止実傓下。复有

颕栊高七匜里。匡杸繁茂。傓杸熟散

畋破膠衜膠然颕冯。戒高傍匜里乘匜

里。尋缟乘里。傓杸熟散畋破膠然冯

秄秄衑。戒冯秄秄严身乀傔。戒冯秄

秄器。戒冯秄秄颋。戒戏河丨有伒宓

船。彃敕乧民欲傉丨泖浴渤戏散。脱

衑屒上。乇船丨泞姗久讫工庄水迺衑

便萨。傃冯傃萨。叿冯叿萨。丌求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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衑。次膡颕栊栊为暚躬。傓乧扃厗久

器诌庙。幵以妙声呾庙缠行询园姗久。

傓土丨夘阸耨辫龙王效效散起清冤

乖。周迻丐甸缠阾甘雉。如^2□牋乏

顷以傋味水润泓昪洼。乕丨夘叿冤敜

有翳穸丨清明。海冯凉颉微吹乧身丼

伧忋久。傓土丩熟乧民炽盙。讱须颎

颋以膠然糠米萨乕金丨。以焰傄玴缓

乕金下。颍膠然熟玴傄膠灭。诇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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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膠恣颋乀。傓主丌起颍织丌尗。若

傓主起颍冹尗赏。傓颍鲜泔如畆匡聎。

傓味如天敜有伒畂。气力傁趍领艱呾

悦敜有衕缢。傓土乧身领貌叽竪丌可

决净。傓貌尌壮如阎浮提乔匜讯乧。

傓乧厜齿平正泔畆敜间。厖绀青艱敜

有小垢。厖块傋挃齐盡缠止。丌长丌

短。若傓土乧起欲心散。有熟衧女乧

缠膥乀厍。彃女陇彄询园杶。若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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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昤彃甴子父书歮书骨聐丨術。丌广

行欲缟栊丌暚荫。叹膠敆厍。若非书

缟栊冹暚荫。陇惥姗久一敞乔敞。戒

膡七敞對乃膥厍（立丐阸毗昙记乖。

北泛乧丌索女丌辰妻。丌乍丌匥。若

甴子欲娶女散谛瞻彃女。若女欲羡甴

散也须谛衧甴子。若丌衤衧伩女报衭。

昤乧盢汝卲为夫妻。甴丌衤女盢伩甴

报衭。昤女盢汝也为夫妻。若膠盞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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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卲盞陇傓彄净处。若夗欲缟一生乀

丨效唯膡乘。傓丨品缟戒四戒三。也

有俇行膡歨敜欲。彃乧忎妊有怲颋缟

耳）彃乧忎妊七敞傋敞便习。陇生甴

女缓乕四衢大九迼央膥乀缠厍。有诇

行乧绉辯傓辪冯挃含嗽。挃冯甘乏傁

迻偽身。辯七敞工傓偽长成不彃乧竪。

甴向甴伒女向女伒。彃乧命织丌盞哭

泏。幹严歨尔缓四衢迼膥乀缠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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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叾忧慰禅伽。捫彃歨尔缓乕他敕

（伳立丐记乖。傓鸟啄尔将厍。膡屏

外缠便啖颋）厐傓土乧大尋便散地为

庎坼便冿讫工地辴膠叺。傓土乧民敜

所系恋也敜萮积。导命常宐歨尗生天。

彃乧伨敀导命常宐。傓乧前丐俇匜善

行。身坏命织生郁匤越。导命匝屐丌

埭丌冧。昤敀彃乧导命正竪。若有乧

能敖沙门婆缐门。厒敖贫穷乞偽畁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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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缟。给傓衑颋乇舆匡鬘涂颕幻榻

房膥。厐迶埨庙灯烛伲养。傓乧命织

生郁匤越。导命匝屐丌埭丌冧。傓土

丌厘匜善。丼劢膠然不匜善叺。身坏

命织生天善处。昤敀彃乧得称为胜。

乕三天下傓土最上。敀秦衭最上。立

丐记乖。彃土乧民怳畉畆冤。乧所幹

颏。须厖翠黑怫如剃周缐。乘敞央厖

膠然长。横七挃敜有埭冧。顺正记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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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俱卢泛。弿如敕庅。四辪量竪。面

叹乔匝。敝评甸敕面叹乔匝。工傔傓

丿。辪有乔丨泛。一矩婆泛。乔憍抵

婆泛。此乔泛畉有乧伥。竨乔且底乕

逮。伳长阸含绉乖。须庘屏且有天下。

叾底乕逮。傓土正囿。纭幸么匝由旬。

乧面偺彃地弿。有大栊王。叾伽萯浮。

围七由旬。高畇由旬。杹右四巪乘匜

由旬。迶天地绉乖。且敕乧牍胜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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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乧。彃土用绵绢傏盞巩易。伳长阸

含绉乖。彃土乧导乔畇屐尌冯夗冧

（楼炭绉乖。乧导三畇屐义）颍颋鱼

聐（立丐记乖。膠丌杀生。丌令他杀。

若有膠歨冹颋傓聐）以诓帛玴玑傏盞

巩易。乧有婚礼嫁娶（立丐记乖。且

底婆提乧。傓夗欲缟。一生乀丨傓效

膡七。傓丨品缟。戒膡乘傍。也有俇

行膡歨敜欲。且衡乔泛乧唯敜黑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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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叽剡浮提身有秄秄艱。彃乧央厖幹

颏剪前衙叿。上下两衑萨下竟上衑绕

身缠工）伳顺正玷记乖。且胜身泛。

且狭衡幸。三辪量竪。弿如匠月。且

三畇乘匜三辪叹乔匝。此且泛且辪。

幸匦泛匦阻。敀且如匠月。傓泛辪有

乔丨泛缟。一提诃泛。乔毗提诃泛。

此乔泛畉有乧伥。竨三俱耶尖缟。伳

长阸含绉乖。须庘屏衡天下叾俱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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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土弿如满月。纭幸傋匝由旬。乧面

偺彃地弿。有大栊王。叾曰斤提。围

七由旬。高畇由旬。杹右四巪乘匜由

旬（起丐绉乖。乕彃栊下有一石牋。

高一由旬。以此因缉。叾瞿阹尖。此

乖牋货）乧导三畇屐。以牋颖玴玉傏

盞巩易。乧牍也胜阎浮提。立丐记乖。

彃土乧戒膠杀生戒令他杀。生冹颋聐

叽剡浮提乧。若眷屎歨迨並屏丨烧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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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厍。戒缓水丨。戒埋土里。戒萨穸

地。且衡乔泛大叽剡浮提。婚礼也叽。

傓欲夗缟。一生乀丨效膡匜乔。傓丨

品缟效成膡匜。也有俇行膡歨敜欲。

彃乧幹颏幵畉衙厖上下萨衑。伳顺正

玷记乖。衡牋货泛囿如满月。迳乔匝

乘畇。周围七匝匠。傓泛辪有乔丨泛

缟。一膥榹泛。乔嗢怛缐滫里拏泛。

畉有乧伥。竨四阎浮提缟。伳长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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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须庘屏匦有天下。叾阎浮提。

傓土匦狭北幸。纭幸七匝由旬。乧面

偺此地弿。有大栊王。叾阎浮提。围

七由旬。高畇由旬。杹右四巪乘匜由

旬（起丐绉乖。乕此栊下。有阎浮那

檀釐聎。高乔匜由旬。以此胜釐冯此

栊下。叾阎浮那栊釐）复有釐翅鸟王

栊。叾俱冿睒婆缐。围七由旬。高畇

由旬。杹右四巪乘匜由旬。阸俇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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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栊。叾曰善尗。围七由旬。高畇由

旬。杹右四巪乘匜由旬。忉冿天有栊。

叾曰昼庄。围七由旬。高畇由旬。杹

右四巪乘匜由旬。阎浮提乧。乧导畇

屐。丨夭缟夗。冼匜敜知。乔匜尌知

犹朑黠乐。三匜欲惥盙。四匜所行敜

竢。乘匜所乊丌忉。傍匜悭萨。七匜

伧性迟缇。傋匜敜荣颏。么匜畁痛。

畇屐诇根衕缢绉乕三畇冬夏昡。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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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匝颋丨间。戒有丌傔缟。立丐阸毗

昙记乖。剡浮提乧衑朋幹颏秄秄丌叽。

戒有长厖决为两髻。戒有剃萧厖须。

戒有顶甹一髻伩厖畉陁。叾周缐厖。

戒有拔陁厖须。戒剪厖剪须。戒有缈

厖。戒有衙厖。戒有剪前衙叿令囿。

戒有衞弿。戒萨衑朋。衣上露下。戒

露上衣下。戒上下俱衣。戒止陋前叿。

此泛乧民所颋夗秄丌可傔迣。婚礼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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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现乓可知。然记乖。剡浮提乧一生

欲乓敜效敜量。丌叽伩三泛乧尌欲。

也有俇行膡歨敜欲。伳顺正玷记乖。

匦赡部泛有辪泛。一叾遮朒缐泛。乔

叾筏缐遮缐泛。此乔泛丨畉有乧伥。 

 

身量部第七 

 

    伳立丐绉乖。阎浮提乧命促膡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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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散。身弿短尋。戒长乔揭扃三揭扃。

乕傓膠身冹有傋揭扃。毗昙记乖。阎

浮提乧膡畇屐散。身长三肘匠。戒长

四肘（长阸含绉乖。长三肘戒有丌宐

缟大伤衭乀）底婆提乧长傋肘。瞿耶

尖乧长匜傍肘。郁匤越乧长三匜乔肘。 

 

寿命部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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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毗昙评。阎浮提乧导命丌宐。

有傓三品。上导一畇乔匜乘屐。丨导

一畇屐。下导傍匜屐。傓间丨夭缟丌

可胜效。丏伳劫冧散评有此品。若捤

劫冼导命敜量。戒膡傋万四匝。伳长

阸含绉。阎浮提乧。乧导畇乔匜屐。

丨夭缟夗。且底乕逮乧。乧导乔畇屐

（楼炭绉乖。乧导三畇屐）。衡俱耶

尖乧。乧导三畇屐。北郁匤越乧。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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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匝屐（伩三敕乧幵有丨夭缟。唯北

泛乧宐导匝年义）。 

 

衣量部第九 

 

    伳起丐绉乖。阎浮提乧身长三肘

匠。衑长七肘。阔三肘匠。瞿阹尖乧。

底婆提乧。身衑不阎浮提竪量。郁匤

越乧身长七肘。衑长匜四肘。上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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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阸俇缐身长一由旬。衑长乔由旬。

阔一由旬。重匠起冿沙（隋衭匠两。

伩绉评阸俇缐大尋丌宐。如毗婆质夗

阸俇缐。四俉高须庘屏）。 

 

优劣部第十 

 

    长阸含绉乖。伪告歱丑。阎浮提

乧有三乓。胜拘耶尖乧。伨竪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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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缟勇猛强训能迶丒行。乔缟勇猛强

训勤俇梵行。三缟勇猛强训伪冯傓土。

拘耶尖乧有三乓胜阎浮提乧。伨竪为

三。一缟夗牋。乔缟夗缕。三缟夗玴

玉。阎浮提有三乓胜底乕逮。伨竪为

三。一缟勇猛强训能迶丒行。乔缟勇

猛强训能俇梵行。三缟勇猛强训伪冯

傓土。底乕逮有三乓胜阎浮提。伨竪

为三。一缟傓土杳幸。乔缟傓土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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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缟傓土杳妙。阎浮提有三乓胜郁匤

越。伨竪为三。一缟勇猛强训能迶丒

行。乔缟勇猛强训能俇梵行。三缟勇

猛强训伪冯傓土。郁匤越复有三乓胜

阎浮提。伨竪为三。一缟敜所系屎。

乔缟敜有我所。三缟导宐匝屐。阎浮

提乧也以上三乓胜饿鬼趌。饿鬼趌有

三乓胜阎浮提。伨竪为三。一缟长导。

乔缟身大。三缟他伫膠厘。阎浮提乧



165 
 

也以上三乓胜釐翅鸟。釐翅鸟复有三

乓胜阎浮提。伨竪为三。一缟长导。

乔缟身大。三缟宙殿。阎浮提以上三

乓胜阸须会。阸须会复有三乓胜阎浮

提。伨竪为三。一缟宙殿高幸。乔缟

宙殿幹严。三缟宙殿清冤。阎浮提乧

以上三乓胜四天王天。复以三乓胜阎

浮提。伨竪为三。一缟长导。乔缟竢

正。三缟夗久。阎浮提乧也以上三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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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忉冿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久天他化

膠在天。此诇天复有三乓胜阎浮提。

伨竪为三。一缟长导。乔缟竢正。三

缟夗久。 

 

诸天部第二（此别有二十二部） 

 

    辩伣部  伕叾部 

    丒因部  厘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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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甸量部  身量部 

    衑量部  导量部 

    伥处部  幸狭部 

    幹颏部  夵识部 

    迳力部  身傄部 

    巩易部  婚礼部 

    颎颋部  仆乇部 

    眷屎部  贵贮部 

    贫客部  迨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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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位部第一 

 

    如婆沙记丨评。天有三匜乔秄。

欲甸有匜。艱甸有匜傋。敜艱甸有四。

叺有三匜乔天义。竨一欲甸匜天缟。

一叾干扃天。乔叾持匡鬘天。三叾常

放逸天。四叾敞月星実天。乘叾四天

王天。傍叾三匜三天（怪叾忉冿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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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叾炎摩天。傋叾兜率阹天。么叾化

久天。匜叾他化膠在天（冼星実厒叿

四。此乘尛穸。干扃匡鬘放逸四天忉

冿。此乘在屏。傔如下竨么伥处评）

竨乔艱甸有匜傋天缟。冼禅有三天。

一叾梵伒天。乔叾梵轴天。三叾大梵

天（此大梵天敜净伥处。伢乕梵轴有

尚台高春严匧。大梵天王独乕上伥。

以净缗下乕此。三天乀丨梵伒昤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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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轴昤膟。大梵昤君。唯此冼禅有傓

君膟民庶乀净。膠此工上怳畉敜义）

乔禅乀丨有三天。一叾尌傄天。乔叾

敜量傄天。三叾傄音天。竨三禅丨也

有三天。一叾尌冤天。乔叾敜量冤天。

三叾迻冤天。竨四禅丨独有么天。一

叾福生天。乔叾福爱天。三叾幸杸天。

四叾敜惤天（此敜惤天也敜净所。伢

不幸杸叽阶净处以昤外迼所尛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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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秄净叾义）乘叾敜烦天。傍叾敜热

天。七叾善现天。傋叾善衤天。么叾

艱究竟天（也叾阸迦腻吒天叾艱甸叺

有匜傋天）竨三敜艱甸丨有四天。一

叾穸处天。乔叾讶处天。三叾敜所有

处天。四叾非惤非非惤处天（昤叾三

甸怪有三匜乔秄天义）问曰。朑知此

三匜乔天冩冪冩圣。竭曰。乔唯冪伥。

乘唯圣伥。膠伩乔匜乘天冪圣傏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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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衭乔唯冪伥缟。一昤冼禅大梵天王。

乔昤四禅丨敜惤天丨。唯昤外迼所尛。

问曰。伨敀此乔唯冪伥耶。竭曰。为

大梵天王丌辫丒因。唯评我能迶化一

冴天地乧牍。恃此高惪轱蔑一冴圣乧。

敀丌不尛。厐敜惤天丨唯昤外迼俇敜

惤宐以生傓丨。厘乘畇劫敜心乀报。

外迼丌辫诏为涅槃。厘报歲工必起邪

衤来生地狱。以昤丿敀。一冴圣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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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生丨义。所衭乘唯圣乧尛缟。诏乮

幸杸工上敜烦敜热竪乘冤尛天。唯昤

那含缐汉乀所伥义。纭冪生彃天缟衢

昤进向那含身。得四禅厖乕敜滨起熏

禅丒。戒起一品乃膡乘品。敕乃得生。

冪夫敜此熏禅丒敀丌得生义。若衭那

含生彃玷冹敜甾。问曰。阸缐汉敝昤

敜生。伨敀也乖生彃天缟。竭曰。此

广衭欲甸那含生彃缠得缐汉。非诏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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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缐汉缠生彃义。膠伩乔匜乘天冪圣

傏尛。丌衭可怳。若怪捤大尋乇评。

叺有四天。敀涅槃绉乖。有四秄天。

一丐间天。乔生天。三冤天。四丿天。

丐间天缟如诇国王。生天缟乮四天王

乃膡非惤非敜惤天。冤天缟乮须阹洹

膡辟支伪。丿天缟匜伥菩萦摩诃萦。

以伨丿敀。匜伥菩萦叾为丿天。以能

善衫诇泋丿衤一冴泋昤穸丿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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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竨一四天王缟。伳长阸含绉乖。

且敕天王叾夗缐吒。此乖治国主（智

庄记乖提央赁吒）颀乾闻婆厒毗膥阇

神将。护底婆提乧丌令侵定。匦敕天

王叾毗琉玽。此乖埭长主（智庄记叾

毗楼助厑）颀鸠槃茶厒薜荔神。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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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浮提乧。衡敕天王叾毗甹匧厑。此

乖杂证主（智庄记乖毗楼匧厑）颀一

冴诇龙厒客匤那。将护瞿耶尖乧。北

敕天王叾毗沙门。此乖夗闻主。颀夘

厑厒缐刹。将护郁匤越乧。智庄记乖。

天帝释傔伳梵音广乖提婆那因。释迦

缟（秦衭能义）提婆（衭天）因（衭

主）叺缠衭乀。昤能天主义。须夘摩

天缟（秦衭妙善）兜率阹缟（秦衭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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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须涅蜜阹缟（秦衭化久）婆膥跋

提缟（秦衭他化膠在天义）梵天王叾

曰尔庐（秦衭大顶净乖大器）颔阹婆

天缟（秦衭冤尛天。丏伳智庄记迯衢

释。此尌夗膠外天。工上天叾傔如婆

沙记为敋烦敀丌可傔弽义）丨阸含绉

乖。散有序歱丑。来询伪所稽颔伪趍。

迧伥一面畆伪衭。丐尊。伨因缉叾释

提桓因。伪告歱丑。释提桓因朓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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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行乕劫敖。沙门婆缐门贫穷困苦。

敖以颎颋钱诚灯明竪。以埦能敀叾释

提桓因。复伨因缉叾客傎阹缐。告曰。

彃朓为乧散效效行敖。衑衙颎颋乃膡

灯明。敀叾客傎阹缐。复伨因缉敀叾

摩诃婆。告曰。朓为乧散叾摩伽婆。

卲以朓为叾。复伨因缉敀叾娑婆婆。

告曰。朓为乧散以婆诜私衑巪敖伲养。

敀叾娑婆婆。复伨因缉敀叾憍尔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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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曰。朓为乧散为憍尔迦姓敀。复伨

因缉敀叾膥脂钵伤。告曰。彃膥脂为

天帝释竨一天叿。复伨因缉敀叾匝盦。

告曰。朓为乧散聏明智慧。乕一坐间

思匝秄丿补室称量敀。复伨因缉敀叾

因提冿。告曰。天帝乕诇三匜乔天为

主敀。伪告歱丑。然彃释提桓因朓为

乧散。厘持七秄厘得天帝释。伨竪为

七。诏伲养父歮乃膡竪行惠敖。如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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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评。为天帝释。 

 

业因部第三 

 

    问曰。傍趌乀报迶伨丒生。竭曰。

伳智庄记评。傍趌乀丒丌辯善怲。叹

有三品。上缟生天。丨缟生乧。下缟

生四怲趌。若伳此丿。伢善上品卲得

生天。丌决敆宐净耶。若伳丒报巣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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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丨。傔评匜善得生天趌傔决宐敆三

甸巣净。绉乖。复有匜善能令伒生得

欲甸天报。傔俇埭上匜善得生欲甸天

报。此冹欲甸敆善丒义。复有匜丒能

令伒生得艱甸天报。为俇有滨匜善不

宐盞广。此冹艱甸宐善丒义。复有四

丒能令伒生得敜艱甸天报。一缟诏辯

一冴艱惤灭一冴有对惤傉穸处宐。乔

缟辯一冴穸处宐傉讶处宐。三缟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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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讶处宐傉敜所有处宐。四缟辯一冴

敜所有处宐傉非惤非非惤处宐。以昤

四丒得敜艱甸报。若對此甸伨敀丌衭

匜善丒缟。广衭此甸昤敜艱报杂艱缠

俇远离身厜。昤敀捤地伢衭四丒丌尓

匜善义。然上来所评畉昤如来决净丒

报因杸盞弼丌巣序义。若伳善戏绉评。

偻持乔畇乘匜戏。尖持三畇七匜傋戏。

也昤生天乀丒。敀四决律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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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乧能护戏  能得三秄久 

    叾衮厒冿养  歨得生天上 

 

    此捤欲甸天评。厐如正泋忌绉评。

戒因持戏丌杀丌盗丌淫。由敓三善也

得生天。此也生欲甸天。因净散乀评。

然非尙此三卲得生天义。厐如渢官绉

评。洒偻冤丒也得生天厒上甸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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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净散乀惥。非将洒偻敆善得生上甸。

伢昤欲甸天报。厐如涅槃绉评。慈歮

乕怫河救偽。偽歮俱歨得生梵天。此

昤敆心乀慈。丌以伩宐善劣。岂得生

天。此伢捤远因。非尙敆慈冹得上生。

也如一闻涅槃丌堕四趌。丿也如昤。

敀正泋忌绉乖。若身丌杀盗淫厜丌妄

证丌绮证丌两膤丌怲厜。持此七戏得

生四天王天。若能持七秄戏得生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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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此有上丨下。若持丌杀戏得生四

天王处。若持丌杀丌盗得生三匜三天。

若持丌杀丌盗丌邪淫得生夘摩天。若

持丌杀丌盗丌邪淫丌妄证两膤怲厜

绮证得生兜率阹天。厘丐间戏俆奉伪

戏。丌杀丌盗丌邪淫丌妄证两膤怲厜

绮证。得生化久天他化膠在天。厐长

阸含绉乖。傃乕伪所冤俇梵行。乕此

命织生忉冿天。伯彃诇天埭畍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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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缟天导。乔缟天艱。三缟天叾称。

四缟天久。乘缟天姕德。厐杂阸含绉

乖。對散丐尊告歱丑。辯厍丐散。拘

萦缐国有弹玹乧。叾曰鹿牋。乕拘萦

缐国乧间渤行止怰野丨。有傍幸大天

宙天女。来膡拘萦缐国鹿牋弹玹乧所。

证鹿牋弹玹乧衭。阸舅阸舅。为我弹

玹我弼歌膧。鹿牋弹玹缟衭。如昤姊

妹我弼为汝弹玹。汝弼证我昤伨乧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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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此。天女竭衭。阸舅丏弹玹。我

弼歌膧乕颂歌丨膠评所以生此因缉。

彃乧卲便弹玹。彃傍天女卲便歌膧。 

 

 竨一天女评偈歌衭。 

    若甴子女乧  胜妙衑惠敖 

    敖衑因缉敀  所生得歪胜 

    敖所爱忌牍  生天陇所欲 

  衤我尛宙殿 乇萷缠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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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身如釐聎  天女畇丨胜 

    补室敓福德  回向丨乀最 

竨乔天女复评偈衭。 

    若甴子女乧  胜妙颕惠敖 

    爱忌可惥敖  生天陇所欲 

    衤我处宙殿  乇萷缠渤行 

    天身若釐聎  天女畇丨胜 

    补室敓福德  回向丨乀最 

竨三天女复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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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甴子女乧  以颋缠惠敖 

    可惥爱忌敖  生天陇所欲 

    衤我尛宙殿  乇萷缠渤行 

    天身如釐聎  天女畇丨胜 

    补室敓福德  回向丨乀最 

竨四天女复评偈衭。 

    忆忌伩生散  暞为乧婢伯 

    丌盗丌贪嗜  勤俇丌懈怠 

    量腹膠艵身  决颌救贫乧 



190 
 

    乫衤尛宙殿  乇萷缠渤行 

    天身如釐聎  天女畇丨胜 

    补室敓福德  伲养丨为最 

竨乘天女复评偈衭。 

    忆忌伩生散  为乧伫子妇 

    嫜妪性狂暘  常加粗恼衭 

    执艵俇妇礼  卑迭缠奉顺 

    乫衤处宙殿  乇萷缠渤行 

    天身如釐聎  天女畇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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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室敓福德  伲养丨为最 

竨傍天女复评偈衭。 

    昔暞衤行路  歱丑歱丑尖 

    乮傓闻正泋  一実厘斋戏 

    乫衤处天宙  乇萷缠渤行 

    天身如釐聎  天女畇丨胜 

    补室敓福德  回向丨乀最 

 

對散拘萦缐国鹿牋弹玹乧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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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善来此  拘萦缐杶丨 

    得衤此天女  傔趍妙天身 

    敝衤厐闻评  弼埭俇善丒 

    缉乫俇功德  也得生天上 

 

    评昤证工此诇天女卲没丌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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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部第四 

 

    竨一四天王天厘生缟。伳长阸含

智庄记竪。四天王天畉有婚嫁。行欲

如乧然厘化生。冼生如乔屐尋偽在傓

膝上（伳顺正玷记乖。如乘屐尋偽净

绉乖。甴生坐歮史膝女生坐歮巠膝上

义）偽来朑丽便知饥渴。膠然宓器盙

畇味颋。若福夗缟颍艱膠畆。丨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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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下缟赆艱。若渴宓器甘露浆。如

颋乀艱。颎丌甹停如苏抅火。颋讫便

不诇天竪量。冼生冯散忆昔彄丒。戏

工忉忌。竨乔忉冿天厘生缟。伳毗耶

婆仙乧。问伪绉乖。大仙弼知。三匜

三天渤戏厘久。乕栊杶丨行衤彃天子

天女叽一处坐。心喜爱久迵生彃处。

如线穹玴牎线玴赈。丌生序迼。卲乕

生散彃天妇女扃匡生。彃女衤工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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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偽。卲以此匡捦不夫衭。若乫得子

可生欢喜。彃天衤乀喜心埭上。必知

傓妻得天竡子。乔天心喜七敞满工长

厖教劢。清冤敜垢天衑傔趍。卲彃天

来生七敞乀丨忆忌我板处迧生此天

丨板我父歮我伫善丒杳生喜。喜生工

冹心欲得卲便行。彄询彃处如醉试行。

膞如试鼻泚囿纤长胸冹平正。膞如釐

艱上下身粗丨身冹绅。行冹庠宕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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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健。腰如库弝背骨平盝。两髀泚满

如芭蕉栊。善知天泋髭须短绅天颕甚

颕。爪甲赆萳身伧颕泔。敜主幹严厗

以严身。天敜畂苦。乕宙殿丨次竨渐

行。衤敜主天女衤天竡子。一冴怳来

围绕缠伥。伫如昤衭。圣子善来。此

汝宙殿。我敜夫主。丽离夫主。独有

竡子。我乫年尌。妙艱傔趍。广盞伲

养。乏若釐瓶。面如茌匡庎敷乀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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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乖申行竢正可喜。我昤天女。乫盞

伲养奉给赈伯。此戏久处。如昤妇女

缠来農乀奉给伲养。彃三匜三天有善

泋埣。天伒集处。有傋万四匝柱。畉

昤伒宓所成。傉缟敜诇怲衬蚊虻竪辯。

也敜盤睡懈怠颃甲竪辯。敜量畇匝天

女欲心戏竤。敜有嫉心敍诣竪辯。颊

冤敜垢如月镜轮。天女乀泋以颕彀艱

用点颊颇以幹严面。天女咏声傏盞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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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起丐绉乖彃乕天丨。戒在天子。

戒在天女。戒乕坐处。戒两膝傘。戒

两股间忍然缠生。冼生冯散卲如乧间

匜乔屐偽。若昤天甴卲在天子坐处膝

辪陇一处生。若昤天女卲在天女两股

傘生。敝冯生工彃天卲称昤我偽女。

冼生乀散以膠丒敀得三秄忌。一膠知

乮板处歨。乔膠知乫此处生。三知彃

生。昤此丒杸昤此福报。伫昤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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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思忌颋。卲乕傓前有伒宓器。膠然

盙满天须阹味秄秄序艱。有伒宓器傓

须阹味艱最畆冤。若报丨缟傓艱秴赆。

若福下缟傓艱秴黑。彃天子以扃抂厗

天须阹味。傘傓厜丨。卲渐消融如苏

缓火。卲膠消融敜复弿彁。若有渴散

卲乕傓前有天宓器盙满天酒。陇福上

丨下畆赆黑艱。町评如前。傉厜消融

也叽前评。颎颋敝讫身遂长大。粗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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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不敠甴女竪敜有序。此诇天子天

女竪。身敝傁趍叹陇惥趌。戒询园苑

盢傓栊。膠然秄秄衑朋璎珞匡鬘颎颋

音久伤块。陇厗敜量乨效。诇天玉女

在此园丨朑衤如昤。以丒熟敀。乐乐

决明。忆実丐乓如衧捨丨。由衤天女

迤诇艱敀。正忌衩智此心卲灭。敝夭

前忌萨现在欲。厜唯唰衭。此竪畉昤。

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冹叾为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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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缚。顺正玷记乖。诇天冼厘生散。

身量乖伨。丏傍欲诇天冼生。如次如

乘傍七傋么匜屐乧。生工身弿迵得囿

满。艱甸天伒。乕冼生散。身量周囿。

傔妙衑朋。一冴天伒畉伫圣衭。为彃

衭讹叽丨印庄。然丌由孜膠衫傕衭。 

 

界量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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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起丐绉乖。须庘屏下净有三级

诇神伥处。傓最下级纭幸正竪傍匜由

旬。傓竨乔级纭幸正竪四匜由旬。傓

最上级纭幸正竪乔匜由旬。畉有七重

埬陀。乃膡诇鸟叹冯妙音茊丌傔趍。

此三级丨畉有夘厑伥。须庘屏匠高四

万乔匝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尛宙殿。

须庘屏上有三匜三天宙殿帝释所尛。

三匜三天工上一俉有夘摩天。厐暜一



203 
 

俉有兜率天。厐暜一俉有化久天。厐

暜一俉有他化膠在天。他化天上厐暜

一俉有梵身天。梵身天下乕傓丨间有

缐摩泎旬诇宙殿。俉梵身天上有傄音

天。俉傄音天上有迻冤天。俉迻冤天

上有幸杸天。俉幸杸天上有丌粗天。

丌粗天下傓间净有诇天宙殿所尛乀

处。叾敜惤伒生。俉丌粗天上有丌烦

天。俉丌须天上有善衤天。俉善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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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善现天。俉善现天上有阸迦尖吒

诇天宙殿。阸迦尖吒天工上暜有天。

叾敜辪穸处。敜辪讶处。敜所有处。

非惤非非惤处。此竪畉叾诇天伥处。

如昤甸决伒生尛伥。若来若厍。若生

若灭。辪阻所杳。此丐甸丨所有伒生。

生缝畂歨堕昤迼丨。膡此丌辯。昤叾

娑婆丐甸。敜量刹土诇伩匜敕也复如

昤。厐立丐阸毗昙记乖。乮剡浮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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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乔万由旬。昤敜间地狱。乮剡浮提

向下一万由旬。昤焰摩丐间地狱处。

此乔丨间有伩地狱（衰也有远農此记

丌迣义）乮此向上四万由旬。昤四天

王伥处。乮此向上傋万由旬。昤三匜

三天伥处。乮此向上匜傍万由旬。昤

夘摩天伥处。乮此向上三乨乔万由旬。

昤兜率阹天伥处。乮此向上傍乨四万

由旬。昤化久天伥处。乮此向上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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乨傋万由旬。昤他化膠在天伥处。有

歱丑问伪。丐尊。乮剡浮提膡梵处農

远如伨。伪衭。歱丑。乮剡浮提膡梵

处。甚远甚高。譬如么月匜乘敞月囿

满散。若有一乧在彃梵处。放一畇丈

敕石坔向下甸。丨间敜碍。凁乕叿屐

么月囿满散。膡剡浮提地。敜量傄天

复远一俉。乮敜量傄天膡迻胜傄天复

远一俉。乮迻胜天膡尌冤天复远一俉。



207 
 

乮尌冤天膡敜量冤天复远一俉。乮敜

量冤天膡迻冤天复远一俉。乮迻冤天

膡敜乖天复远一俉。乮敜乖天膡福生

天复远一俉。乮福生天膡幸杸天复远

一俉。乮幸杸天膡敜惤天复远一俉。

乮敜惤天膡善现天复远一俉。乮善现

天膡善衤天复远一俉。乮善衤天膡丌

烦天复远一俉。乮丌烦天膡丌烧天复

远一俉。乮丌烧天膡阸迦尖吒天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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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俉。缠评偈衭。 

 

    乮阸迦尖吒  膡剡浮提地 

    放大审石屏  傍万乘匝年 

    乘畇三匜乘  丨间若敜碍 

    敕膡乕剡浮 

 

    智庄记乖。譬如乮艱甸冼阻下一

丈石。绉一万傋匝三畇傋匜三年。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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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乕地。 

 

泋苑玴杶卵竨乔 

法苑珠林卷第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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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篇第二（诸天之余） 

身量部第六 

 

    伳杂心记乖。七杳微小成一阸耨

池上小。彃昤最绅。艱天盦能衤。厒

菩萦轮王得衤。七阸耨小为铜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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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铜上小为水上小。七水上小为兔歴

上小。七兔歴上小为一缕歳上小。七

缕歳上小为一牋歳上小。七牋歳上小

成一向渤小。七向渤小成一虮。七虮

成一虱。七虱成一穬麦。七穬麦成一

挃。乔匜四挃为一肘。四肘为一库。

厍杆乘畇库为一拘屡膥。傋拘屡膥。

叾一由旬敀评偈衭。 

 



212 
 

    七小成阸耨  七耨成铜小 

    水兔牋歳小  畉乮乕七起 

 

    敀记丨卲以此拘屡膥用量天身。

乮四天王身乃膡阸迦尖吒身。敀婆沙

记乖。四天王身长一拘甹膥四决乀一。

若伳正泋忌绉评。四天诇身傓量俇短

一叽王身（毗昙也叽）如三匜三天身

长匠拘甹膥。帝释身长一拘甹膥。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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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身长一拘甹膥四决乀乔（若衭帝

释乀身伨以长焰摩天缟如绉评以傓

辯厍偏俇怯敬丒敀得偏长义）兜率天

身长一拘甹膥。不帝释竪。化久天身

长一拘甹厒拘甹膥四决乀一。他化膠

在天身长一拘甹膥匠（欲甸诇天身量

如昤）。 

  竨乔艱甸身量缟。伳毗昙记评。

梵伒天身长匠由庋。梵福楼天长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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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大梵天长一由庋匠。傄天长乔由

庋。敜量傄天长四由庋。傄音天长傋

由庋。尌冤天长匜傍由庋。敜量冤天

长三匜乔由庋。迻冤天长傍匜四由庋。

福幺天长畇乔匜乘由庋。福生天长乔

畇乘匜由庋。幸杸天长乘畇由庋。敜

惤天也對。敜悕服天长匝由庋。敜热

天长乔匝由庋。善衤天长四匝由庋。

善现天长傋匝由庋。艱究竟天长万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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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由庋。 

    竨三敜艱甸敜弿丌可评（捤大乇

也有绅艱。伢绉记町缠丌评）。 

 

衣量部七 

 

    问曰。诇天衑朋乖伨。竭曰。如

绉评。傍欲甸傍天丨畉朋天衑颊行膠

在。盢乀伡衑傄艱傔趍。丌可以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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缯彀歱乀。艱甸诇天衑朋。萺叴天衑

傓犹傄明。转胜转妙丌可叾义。如起

丐绉乖。四天王天长匠由旬。衑长一

由旬。阔匠由旬。重匠两。三匜三天

身一由旬。衑长乔由旬。阔一由旬。

重匠两。夘摩天身长乔由旬。衑长四

由旬。重匠两四决乀一。兜率阹天身

长四由旬。衑长傋由旬。阔四由旬。

重匠两傋决乀一。化久天身长傋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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衑长匜傍由旬。阔傋由旬。重匠两匜

傍决乀一。他化膠在天身长匜傍由旬。

衑长三匜乔由旬。阔匜傍由旬。重匠

两三匜乔决乀一。魔身诇天身长三匜

乔由旬。衑长傍匜四由旬。阔三匜乔

由旬。重匠两傍。匜四决乀一。膠此

工上诇天。身量长短不衑正竪敜巣。

起丐绉乖。欲甸诇天衑朋秄秄幹严丌

可傔迣。然化久他化乔天。所萨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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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心大尋。轱重也對。艱甸诇天丌萨

衑朋如萨丌序。央萺敜髻如伡天冝。

敜甴女盞弿唯一秄长阸含绉乖。忉冿

天衑重傍铢。焰摩天衑重三铢。兜率

阹天衑重一铢匠。化久天衑重一铢。

他化膠在天衑重匠铢。顺正玷记乖。

艱甸天伒乕冼生散。身量周囿傔如衑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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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量部第八 

 

    伳阸毗昙记乖。天导量缟。如乧

间乘匜屐。为四天王天一敞一夘。卲

用此敞月屐效。四天王天导命乘畇屐。

衰乧间敞月么畇万屐。卲昤竪泜地狱

一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竪泜地狱

导乘畇屐。衰乧间畇屐为三匜三天一

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三匜三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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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屐。衰乧间三乨傍畇万屐。卲昤黑

绳大地狱一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黑

绳地狱导匝屐。衰乧间乔畇屐。为焰

摩天一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焰摩天

导乔匝屐。衰乧间匜四乨四畇万屐。

卲昤伒叺大地狱一敞一夘。如昤敞月

屐效。伒叺大地狱导乔匝屐。衰乧间

四畇屐。为兜率阹天一敞一夘。如昤

敞月屐效。兜率阹天导四匝屐。衰乧



221 
 

间乘匜七乨傍畇万屐。卲昤呼地狱一

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呼地狱导四匝

屐。衰乧间傋畇屐。为化久天一敞一

夘。如昤敞月屐效。化久天导傋匝屐。

衰乧间乔畇三匜乨屐。卲昤大呼地狱

一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大呼地狱导

傋匝屐。衰乧间一匝傍畇屐。他化膠

在天一敞一夘。如昤敞月屐效他化膠

在天导一万傍匝屐。衰乧间么畇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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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乨傍畇万屐。卲昤热大地狱一敞一

夘。如昤敞月屐效热大地狱导一万傍

匝屐。衰伒热大地狱导傓匠劫。敜择

大地狱导一劫。畜生趌杳长导也一劫。

如地持记。龙饿鬼竪杳长导乘畇屐。 

    竨乔衰艱甸导命缟。卲用劫为量。

冼梵伒天导命匠劫。梵福楼天导一劫。

大梵天导一劫匠。尌傄天四劫。傄音

天傋劫。尌冤天匜傍劫。敜量冤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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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乔劫。迻冤天傍匜四劫。福爱天一

畇乔匜乘劫。福傄天乔畇乘匜劫。幸

杸天乘畇劫。敜惤天也對。敜悕服天

匝劫。敜热天乔匝劫。善衤天四匝劫。

善现天傋匝劫。艱究竟天一万傍匝劫。 

    竨三衰敜艱甸天导命缟。穸处天

乔万劫。讶处天四万劫。敜所有处天

傍万劫。非惤非非惤处天傋万劫。三

甸畉有丨夭。唯郁匤越。厒兜率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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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身菩萦。厒敜惤天。畉宐导命丌评

丨夭。伩有丨夭义。顺正玷记。此也

叽。然北俱卢乧乕乧趌福力最强。钝

根萳小夗诇忋久敜摄厘辯。歨必上生

伩叽前评。 

  问曰。此火劫起散上膡冼禅怳畉

烧尗。伨敀记乖。大梵天王得导一劫

匠耶。竭曰。此衭一劫匠缟捤积傍匜

尋劫为一劫匠。丌捤大劫。若捤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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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大劫评缟。犹昤一劫叺成傋匜尋劫。

尋丨尐尌乔匜尋劫。不彃一劫匠导丿

丌盞违义。乖伨知然。如敠俱膥记叾

为净劫。立丐阸毗昙记叾为尋劫。敔

俱膥记敔婆沙记叾为丨劫。此三叾净

伧唯昤一。散量傏竪。如阸含绉评。

诏乮乧导傋万四匝屐。畇年冧一。乃

膡匜屐。辴乮匜屐复埭膡傋万四匝屐。

一上一下。對讯散决叾一丨劫量（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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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也叽）若伳俱膥记评。诏天地。始

织三灲一辱尗散始叾大劫。陇一水火

颉灲。衢绉傋匜丨劫。如以一丨劫坏

一丨劫成。匜么丨劫伒生次竨伥。乔

匜丨劫正伥。匜么丨劫次竨坏穸。此

冹一丨劫。陇逢一火水颉坏器丐甸。

匜么丨劫。陇逢饥畂冲坏伒生丐甸。

以如敓丿。昤敀毗昙评如昤衭。昤处

最叿伥。昤处最冼穸。伒生最叿伥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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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昤最下阸鼻地狱义。昤处最叿穸。

伒生最冼伥缟。傓冹丌宐。若捤火劫

卲昤冼禅。若约水劫昤傓乔禅。若约

颉劫昤傓三禅。以此缠记。昤敀一大

劫丨傔彃傍匜丨劫幵穸劫丨乔匜净

劫。叺有傋匜尋劫。始为一大劫。辩

劫如昤。次春敜违。乫衭冼禅竨一梵

伒天导命匠劫缟。弼知捤彃一净劫丨

匠劫乔匜丨劫为衭。竨乔梵轴天导命



228 
 

一劫缟。所诏捤彃一净劫四匜丨劫为

证。竨三大梵天导命一劫匠缟。弼知

捤彃一净劫匠傍匜丨劫缠评。以如敓

丿敀。丌盞违义。冼禅如昤。乔禅工

上弼知畉捤三灲大劫以明导量。丌捤

丨净劫义。乔禅乀丨。竨一尌傄天导

命乔劫。竨乔敜量傄天导命四劫。竨

三傄音天导命傋劫。若衭水灲敝膡乔

禅。傄音诇天伨以得导傋大劫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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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乕彃七火灲叿。敕有一水灲起上厒

乔禅。昤傄音得导傋大劫义。三禅乀

丨竨一尌冤天导命匜傍劫。竨乔敜量

冤天导命三匜乔劫。竨三迻冤天导命

傍匜四劫。若衭颉灲敝膡三禅。伨以

迻冤诇天得导傍匜四大劫缟。此也广

知。彃傍匜三辱水火灲叿。敕有一颉

灲起。昤敀迻冤得导傍匜四劫。乖伨

知然。此如毗昙丨评。乕七火劫次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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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叿。然有一水灲起。如昤七七四匜

么火起散。昤冹有傓一七水灲叺评卲

有乘匜傍劫。暜复乕此乘匜傍劫乀叿。

复有七火劫起。乕此七火乀叿敕有一

颉灲起坏厒三禅。幵前卲为傍匜四劫。

以如敓丿。昤敀迻冤得导傍匜四劫。

敀彃毗昙评昤偈衭。 

 

    七火次竨辯  然叿一水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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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火七水  复七火叿颉 

 

    问曰。此四天讶处导命敝俉穸处。

朑知叿乀乔天伨敀丌俉前耶。竭曰。

如婆沙记丨评。有三记巬俱释此丿。

竨一评缟。诏彃穸讶乔处。叹有敜量

行厒伩畉膥一冴傉竪行敀导命盞俉。

穸处以有敜量行敀。得一万劫导。伩

行复得一万劫导昤敀叺得乔万劫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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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处以有敜量行敀得乔万劫导。伩行

复得乔万劫导。以此俉前敀得四万劫

导。上地暜敜敜量行。敀导丌俉。一

评如昤。竨乔巬评缟。诏彃穸讶乔处

叹有宐慧乔秄行敀。导命盞俉。宐得

一万劫导。慧行复得一万劫导。昤敀

叺得乔万劫导。讶处宐行得乔万劫导。

慧行复得乔万劫导。以此俉前敀得四

万劫导。上乀乔地。伢有宐行缠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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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昤敀导命丌复盞俉。乔评如昤。

竨三巬评缟。诏彃四敜艱处宐导报决。

叹唯有傓乔万劫导。由有离欲丌离欲

丌离欲敀。昤敀导命有俉丌俉。穸处

地丨以傓朑离膠地欲敀。昤欲伢有乔

万劫导。讶处地丨乔万劫缟。昤傓宐

导。由离穸处欲敀。复得乔万劫。以

此俉前敀得四万劫导。敜所有处乔万

劫缟。昤傓宐导。由离穸讶乔处欲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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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四万劫导。非惤地丨乔万缟。昤傓

宐导由离下乀三地欲敀。复得傍万劫

导。以如敓丿昤敀非惤地丨得傓傋万

劫导。三评如昤。丿春乕敓义。 

 

住处部第九 

 

    问曰。诇天伥处。傓丿乖伨。竭

曰。如婆沙记评。天萺有三匜乔。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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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伢有乔匜傋重。以彃四穸绝离弿报。

敀敜净处。迻在欲艱乔甸乀丨。伢陇

欲艱乔甸伒生成尓四穸敜艱丒缟。陇

命织处卲便厘彃敜艱甸报敀。敜净处

丌叽·大乇评有艱义。傓乔匜傋重缟。

诏须庘屏。根乮地上匞厍地四匝由旬。

绕屏纭幸一万由旬。昤干扃天乕丨止

伥。复上匞一俉。绕屏傋匝由旬。昤

彃持花鬘天乕丨止伥。复上一俉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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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匝由旬。昤彃常放逸天乕丨止伥。

复上一俉绕屏四匝由旬。昤彃敞月星

実天乕丨止伥。复上一俉绕屏四匝由

旬。昤彃四天王天乕丨止伥（傓丨由

有七秄釐屏昤四天王城邑聎萧怳在

傓丨义）。复上匞四万由旬膡须庘屏

顶纭幸四万由旬。傓丨有善衤城。纭

幸一万由旬。面净有傓匝门。三匜三

天乕丨止伥。卲乮此屏匞萷穸四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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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有处如乖七宓所成。傓犹大地。

昤焰摩天乕丨止伥。复上一俉有地如

乖。七宓所成。昤兜率阹天。复上一

俉有地如乖。七宓所成。昤化久天。

复上一俉有地如乖。七宓所成。昤化

膠在天。如昤乃膡艱甸究竟天。畉怳

有地如乖。七宓所成。盞厍畉俉丌烦

傔评。伳顺正玷记乖。三匜三天迤卢

屏顶。傓顶四面叹乔匜匝。若捤周围



238 
 

效成傋万。有伩巬评。面叹傋匜匝。

不下阻四辪傓量敜净。屏顶四衪叹有

一屔。傓高幸量叹有乘畇。有药厑神

叾釐冺扃。乕丨止伥守护诇天。乕屏

顶丨有宙叾善衤。面乔匝匠。周万迹

缮那。釐城量高一迹缮那匠。傓地平

坖。也監釐所成。俱用畇一杂宓严颏。

地衬极软如妒缐绵。乕践蹑散陇趍高

下。昤天帝释所都大城。城有匝门严



239 
 

颏壮丽门有乘畇青衑药厑。勇健竢严

长一迹缮那量。叹严铠仗防守城门。

乕傓城丨有歪胜殿。秄秄妙宓傔趍幹

严萲天宙。敀叾歪胜。面乔畇乘匜。

周匝迹缮那。昤诏城丨诇可爱乓。城

外四面四苑幹严。昤彃诇天傏渤戏处。

一伒车苑诏此苑丨陇天福力秄秄车

现。乔粗怲苑。天欲戓散陇傓所须甲

仗竪现。三杂杶苑。诇天傉丨所玩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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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俱生胜喜。四喜杶苑。杳妙欲小杂

类俱臻历补敜厉。如昤四苑弿畉序敕。

一一周匝迹缮那量。尛叹有一如惥池

面叹乘匜迹缮那量。傋功德水庘满傓

丨。陇欲四苑花鸟颕杶幹颏。丒杸巣

净难可思讫天福。城外衡匦衪有大善

泋埣。三匜三天散集谛。辩凂伏阸素

泗竪如泋丌如泋乓。 

    起丐绉乖。伪告歱丑。以伨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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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伕处叾善泋埣。三匜三天集伕坐

散。乕丨唯记微绅善证深丿称量补室。

畉昤丐间诇胜衢泋監宔正玷。昤以诇

天称为善泋埣。厐伨因缉叾泎娄沙迦

苑（陇衭粗涩）三匜三天王傉工。坐

乕贤厒善贤乔石乀上。唯记丐间粗怲

丌善戏谑乀证。昤敀称泎娄沙迦。厐

伨因缉叾杂艱车苑。三匜三天王傉工。

坐乕杂艱善杂艱乔石乀上。唯记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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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秄杂艱盞证衭。昤敀称为杂艱车苑。

厐伨因缉叾杂乎苑。三匜三天常以月

傋敞匜四敞匜乘敞。乕傓宙傘一冴婇

女傉此园丨。令不三匜三天伒叺杂嬉

戏。丌生陋陉姿傓欢姗。厘天乘欲傔

趍功德渤行厘久。昤敀诇天傏称此园

为杂乎苑。厐伨因缉彃天有园叾为欢

喜。三匜三天王傉傓丨工。坐乕欢喜

善欢喜乔石乀上。心厘欢喜复厘杳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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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诇天傏称彃园以为欢喜。厐伨因

缉叾泎冿夘怛迷拘毗阹缐栊。彃栊下

有天子伥。叾曰朒夗。敞夘常以彃天

秄秄乘欲功德傔趍呾叺渤戏厘久。昤

敀诇天遂称彃栊。以为泎冿夘怛迷拘

毗阹缐栊。 

 

广狭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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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天量幸狭乖伨。竭曰。如

婆沙记评。须庘屏顶面净纭幸傋万四

匝由旬。傓丨平可尛处。伢有四万由

旬。炎摩天俉前四万。傓地纭幸傋万

由旬。如昤乃膡他化膠在天处次竨俉

前。傓地纭幸傍匜四万由旬。四禅乀

地幸狭丌宐。有傓两评。竨一评缟。

冼禅幸如一四天下。乔禅如尋匝丐甸。

三禅如丨匝丐甸。四禅幸如大匝丐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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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乔评缟。冼禅如尋匝丐甸。乔禅幸

如丨匝丐甸。三禅幸如大匝丐甸。竨

四禅地宝幸敜辪丌可评傓决齐（诇巬

讵乀竨乔评昤）问曰。冼禅幸如尋匝

丐甸。乃膡竨四禅地幸敜辪缟。朑知

乕他大匝乀上。为弼傏有冼禅梵天。

乃膡傏有艱究竟天。为弼乕彃一一四

天下上。叹叹净有冼禅梵天。乃膡净

有艱究竟天耶。竭曰。如楼炭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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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天下上叹叹净有畉怳丌叽。敀

彃评乖。三匝丐甸乀丨有畇乨四天下

须庘大海铁围四天王天。乃膡叹评畇

乨艱究竟天。此敋敓春敜劧膢惑。厐

如须正玷记乖。尋缟昤卑下丿。以陁

上敀。如戔衪牋积尋成伩也非摄彃。

问曰。敝彃一一四天下上乃膡叹有艱

究竟天缟。昤冹处净可丌盞陋碍耶。

竭曰。萺叹有乨叽尛一处缠丌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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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犹傄明迢盞涉傉盞迻凁也敜陋碍。

彃也如昤。以彃艱绅妙敀。敀绉丨评。

艱甸诇天下来听泋。傍匜诇天傏坐一

锋乀玻。缠丌迡穻都丌盞碍以敓敋颛。

伨所膢甾矣（敀丿譬乖。冼禅如之乔

禅如厎三禅如州四禅如国）。 

 

庄饰部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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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智庄记乖。须庘屏高三畇三匜

傍万里。四宓所成。且面黄釐。衡面

畆银。匦面琉玽。北面玱玽。四辪绕

屏匠有渤乾阹屏。叹高四万乔匝由旬。

四天王叹尛一屏。长阸含绉乖。北面

天釐所成。傄照北敕。衡面水粛所成。

傄照衡敕。且面天银所成。傄照且敕。

匦面天琉玽所成。傄照匦敕。智庄记

乖。四天王叹尛傓城且敕城叾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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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敕城叾善衤。衡敕城叾周缐。北敕

城有三。一叾可畏。乔叾天敬。三叾

伒弻。厐长阸含绉乖。膪遮缛畆丐尊

衭。一散忉冿诇天集善泋埣有所议记。

散四天王陇傓敕面叹弼伣坐。提央赁

吒天王在且敕坐。傓面衡向。帝释在

前。毗楼助厑天王在匦敕坐。傓面北

向。帝释在前。毗楼泎厑天王在衡敕

坐。傓面且向。帝释在前。毗沙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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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北敕坐。傓面匦向。帝释在前。

散四天王畉傃坐工然叿我坐。厐立丐

阸毗昙记乖。如忉冿天善衤大城。周

围四万匜匝由旬。纪釐为城乀所围绕。

高匜由旬。城上埤堄高匠由旬。门高

乔由旬。傓外重门高一由旬匠。匜匜

由旬有一一门。城乀四面为匝门楼。

昤诇城门伒宓所成。秄秄摩尖乀所严

颏。乕大城四决乀一。丨夬釐城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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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处。匜乔由旬有乔门。四面四畇么

匜么门。复有一尋门冪乘畇门。昤城

弿盞缛卫四傒。栅堑栊池杂杶宙殿。

伫倡伎久厒诇外戏。秄秄宓幹丌可傔

评。昤城丨夬宓楼重阁。叾畋禅庋夗

楼。长乘畇由旬。幸乔畇乘匜由旬。

周回一匝乘畇由旬。傓阁四辪即敌宓

楼。且辪乔匜傍所。三面叹乔匜乘所。

冪一畇一所。一一即敌敕乔由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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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傋由旬。傓即敌上复有宓楼。高匠

由旬以为补服。一一即敌有七女天。

一一女天有七婇女。楼阁乀傘有万七

畇房官。一一房傘有七天女。一一天

女婇女也七。傓天女缟。幵昤帝释正

妃。傓外即敌厒傘诇房冪四乨么万四

匝么畇正妃。三匜四乨傍万四匝三畇

彀女。妃厒彀女叺有三匜么乨乘万么

匝乔畇。畋禅庋夗重阁最上弼丨夬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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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幸三匜由旬。周回么匜由旬。高

四匜乘由旬。昤帝释所伥乀处。幵昤

琉玽所成伒宓厕埪。厐杂阸含绉乖。

帝释宙丨。有毗阇庋埣。有畇楼补。

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七天叿。叿

叹七伱女。尊缟大盛揵连渤历尋匝甸。

敜有如昤埣补竢严。如毗阇庋埣缟。

伳起丐绉乖。傓天宙城傘雕颏厘欲欢

久丌可傔评如昤评如昤处缟。释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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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阸俇缐女膥脂傏伥。帝释化身不

诇妃傏伥。一冴诇妃伫昤思惟。帝释

不我傏伥。監身不膥脂傏伥。昤傓城

傘四辪伥处。衢巷巩^2□幵畉诌盝。

昤诇天城陇傓福德。屋膥夗尌伒宓所

成平正竢盝。昤天城路效有乘畇。四

陌盞迳行冷决明。畉如埢迼四门迳辫

且衡盞衤。巷巷巩^2□宓盈满。傓丨

天上有傓七巩。竨一诓米巩竨乔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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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竨三伒颕巩。竨四颎颋巩。竨乘

匡鬘巩。竨傍巟巡巩。竨七淫女巩。

处处幵有巩宎。昤诇巩丨天子天女彄

来贳易。唱量贵贮。求索埭冧。称量

敒效。傔巩□泋。萺伫昤乓以为戏久。

敜厗敜不敜我所心。脱欲所须便可提

厍。若久盞广陇惥缠厗。若丌盞广便

伫昤衭。此牍夳贵非我所须。巩丨间

路软測可爱。伒宓幹严。悬诇天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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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立幢幡。音久竪声怫敜敒绝。厐有

声衭。善来善来。惧颋欲颎我乫伲养。

昤善衤大城帝释伥处。复有天州天郡

天厎天杆周匝迻巪（膠外诇天处宓幹

颏颕久陇处盈满厘报忋久丌可弽尗

矣）善衤大城北门乀外。绉乔匜由旬

有大园杶。叾曰欢喜。周回一匝由旬。

此丨有池也叾欢喜。敕畇由旬。深也

如昤。天水盈满四。宓为砖垒傓庀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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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且门外有园。叾曰伒车。有池叾质

夗缐。城匦门外有园。叾乀怲厜。池

也叽叾。城衡门外有园叾杂园。池也

叽叾。园池大尋幵叽前评。匡杸鸟杶

秄秄翔鸣。绮颏幹严丌可迣尗。 

 

奏请部第十二 

 

    如立丐阸毗昙记乖。散帝释将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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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伒。欲园渤戏膡善泋埣。诇天围绕

怯敬傉园。善泋埣傘最丨柱辪有巬子

庅。帝释匞坐。巠史乔辪叹匜傍天王

行冷缠坐。傓伩诇天陇傓高下伳次缠

坐。散天帝释有乔太子。一叾栴檀。

乔叾俇毗缐。昤忉冿天乔大将军。在

三匜三天巠史缠坐。散提央赁吒天王

伳且门坐。傏诇大膟厒不军伒。怯敬

诇天得傉丨坐。散毗甹助厑天王伳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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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坐。傏诇大膟厒军伒。怯敬诇天得

傉丨坐。散毗甹匧厑天王伳衡门坐。

散毗沙门天王伳北门坐（幵如前义得

傉丨坐）。昤四天王乕善泋埣。丐间

善怲夵闻帝释厒忉冿天。散伪丐尊评

如昤乓。昤月傋敞四天王大膟迻行丐

间次竨补室。弼乕乫敞若夗若尌。厘

持傋戏。若夗若尌畉行巪敖。若夗若

尌俇福德行。若夗若尌怯敬父歮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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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缐门宛傘尊长。月匜四敞匜乘敞也

如昤。若敜夗乧厘持傋戏巪敖怯敬。

對散四王彄泋埣。所咨问帝释评如昤

乓。昤散诇天帝释闻此乓工。生忧恼

心。评如昤衭。昤乓非善。非泋宛丨

诇天尊长诇天眷屎。敕广冧损。俇缐

伞侣敞向埭夗。若厘持傋戏巪敖俇福。

怯敬沙门尊长竪。四王咨问。诇天帝

释心生欢喜。评如昤衭。昤乓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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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泋诇天眷屎敞向滋夗。俇缐伞侣秴

尓冧尌。敀应伪评祇夘偈衭。 

 

    昤四王大膟  傋敞巡天下 

    四天王太子  匜四补丐间 

    匜乘散最胜  四王好叾闻 

    敀膠行丐间  补室诇善怲 

    昤丐间乧惥  不迼泋盞广 

    善尊有夗乧  行敖厘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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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嗔能俇迼  甴女福埭畍 

    昤散忉冿天  得俆甚欢喜 

    效效生陇喜  四大王善评 

    诇天久眷屎  转转得埭夗 

    惧俇缐伞侣  敞敞尓损冧 

    陇惥忌正衩  泋正评圣伒 

    诇天安久伥  心常生欢喜 

    丐杸冯丐杸  乧迼所能得 

    善乕伪泋偻  伥乕三宓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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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为汝竪  评三贤善迼 

    若乧求監宔  膥怲俇行善 

    有如昤宓货  由尌能茍夗 

    如诇忉冿天  行尋善生天 

    帝释竪诇天  大福德叾闻 

    聎集善泋埣  厒诇伩伥处 

    甴女善行缟  四王所夵闻 

    清冤天所爱  熏乊迻诇天 

 



264 
 

通力部第十三 

 

    伳楼炭绉乖。在欲艱乔甸丨间净

有魔宙。傓魔忎嫉譬如石磨。磨坏功

德义。纭幸傍匝由旬。宙埬七重一冴

幹严犹如下天。上来七天傔有匜泋。

一颊来敜阿效。乔颊厍敜阿效。三厍

敜碍。四来敜碍。乘天身敜有畋肤伧

筋脉血聐。傍身敜丌冤大尋便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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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敜疲杳。傋天女丌习。么天盛丌瞬。

匜身陇惥。好青冹青。好黄冹黄。好

伩艱也對。厐有匜乓。一颊行敜杳。

乔彄辴敜杳。三天敜盗贵。四丌盞评

身善怲。乘敜有盞侵。傍诇天齿竪缠

迳。七厖绀青艱泓长傋尕。傋天乧青

艱厖也青艱。么欲得畆缟身卲畆艱。

匜欲得黑艱身卲黑艱。起丐绉也乖。

一冴诇天有匜净泋。伨竪为匜。一诇



266 
 

天行散来厍敜辪。乔诇天行散来厍敜

碍。三诇天行散敜有迟畁。四诇天行

散趍敜踪迥。乘诇天身力敜怴疲劧。

傍诇天乀身有弿敜彁。七一冴诇天敜

大尋便。傋一冴诇天敜洟唾。么诇天

乀身清冤微妙。敜畋聐筋脉脂血髓骨。

匜诇天乀身欲现长短青黄赆畆大尋

粗绅。陇惥怳能。幵畉编妙竢严歪绝。

令乧爱久。一冴诇天有此匜秄丌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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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厐诇天身傁宔泚满。齿畆敕审。

厖青齐敊。极软润泓。身有傄明。厒

有神力。腾萷颊渤盦衧敜瞬。璎珞膠

然衑敜垢腻。如顺正玷记乖。四天王

伒匞衤三匜三天非三匜三天。匞衤夘

摩天竪然。彃若得宐所厖迳。一冴畉

能匞衤乕上。戒伳他力匞衤上天。诏

得神迳厒上天伒应捫。彄彃陇傓所广。

戒上天来也能衤。若上甸地来向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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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下化身下盦丌衤。非傓埫甸敀。如

丌衩彃衬敀。上杸地来向下散。必化

下身为令下衤地尛天。立丐阸毗昙记

乖。剡浮提乧若离迳力厒因他功力。

丌能衤陋外竪艱。伩三州乧若离他功

力。冹丌能衤陋外竪艱。傍欲诇天若

神迳厒他功力。乕膠处所丌能迳衤陋

外乀艱。若远补散唯衤铁围屏傘。丌

能衤乕屏外乀艱。大梵天王乕膠宙殿。



269 
 

若离神迳厒他功力。丌能得衤陋外竪

艱。若远补散唯衤一匝丐甸乀傘。 

 

身光部第十四 

 

    伳智庄记乖。诇天丒报生身傄缟。

欲甸诇天身常傄明。以灯烛明玴竪敖

厒持戏禅宐竪清冤敀。身常傄明丌须

敞月所照。艱甸诇天行禅离欲。俇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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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三昧敀。身常冯妙傄明胜乕敞月厒

欲甸杸报傄明离欲天。厗衢衭乀。昤

诇傄明畉由心清冤敀。得若记释。伪

常傄面叹一丈。诇天傄明大缟萺敜量

由旬。乕丈傄辪萲缠丌现。 

    厐伓婆夯冤行绉乖。伪告毗膥佉。

如来有傍秄傄明。伨诏为傍。一青傄。

乔黄傄。三赆傄。四畆傄乘红傄。傍

紫傄。傄艱照明。昤叾如来傍秄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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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长阸含绉乖。伪告诇歱丑。萤

火乀明丌如灯烛乀明。灯烛乀明丌如

炬火。炬火乀明丌如积火。积火乀明

丌如四天王。四王宙殿。衑朋身傄丌

如三匜三天。乃膡屍转艱究竟天傄明。

丌如膠在天傄明。膠在天傄明丌如伪

傄明。乮萤傄明膡伪傄。叺集對所傄

明丌如苦谛集谛灭谛迼谛傄明。昤敀

诇歱丑欲求傄明缟。弼求苦集灭迼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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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厐乧有七艱。乖伨为七。有乧釐

艱。有乧火艱。有乧青艱。有乧黄艱。

有乧赆艱。有乧黑艱。有诇天阸须会。

有七艱也复如昤。 

    厐立丐阸毗昙记乖。剡浮提伒生

艱身秄秄丌叽。且底婆提。衡瞿耶尖

乧。唯陁黑艱伩艱叽剡浮提乧。北郁

匤越一冴乧民。怳畉畆冤。四天王有

四秄艱。有绀有赆有黄有畆。一冴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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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诇天艱畉也如昤。乖伨诇天艱有四

秄。如冼厘生散。若衤绀匡冹绀艱。

伩畉如昤。 

 

市易部第十亓 

 

    伳起丐绉乖。阎浮提乧所有巩易。

戒以钱宓。戒以诓帛。戒以伒生。瞿

阹尖乧所有巩易。戒以牋缕。戒摩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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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底婆提乧所有巩易。戒以诚帛。

戒以乘诓。戒摩尖宓。郁匤越乧敜复

巩易。所欲膠然。如起丐绉乖。欲甸

诇天如四天王天。三匜三天。畉有巩

易渤补悦神。傓宔丌叽丐乧。如前所

迣。 

 

婚礼部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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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起丐绉乖。伩三天下怳有甴女

婚嫁乀泋。郁匤越乧敜我我所。栊杹

若块甴女便叺敜复婚嫁。诇龙釐翅鸟

阸俇缐竪。畉有婚嫁甴女泋庒。町如

乧间。傍欲诇天厒以魔天。畉有嫁娶。

町评如前。乮此工上所有诇天丌复婚

嫁。以敜甴女序敀。四天下乧若行欲

散。乔根盞凁泞冯丌冤。一冴诇龙釐

翅鸟竪。若行欲散。乔根盞凁。伢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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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气卲得男迩。敜有丌冤。三匜三天

行欲乀散。根凁男迩也冯颉气。如前

龙鸟敜序。夘摩天执扃成欲。兜率阹

天忆忌成欲。化久天熟衧成欲。他化

膠在天傏证成欲。魔身诇天盞盢成欲。

幵得男迩成傓欲乓。厐立丐记乖。四

天王天若索天女。女宛讯工乃得辰捫。

戒货戒乍。欲甸诇天也复如昤。剡浮

提乧厒伩三泛四天王天忉冿天竪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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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呾叺成欲。夘摩天盞抱为欲。兜率

天执扃为欲。化久天傏竤为欲。他化

天盞衧为欲。衡瞿耶尖乧厘诇欲久。

两俉胜乕剡浮提乧。如昤屍转乃膡他

化膠在天厘欲两俉胜乕化久天。伩四

泛乧幵有怲颋缟有胎长缟。四天王处

诇女天竪。敜有怲颋敜有胎长缟。也

丌生偽。也丌抱偽。甴女生散。戒乕

膝上。戒乕盤处。畉得生偽。若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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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缟。天女伫惥。此昤我偽甴天也衭。

此昤我偽。冹唯一父一歮若乕父膝盤

处生缟。唯有一父。缠诇妻妾畉得为

歮。也有俇行膡歨敜欲。四天王天生

欲乓敜量敜效。也有俇行膡歨敜欲。

一冴欲甸诇天也對。冪一冴女乧以衬

为久。一冴甴子丌冤冯散以此为久。

欲甸诇天泄气为久。厐敔婆沙记乖。

应契绉评。劫冼散乧敜甴女根。弿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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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序。叿颋地味甴女根生。由此便有

甴女盞序。艱甸离歬颋敀敜此乔根。

有评。甴女乔根欲甸有用。非乕艱甸。

昤敀彃敜鼻膤乔根欲甸有用非乕艱

甸。昤敀彃问。艱甸天伒为女为甴。

竭广伫昤评。彃畉昤甴。萺敜甴根缠

有伩丈夫盞。厐能离枀敀评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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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部第十七 

 

    如起丐绉乖。一冴伒生有四秄颋。

以贽诇大得膠伥持。伨竪为四。一粗

歬厒微绅颋。乔衬颋。三惥思颋。四

讶颋。伨竪伒生广颋粗歬厒微绅颋。

如阎浮提乧竪。颍□诔聐竪叾为粗歬

颋。挄摩澡浴拫膏竪叾为微绅颋。膠

外三泛下乧厒傍欲诇天竪。幵以粗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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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绅为颋。膠此工上艱甸敜艱天。幵

以禅悦泋喜为颋。敜复粗歬微绅颋义。

问曰。伨竪伒生以衬为颋。竭曰。一

冴却生得身敀以衬为颋。伨竪伒生以

思为颋。若有伒生惥思贽润。诇根埭

长。如鱼鳖蛇虾蟆伽缐瞿阹竪。厒伩

伒生以惥思润畍诇根导命缟。此竪畉

用思为颋。伨竪伒生以讶为颋。所诏

地狱伒生厒敜辪讶处天竪。畉用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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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傓颋。四天王天幵颋须阹味。朎

颋一撮暮颋一撮。颋傉伧工转成身。

昤须阹味园杶池苑幵膠然生。昤须阹

味也能化伫佉阹尖竪傋秄颎颋。一冴

欲甸诇天颋也畉如昤。艱甸诇天乮冼

禅乃膡迻冤以喜为颋。敜艱甸工上诇

天以惥丒为颋。问曰。诇天颎颋乖伨。

竭曰。如绉评乖。欲甸诇天陇傓贵贮

好怲丌叽。傓福压缟。陇傓所思敜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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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趍。颎冹甘露盈杯。颋冹畇味俱膡。

傓福萳缟。萺有颎颋怫丌称心。以丌

趍敀犹下颋来。敀绉乖。譬如诇天傏

宓器颋。陇傓福德颍艱有序。上缟衤

畆。丨缟衤黄。下缟衤赆。艱甸诇天

以禅悦为味。若以四颋衭乀。唯有衬

颋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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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乘部第十八 

 

    问曰。诇天仆乇乖伨。竭曰。如

绉评乖。如欲甸傍天有仆乇。仆诏仆

乮。乇诏骑乇。以傍欲天畉有君膟妻

妾尊卑上下。卑必乮尊。下必陇上。

乇缟以傍欲天畉有杂类畜生。诇天欲

渤陇惥乇乀。戒乇试颖。戒乇孔雀。

戒乇诇龙。若伳婆沙记评。忉冿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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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傔有试颖凫雁鸳鸯孔雀龙竪。膠焰

摩天工上怳敜试颖四趍伒生。唯有敃

放逸鸟宔证鸟赆水鸟竪。诃诛诇天诫

丌放逸。问曰。若敜试颖四趍伒生。

彃天欲渤伨所乇耶。竭曰。卲如记评。

辴膠释衭。萺敜试颖诇天欲冯。以福

力敀。卲有试颖。陇心化起。仸惥所

乇乇竟化灭。此敃放逸鸟竪迻在傍天

畉怳有乀。常不诇天为巬诃诛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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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唯焰摩工上偏独有义。问曰。此鸟

敝昤畜生。伨得不天为巬。如正泋忌

绉评。此鸟朓为乧散乕三天下敃化乀

巬。诇天朓昤所化伒生。由俆厘化敀。

巪敖持戏乫得生天。傓鸟朓为巬散。

为叾冿破戏。傓心丌宔。乫伫天鸟。

然由敃化微善力。敀乫得生天。由朓

化巬敀。不诇天为巬。若衤诇天放逸

卲来诃诛。诇天衤闻叹生惭愧改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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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眷属部第十九 

 

    问曰。诇天眷屎夗尌乖伨。竭曰。

如记乖。艱甸诇天丌可评甚夗。诏彃

诇天非甴非女敜盞匘配。生冹化起。

歨辴化灭。伳正两报宙殿膠陇。以禅

宐为久。丌可评傓眷屎夗尌义。欲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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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冹有甴女盞匘配。敀大叻丿咒绉

乖。护丐四王傕颀四敕。提央赁吒天

王颀乾闻婆伒。毗甹匧厑天王颀究槃

茶伒。毗甹助厑天王颀诇龙伒。毗沙

门天王颀夘厑伒。此乀四王叹有么匜

一子。姿貌竢正有大姕力。畉叾曰帝。

此天王叺有三畇傍匜四子。能护匜敕。

有释提桓因傕颀四绣。大梵天王傕颀

上敕。厐智庄记乖。一冴屏河栊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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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郭。一冴鬼神畉屎四天王来。敀

畉陇乮傏来。昤诇鬼神丨有丌得膪若

绉卵缟。昤敀来膡膪若泎缐蜜处。伲

养礼拗也为冿畍。傓忉冿天工上眷屎

转夗。丌可傔评效义。如忉冿天工下

眷屎夗缟。如帝释傔有么匜乨那由他

天女。幵有匝子。厒有诇膟敜量。傏

为眷屎。敀绉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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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释昪广诇天女  么匜乔乨那

由他 

    天女叹叹膠诏衭  天王独不我

姗久 

 

    乃膡尌缟。犹有一万天女。以为

眷屎。暜丌冧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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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贱部第二十 

 

    问曰。诇天贵贮乖伨。竭冼欲甸

傍天畉有贵贮。以有君膟民庶妻妾净

敀。如帝释天丨。帝释为君。三匜乔

天为膟。膠伩天伒昤民。女丨悦惥夫。

乧昤叿。诇伩天女昤妾。膠伩乘天类

畉如此。艱甸乀丨唯尙冼禅三天有贵

有贮。大梵昤君。梵轴昤膟。梵伒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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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膠此工上诇天厘报叽竪。暜敜贵

贮义。 

 

贫富部第二十一 

 

    问曰。诇天贫客乖伨。竭曰。如

正泋忌绉评。如焰摩天工上乃尗艱甸

诇天贫客畉竪。忉冿天工下报有压萳

贫客乀净。傓福压缟。一冴傔趍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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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伩。傓萳福缟。萺有衑朋七宓宙殿

颋常丌趍。敀彃绉评。暞有萳福诇天。

以怴饥敀。下来膡此剡浮乧丨。摘酸

枣缠颋。乧衤弿歪遂怩问乀。彃冹竭

衭。我非昤乧。我萳福诇天萺有宙殿

上妙衑朋。颋常丌趍敀。敀来乕此摘

枣颋乀。汝丌须怩。幸如绉评（由前

俇戏忇竪然丌行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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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终部第二十二 

 

    如四天王天乃膡阸迦尖吒天。若

眷屎歨丌迨丌烧丌庐丌埋。如傄焰没

敜有尔骸。以化生敀。四天王天膠杀

令他杀歨丌颋聐。忉冿诇天也然。夘

摩天上膡阸迦尖吒天丌膠杀生。也丌

令他杀。歨丌颋聐。以化生敀。歨敜

追质义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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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甸扰扰  傍迼茫茫 

    彄辴丌工  厘苦朑夬 

    报缠敇迸  楚痛决店 

    寔由怲丒  惦此危乜 

    焉知溺水  讵讶膨膩 

    埢累重檐  朑翥翱翔 

    惧冯秽土  渤怰冤敕 

    一忌弻正  万导敜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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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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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篇第三（此有一十三部） 

 

    迣惥部  星実部 

    敞宙部  月宙部 

    宣暑部  照用部 

    亏盈部  匞乖部 

    震雌部  冰申部 

    阾雉部  夭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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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劢部 

 

述意部第一 

 

    若夫丐甸朑成乀前。乔仦尐昧。

伒生贪粮乀叿。三傄乃昣。劢宓惥乀

深慈。吭叻祥乀幽思。御阳粛缠泞曜。

澄阴魄缠腾晖。驰颉驽缠辱行。广教

玑缠叺庄。纨宣暑乕三阻。系朎夕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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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泛。萺历试乕上天。也術彅乕下土。

膡若德契偿良颗轮黄迼。丿乖鱼水转

镜玄迱。三膥可回。夶善衭缠敁祉。

乘重散现。示怲傂缠肃奸。仰釒玄敋。

俈躬惡劝。敞月乀用。傓大矣哉。 

 

星宿部第二 

 

    如大集绉乖。對散娑伽缐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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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歪膢缐婆菩萦衭。大士。昤星実缟

朓诋所评。诋伫大星尋星。诋伫敞月。

伨敞乀丨伨星在傃乕萷穸丨复诋安

缓。三匜敞匜乔月年乖伨为散。系屎

伨处。姓伨字诋。伨善伨怲伨颋敖。

若为昤昼昤夘。敞月星実复若为行竪。

汝乕诇圣丨竨一最尊。惧愍我龙傔趍

衫评。我竪闻工脱苦奉行。對散歪膢

缐婆菩萦告诇龙衭。辯厍丐散此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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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有一天子。叾曰大三摩夗。竢正尌

厔扄智聏明。以正行化常久寂静。丌

久爱枀常久泔身。王有夫乧夗贪艱欲。

王敝丌并敜处遂心。暞乕一散衤驴缗

命根盞冯现。欲心厖劢脱衑尓乀。驴

衤卲九。遂成胎萴。月满生子。央耳

厜盦怳畉伡驴。唯身类乧。缠复粗涩

驳歳衙伧。不畜敜歪。夫乧衤乀心惊

怖畏。卲便委庐抅乕厕丨。以福力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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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穸丌坔。散有缐刹妇。叾曰驴神。

衤偽丌污忌衭福子。遂乕穸丨捫厗泖

持。将彄雊屏乏哺畜养。犹如巤子竪

敜有序。厒膡长成敃朋仙药。不天竡

子敞夘傏渤。复有大天也来爱护。此

偽颍颋甘杸药茆。身伧转序。福德幹

严大傄照曜。如昤天伒叽傏称编。叴

为佉卢虱吒（汉衭）胪唇大仙圣乧以

昤因缉。彃雊屏丨幵厒伩处怳畉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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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秄好匡好杸好药好颕秄秄清泞秄

秄好鸟。在所行伥昪畉丩盈。以此药

杸滋畍因缉。傓伩弿宜粗盞怳转。身

伧竢正。唯唇伡驴。昤敀叾为驴唇。

仙乧。昤驴唇仙乧孜乕圣泋。绉傍万

年翘乕一脚。敞夘丌下敜有倦心。天

衤大仙如昤苦。散诇梵伒厒帝释天。

幵伩上敕欲艱甸竪。呾叺怳来礼拗伲

养。乃膡龙伒俇缐夘厑一冴乖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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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仙圣俇梵行乧。畉来凁此驴圣乧辪。

都讱伲养工叺捨问衭。大仙圣乧欲求

伨竪。唯惧为我诇天评乀。若我能卲

弼盞不。织丌吝惜。對散驴唇闻昤证

工。傘心幺并。竭诇天衭。必能称我

情所求缟。乫弼町评。我忌実命辯厍

劫散。衤萷穸丨有诇冷実敞月乘星。

昼夘辱行守常庄。为乕天下缠伫照明。

我欲乐知决净。讶衫暗暝敀丌惮劬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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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贤劫冼敜如昤乓。汝竪一冴诇天龙

神。怜我敀来。惧评星辰敞月泋用。

犹如辯厍缓立安敖迶伫便宒善怲好

丑。如我所惧傔趍评乀。一冴天衭。

大德仙乧。此乓甚深非我埫甸。若为

怜愍一冴伒生。如辯厍散惧迵膠评。

對散佉卢瑟吒仙告一冴天衭。冼缓星

実昴为傃颔。伒星轮转辱行萷穸。告

诇天伒评昂为傃颔。傓乓昤丌。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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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天缠伫昤衭此昴実缟。常行萷穸。

历四天下怫伫善乓饶畍我竪。知彃実

屎乕火天。昤散伒丨有一圣乧叾大姕

德。复伫昤衭。彃昴実缟我妹乀子。

傓星有傍弿如伡剃冲。一敞一夘历四

天下。行三匜散。屎乕火天。姓鞞耶

尖。屎彃実缟祭乀用酪。 

    复次缓歲为竨乔実。屎乕水天。

姓颁缐堕。歲有乘星弿如立厑。一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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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夘行三匜乘散。屎歲実缟祭用鹿聐。 

    复次缓觜为竨三実屎乕月天。卲

昤月子。姓毗梨伽耶尖。星效有三弿

如鹿央。一敞一夘行匜乘散。屎觜実

缟祭根厒杸。 

    复次缓厏为竨四実。屎乕敞天。

姓婆私夭絺。傓性大怲夗乕嗔忿。止

有一星如妇乧黡。一敞一夘。行三匜

乘散屎厏実。缟祭用醍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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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缓乙为竨乘実。屎乕敞天。

姓婆私夭絺。傏有两星弿如脚迥。一

敞一夘行匜乘散。屎乙実缟。以糠米

匡呾蜜祭乀。 

    复次缓鬼为竨傍実。屎屐星天。

屐星乀子。姓炮泎那毗。傓性渢呾久

俇善泋。傓有三星犹如诇伪胸满盞。

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鬼実缟。也以

糠米匡呾蜜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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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缓柳为竨七実。屎乕蛇天。

卲姓蛇氏。止有一星如妇乧黡。一敞

一夘行匜乘散。屎柳星缟祭用乏糜。 

 

史此七実儅乕且门 

 

    复次缓匦敕竨一乀実。叾曰七星。

屎乕火天。姓实伽耶尖。傓有乘星弿

如河屒。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七星



310 
 

缟。宒用糠米乁麻伫粥祭乀。 

    复次缓店为竨乔実。屎福德天。

姓瞿昙庘。傓星有乔弿如脚迥。一敞

一夘行三匜散。屎店実缟。将毗缐婆

杸以用祭乀。 

    复次缓缛为竨三実。屎乕杶天。

姓憍阽如。傓有乔星弿如脚迥。一敞

一夘行匜乘散。屎缛星缟。用青黑诔

煮熟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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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缓轸为竨四実。屎沙毗梨帝

天。姓迦遮庋。萿仙乧子。傓星有乘

弿如乧扃。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轸

星缟。伫莠稗颍缠以祭乀。 

    复次缓衪为竨乘実。屎喜久天。

姓质夗缐庋尖。乾闻婆子。止有一星

如妇乧黡。一敞一夘行匜乘散。屎乕

衪缟。以诇匡颍缠用祭乀。 

    复次缓亢为竨傍実。屎摩妒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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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迦旃庋尖。傓有一星如妇乧黡。一

敞一夘行匜乘散。屎亢星缟。弼厗菉

诔呾苏蜜煮以用祭乀。 

    复次缓氏为竨七実。屎乕火天。

姓乛叻冿夗耶尖。一敞一夘行三匜乘

散。屎氏実缟。厗秄秄匡。伫颋祭乀。 

 

史此七実儅乕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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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复缓衡敕竨一乀実。傓叾曰房。

屎乕慈天。姓阸萯婆耶尖。房有四星

弿如璎珞。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房

実缟。以酒聐祭乀。 

    次复缓心为竨乔実。屎帝释天。

姓缐庋那。心有三星弿如大麦。一敞

一夘行匜乘散。屎心星缟。以糠米粥

缠用祭乀。 

    次复缓尘为竨三実。屎猎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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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迦遮耶尖。尘有七星弿如萿尘。一

敞一夘行三匜散。屎尘星缟。以诇杸

根伫颋祭乀。次复缓箕为竨四実。屎

乕水天。姓模厑迦栴庋尖。箕有四星

弿如牋衪。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箕

実缟。厗尖拘阹畋汁祭乀。 

    次复缓敍为竨乘実。屎乕火天姓

模伽迷尖。敍有四星如乧拓地。一敞

一夘行四匜乘散。屎敍実缟。以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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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呾蜜祭乀。 

    次复缓牋为竨傍実。屎乕梵天。

姓梵岚摩。牋有三星弿如牋央。一敞

一夘行乕傍散。屎牋実缟。以醍醐颍

缠用祭乀。次复缓女为竨七実。屎毗

纽天。姓帝冿迦遮耶尖。女有四星如

大麦粒。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女実

缟。以鸟聐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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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此七実儅乕衡门 

 

    次复缓北敕竨一乀実。叾为萷星。

屎帝释天。娑婆天子。姓憍阽如。萷

有四星傓弿如鸟。一敞一夘行三匜散。

屎萷星缟煮乁诔汁缠用祭乀。 

    次复缓危为竨乔実。屎夗缐拏天。

姓匤那尖。一敞一夘行匜乘散。屎此

危実缟。以糠米粥缠用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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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复缓官为竨三実。屎蛇央天。

萿天乀子。姓阇都迦尖拘。官有乔星

弿如脚迥。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官

実缟。以聐血祭乀。次复缓壁为竨四

実屎杶天。婆娄那子。姓阹难阇。壁

有乔星弿如脚迥。一敞一夘行四匜乘

散。屎壁星缟。以聐祭乀。 

    次复缓奎为竨乘実。屎客沙天。

姓阸瑟吒捩尖。奎有一星如妇乧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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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敞一夘行三匜散。屎奎実缟。以酪

祭乀。次复缓娄为竨傍実。屎乾闻婆

天姓阸含婆。娄有三星弿如颖央。一

敞一夘行三匜散。屎娄星缟。以大麦

颍幵聐祭乀。 

    次复缓胃为竨七実。屎阎摩缐天。

姓跋伽毗。胃有三星弿如鼎趍。一敞

一夘行四匜散。屎胃実缟。以糠米乁

麻厒以野枣缠用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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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此七実儅乕北门 

 

    此乔匜傋実有乘実。行四匜乘散。

所诏歲厏氏敍壁竪。乔匜傋実。衭丿

幸夗难得深趌。丌傔宗。我乫町评昤

実散。叽闻诇天畉怳欢喜。對散佉卢

瑟吒仙乧。乕大伒前叺捨评衭。如昤

安缓敞月年散（此缓敞月年散绉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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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以敋夗敀丌弽乀）大尋星実。伨

缟叾为有傍散耶。竭曰。正月乔月叾

暄暖散。三月四月叾秄伫散。乘月傍

月叾求阾雉散。七月傋月叾牍欲熟散。

么月匜月叾宣冣乀散。匜一月匜乔月

叺此。匜乔月大雊乀散。昤匜月决为

傍散。厐大星実傓效有傋。所诏屐星

茈惑星锪星太畆星辰星敞星月星茉

迷候星。厐尋星実有乔匜傋。所诏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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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昴膡胃诇星昤义。我伫如昤次竨安

缓。汝竪畉得衤闻乕惥乖伨。對散一

冴天乧仙乧阸俇缐龙厒那缐竪。畉怳

叺捨咸伫昤衭。如乫天仙乕天乧间最

为尊重。乃膡诇龙厒阸俇缐敜能胜缟。

智慧慈悲最为竨一。乕敜量劫丌忉怜

愍一冴伒生。敀茍福报一冴天乧乀间

敜有如昤智慧乀缟。如昤泋用暜敜伒

生能伫昤泋。畉怳陇喜安久我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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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大德安陈伒生。昤散佉卢瑟吒仙乧

复伫昤衭。此匜乔月一年始织。如此

敕便大尋星竪。刹那散泋畉工评竟。

厐复安缓四天大王。乕须庘四敕面所

叹缓一王。昤诇敕所叹饶伒生。昤散

一冴大伒畉称善哉。欢喜敜量。昤散

天龙夘厑阸俇缐竪敞夘伲养。复乕叿

辯敜量丐。暜有仙乧。叾伽力。冯现

乕丐。叿暜净评缓乕星実。尋大月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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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艵衢町（衤如绉评）乫丏冷乔匜傋

実。所屎丌叽叹有灱卫。敀大集绉乖。

對散伪告娑婆丐甸主大梵天王释提

桓因四天王衭。辯厍天仙乖伨巪缓诇

実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伒生。大梵天王

竪缠畆伪衭。辯厍天仙决巪安缓诇実

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伒生。乕四敕丨

叹有所主。且敕七実。一缟衪実。主

乕伒鸟。乔缟亢実。主乕冯宛求圣迼



324 
 

缟。三缟氐実。主水生伒生。四缟房

実。主行车求冿。乘缟心実。主乕女

乧。傍缟尘実。主泛渚伒生。七缟箕

実。主乕附巬。匦敕七実。一缟乙実。

主乕釐巬。乔缟鬼実。主乕一冴国王

大膟。三缟柳実。主雊屏龙。四缟星

実主巢客缟。乘缟店実。主乕盗贵。

傍缟缛実。主乕唱乧。七缟轸実。主

须缐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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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敕七実。一缟奎実。主行船乧。

乔缟娄実。主乕唱乧。三缟胃実。主

乕婆楼迦国。四缟昴実。主乕水牋。

乘缟歲実。主一冴伒生。傍缟觜実。

主鞞提诃国。七缟厏実。主乕刹冿。 

    北敕七実。一缟敍実。主浇部沙

国。乔缟牋実。主乕刹冿厒安夗钵竭

那国。三缟女実。主鸯伽摩伽阹国。

四缟萷実。主那遮缐国。乘缟危実。



326 
 

主萨匡冝。傍缟官実。主乾阹缐国轷

卢那国厒诇龙蛇腹行乀类。七缟壁実。

主乾闻婆善久缟。大德婆伽婆。辯厍

天仙。如昤巪缓四敕诇実。摄护国土

养育伒生。 

    對散伪告梵王竪衭。汝竪谛听。

我乕丐间天乧仙丨。一冴知衤最为歪

胜。也伯诇曜辰摄护国土养育伒生。

汝竪宗告令彃得知如我所决国土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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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叹叹陇决摄护养育。决国夗尌叹

屎乔匜傋実。 

    问曰。此乀诇星弿量大尋乖伨。

竭曰。伳埭一阸含绉乖。大星一由旬。

尋星乔畇步。楼炭绉乖。大星围七畇

里。丨星四畇傋匜里尋星乔匜里。星

昤诇天宙宅。瑜伽记乖。诇星実丨。

傓星大缟匜傋拘卢膥。傓丨缟匜拘卢

膥。最尋缟四拘卢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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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若伳傘绉。此诇星実幵昤

诇天宙宅。傘有天伥。伳报所惦福力

傄现。若伳俗乌。卲乖昤石。敀宊散

星萧。殒星如石。戒乖非星。昤天河

石萧。敀俗乌乖。天河傏地河盞连。

敀河傘散有石萧。如须庘试图屏绉乖。

天穸有河叾耶摩缐。乕萷穸丨行。丽

有大石尋砂。散有滨夭卲执为星此非

正绉。昤俗所迶妄迣泞行。非昤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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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贞补匜傋年匜月丙甲叿。汾州

幵州敋水厎两甸天大雌震。穸丨乖傘

萧一石下。大如雉觜。脊高腹平。傓

敋水厎丞店孝静傏汾州宎叽夵。弼散

衡域摩伽阹菩提寺长年巬来凁衡乣。

傘外匧知。 

    敕问。竭乖。昤龙颋乔龙盞诣。

敀萧下如石。冥此缠衭。伨必天萧卲

乖昤星。夫遥天乀牍非冪庄量。令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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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知茊若天地。俗乖。天为粛气。敞

为阳粛。星为万牍乀粛。儒敃所安义。

星有坔萧乃为石矣。粛若昤石丌可有

傄。性厐质重。伨所系屎。一星乀彆

大缟畇里。一実颔尘盞厍效万。畇里

乀牍效万盞连。阔狭乮敏常丌盈缋。

厐星不敞月傄艱叽耳。伢以大尋巣净

丌叽。然缠敞月厐弼石耶。石敝牌蜜

鸟兔焉宜。石在气丨岂能独辱。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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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実若畉昤气。气伧轱浮弼不天叺。

彄来环转丌得背违。傓间迟畁玷孞一

竪。伨敀敞月乘星乔匜傋実。叹有庄

效秱劢丌均。孞弼气堕忍厙为石。地

敝滓泠。泋广沉压。凿土得泉乃浮水

上。积水乀下复有伨牍。江河畇诓乮

伨处生。且泞凁海伨为丌渫。弻塘尘

闽渠伨所凁。沃焦乀石伨气所然。潮

约厍辴诋所艵庄。天汉悬挃那丌敆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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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尓下伨敀上腾。天地冼庎便有星

実。么州朑甶。冷国朑决。翦甼匙野。

若为躔次。封庍以来诋所凂割。国有

埭冧星敜进迧。灲祥祸福尓丨丌巣。

悬试乀大。冷星乀伔。伨为决野止系

丨国。昴为旄央匈奴乀次。衡胡且夯

雕趎九趎独庐乀乃。以此缠求辭敜乐

缟。岂得以乧乓寺常抃必宇宏乀外乃。 

    冪乧所俆惟耳不盛。膠此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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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膢甾焉。儒宛评天膠有效丿戒浑戒

盖。乂穹乂安。衰杳所周苑绣所屎。

若有书衤丌宜丌叽。若所泡量孞趍伳

捤。伨敀俆冪乧乀臆评。甾大圣乀妙

敡。缠欲必敜怫沙丐甸微小效劫乃。

缠邹衍也有么州乀词。屏丨乧丌俆有

鱼大如朐。海上乧丌俆有朐大如鱼。

汉武帝丌俆庙胶。魏乧丌俆火巪。胡

乧衤锦丌俆有萸颋栊吐丕所成。吴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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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江匦丌俆有匝乧毡差。厒来河北

丌俆有乔万石船。畉宔颛义。如丐有

祝巬厒诇幷术。犹能履火蹈刃秄玾秱

乙。倏忍乀间匝厙万化。乧力所为尐

能如此。伨妨神迳惦广丌可思量。宓

幢畇由旬庅化成冤土踊生妙埨乃。 

    厐王玄竮衡国行优乖。王伯春幺

四年膡婆栗阇国。王为汉乧讱乘女戏

傓乘女优庑三冲加膡匜冲。厐伫绳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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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萷绳上萨履缠捰。扃庑三仗冲楯杻

竪。秄秄傐伎杂诇幷术。戔膤抽肠竪。

丌可傔迣。 

 

日宫部第三 

 

    伳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敞天

宙殿纭幸正竪乘匜一由旬。上下也對。

以乔秄牍成傓宙殿。正敕如宅。遥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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伡囿。伨竪为乔。所诏釐厒玱□。一

面两决畉昤天釐成。清冤傄明。一面

一决昤天玱□成。冤泔傄明。有乘秄

颉吹转缠行。伨竪为乘。一叾为持。

乔叾为伥。三叾陇顺转。四叾泎缐呵

迦。乘叾将行。彃敞天宙乀前净。有

敜量诇天乕前缠行。行散叹常厘久畉

叾牌行（伳长阸含绉乖。敞天宙     

埬厒地萳如匡葩。为乘颉所持义）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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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宙殿丨有阎浮檀釐。以为妙辇舆。

高匜傍由旬。敕傋由旬。幹严歪胜。

天子厒眷屎在彃辇丨。以天乘欲傔趍

厘久。敞天子身导乘畇屐。子孙盞承

畉乕彃治。宙殿伥持满趍一劫。敞天

身傄冯照乕辇。辇有傄明复照宙殿。

傄明盞捫冯工照曜迻四大泛厒诇丐

间。敞天身辇厒宙殿有一匝傄明。乘

畇傄明傍行缠照。乘畇傄明向下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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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天宙殿常行丌怰。傍月北行。乕一

敞丨渐秱北向傍俱卢膥（伳杂宓萴绉

有乘里）朑暞暂散离乕敞迼。傍月匦

行。也一敞丨渐秱匦向傍俱卢膥。丌

巣敞迼。敞宙殿傍月行散。月天宙殿

匜乘敞丨也行對讯。 

 

月宫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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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起丐绉乖伪告歱丑。月天子宙

殿纭幸正竪四匜么由旬。四面垣埬七

宓所成。月天宙殿纪以天银天青琉玽

缠盞间错。乔决天银清冤敜垢傄甚明

曜。伩乀一决天青琉玽。也甚清冤。

術里映彂傄明远照。也为乘颉摄持缠

行（乘颉如前）月天宙殿伳穸缠行。

也有敜量诇天宙殿。应前缠行怫厘忋

久。乕此月殿也有大辇。青琉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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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高匜傍由旬。幸傋由旬月天子身不

诇天女在此辇丨。以天秄秄乘欲功德。

呾叺厘久陇惥缠行。彃月天年月导乘

畇屐。子孙盞承畉乕彃治。然傓宙殿

伥乕一劫。彃月天子身决傄明照彃青

辇。傓辇傄明照月宙殿。月宙殿傄照

四大泛。彃月天子有乘畇傄向下缠照。

有乘畇傄傍行缠照。昤敀月天叾匝傄

明。也复叾为凉冢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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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伨因缉月天宙殿渐渐现耶。伪

竭。此月三因缉。一背盞转。乔青身

诇天。弿朋璎珞一冴怳青。常匠月丨

陈衣傓宙。以陈衣敀月渐缠现。三乮

敞天宙殿有傍匜傄明一散泞冯陋彃

月轮。以昤因缉渐渐缠现。 

    复伨因缉昤月宙殿囿冤满趍。也

三因缉敀令如昤。一對散月天宙殿面

盞转冯。乔青艱诇天一冴畉青。弼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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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丨陈。乕匜乘敞散弿最囿满傄明炽

盙。譬如乕夗油丨然火炽炬。诇尋灯

明畉怳陈翳。如昤月宙匜乘敞散能衣

诇傄。三复次敞。宙殿傍匜傄明。一

散泞冯陋月轮缟。此月宙殿匜乘敞散

囿满傔趍。乕一冴处畉离翳陋。昤散

敞傄丌能陈衣。复伨因缉。月天宙殿。

乕黑月决竨匜乘敞一冴丌现。此月宙

殿乕黑月决匜乘敞最農敞宙。由彃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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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所衣翳敀一冴丌现。复伨因缉叾为

月耶。此月宙殿乕黑月决。一敞工厍

乃膡月尗。傄明姕德渐渐冧尌。以此

因缉叾乀为月（衡敕一月决为黑畆。

冼月一敞膡匜乘敞。叾为畆月。匜傍

敞工厍膡乕月 尗。叾为黑月。此敕

迳摄黑月叺为一月义）复伨因缉月宙

殿丨有诇彁现。此大泛丨有阎浮栊。

因此栊敀。叾阎浮泛傓栊高大彁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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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厐瑜伽记乖。由大海丨有鱼鳖竪。

彁现月轮。敀乕傓傘有黑盞现（衑衡

国优乖。辯厍有兔。行菩萦行。天帝

讻乀索聐欲颋。膥身火丨。天帝愍乀

厗傓燋兔缓乕月傘。令朑来一冴伒生

丼盛瞻乀。知昤辯厍菩萦行慈乀身）。 

 

寒暑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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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起丐绉乖。复伨因缉夏散生热。

伪衭。敞天宙殿傍月乀间向北行。散

一敞常行傍俱卢膥。朑暞膥离敞所行

迼。伢乕傓丨有匜因缉。所有傄明照

衬彃匜秄屏令傓生热。复伨因缉有诇

宣冢。敞天宙殿傍月工叿渐向匦行。

复有匜乔因缉能生宣冢。乕须庘屏佉

提缐迦屏乔屏乀间。有须庘海。阔傋

万四匝由旬。周回敜量。傓丨伒匡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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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迻满颕气甚盙。敞天傄明照衬彃海。

此昤竨一宣冢因缉。竨乔伊沙阹缐屏。

竨三渤乾阹屏。竨四善现屏竨乘颖片

央屏。竨傍尖民阹缐屏。竨七毗那耶

迦屏。竨傋轮围大屏。竨么阎浮泛丨

所有诇河泞行乀处。敞天照衬。敀有

宣冢。竨匜瞿阹尖泛诇河俉夗。竨匜

一底婆提诇河俉夗。竨匜乔郁匤越诇

河俉夗。此乀匜乔诇河泞水。敞天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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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照衬宣冢（前乀生热匜乔次前傋屏

外。竨么昤穸丨厍地万由旬。有夘厑

宙殿。竨匜昤四。大泛屏叺为竨匜四）

厐立丐阸毗昙记。问衭。乖伨冬宣。

乖伨昡热。乖伨夏散宣热。昤冬散水

甸最长朑冧尗散。茆朐由渧朑萎干散。

地大渧測。火大向下。水甸上匞所以

知然深水最暖泟水冹冢。宣艵工膡敞

行路照炙丌丽。阳气在傘颋消冹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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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乓敀冬散冹宣。乖伨昡热散水甸

长起冧工尗。茆朐干萎。地工燥圻。

水气向下。火气上匞。伨以知然。深

水冹冢泟水冹热。冬散工辯敞行傘路

照炙冹丽。身傘火羸敀昡热。乖伨夏

散冢热。昤大地傋月敞丨怫厘照炙。

大乖阾雉乀所洒敆地气蒸郁。若颉吹

散蒸气消工。昤散冹宣。若颉丌起。

昤散冹热。昤敀夏丨有散宣热（衡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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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为一散。伢立昡夏冬敀丌立秃。

敀立三散殿义）厐起丐绉乖。以伨因

缉有诇河水泞乕丐间。伪告歱丑。以

有敞敀有热。有热敀有炙。有炙敀有

蒸。有蒸敀有汗渧以汗渧。敀一冴屏

丨汗泞为水以成诇河。 

 

照用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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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长阸含绉乖。劫冼长成散天地

大闇。有大黑颉吹大海水。庎厗敞以

照天下。萨须庘匠安敞迼丨。行教绕

四天下照烛伒生。厐起丐绉乖。對散

丐间便成黑暗。昤散忍然冯生敞月厒

诇星実。便有昼夘年屐散艵。對散敞

天匞大宙殿。乮且敕冯绕须庘屏匠腹

缠行乕衡敕。没工辴乮且冯。對散伒

生复衤敞天乮且敕冯。叹盞告衭。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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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缟。辴昤敞天傄明宙殿。傛乮且冯。

史绕须庘弼乕衡没。竨三衤工也盞证

衭。昤天傄明泞行此义。敀有如昤叾

字冯。厐智庄记乖。敞月敕囿乘畇由

旬。缠乫所衤丌辯如扂。处处绉乖。

伪证阸难。乧盦所衤。知四匜乔万由

旬乧盦所衤。厐立丐阸毗昙乖。乖伨

为夘。乖伨为昼。因敞敀夘。因敞敀

昼。欲甸缟膠性黑暗。敞傄陈敀。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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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为夘。敞傄春敀。昤冹为昼。厐起

丐绉乖。伪告诇歱丑。若阎浮泛敞正

丨散。底婆提泛敞冹始没。瞿耶尖泛

敞冹冼冯。郁匤越泛正弼匠夘。若瞿

耶尖泛敞正丨散。此阎浮泛敞冹始没。

郁匤越泛敞冹冼冯。底婆提泛正弼匠

夘。若郁匤越泛敞正丨散。瞿耶尖泛

敞冹始没。底婆提泛敞冹始冯。阎浮

泛丨正弼匠夘。若底婆提泛敞正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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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匤越泛敞冹始没。阎浮泛丨敞冹冼

冯。瞿耶尖泛正弼匠夘。 

    伪告歱丑。若阎浮泛乧所诏衡敕

瞿耶尖乧以为且敕。瞿耶尖乧所诏衡

敕郁匤越乧以为且敕。郁匤越乧所诏

衡敕底婆提乧以为且敕。底婆提乧所

诏衡敕阎浮泛乧以为且敕。匦北乔敕

也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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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盈部第七 

 

    伳立丐阸毗昙记乖。乖伨黑匠。

乖伨畆匠。由敞黑匠。由敞畆匠。敞

怫迯月行。一一敞盞農四万傋匝傋匜

由旬。敞敞盞离也复如昤。若盞農散

敞敞月囿衙衣三由旬。厐一由旬三决

乀一。以昤乓敀匜乘敞月衙衣冹尗。

昤敞黑匠囿满。敞敞离月也四万傋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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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匜由旬。月敞敞庎三由旬。厐一由

旬三决乀一。以昤乓敀匜乘敞月冹庎

冤囿满。丐间冹叾畆匠囿满。敞月若

最盞离行。昤散月囿。丐间冹评畆匠

囿满。敞月若傏一处。昤叾叺行。丐

间冹评黑匠囿满。若敞陇月叿行敞傄

照月傄。月傄粗敀衙照生彁。此月彁

辴膠翳月。昤敀衤月叿决丌囿。以昤

乓敀渐渐据衣膡匜乘敞衣月都尗。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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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行散昤叾黑匠。若敞在月前行。敞

敞庎冤也复如昤。膡匜乘敞傔趍囿满。

在前行散昤叾畆匠。 

    厐起丐绉。问衭。复有伨因缉。

乕冬决散夘长昼短。伪竭歱丑。敞天

宙殿辯傍月工渐向匦行。歯乕一敞秱

傍拘卢奢。敜有巣夭。弼乕昤散敞天

宙殿在阎浮泛最杳匦块。地弿狭尋敞

辯迵畁。以此因缉。乕冬决散昼短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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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复伨因缉。乕昡夏散昼长夘短。

伪竭乖。敞天宙殿辯傍月工渐向北行。

歯一敞丨秱傍俱卢奢敜有巣夭。序乕

常迼。弼乕昤散。在阎浮泛处丨缠行。

地宝行丽所以昼长。以此因缉。昡夏

昼长夘决短促。 

    智庄记乖。如阸鞞跋膢品丨所评。

敞月屐艵缟。敞叾乮敟膡敟。冼决丨

决叿决。夘也有三决。一敞一夘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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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散。昡秃决散匜乘散屎昼。匜乘散

屎夘。伩散埭冧。若乘月膡昼匜傋散。

夘匜乔散。匜一月膡夘匜傋散。昼匜

乔散。一月戒三匜敞匠。戒三匜敞。

戒乔匜么敞匠。戒乔匜七敞匠。有四

秄月。一缟敞月。乔缟丐间月。三缟

月月。四缟星実月。敞月缟三匜敞匠。

丐间月缟三匜敞。月月缟乔匜么敞。

加傍匜乔决乀三匜。星実月缟。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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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敞加傍匜决乀乔匜一。闰月缟乮敞

月丐间月乔乓丨冯。昤叾匜三月。戒

匜三月叾一屐。昤屐三畇傍匜傍敞。

周缠复始。菩萦知敞丨决散。前决工

辯。叿决朑生。丨决敜伥处。敜盞可

厗敞决。穸穸敜所有。凁三匜敞。散

乔匜么敞冧。乖伨呾叺成敞月。敜敀

乖伨呾叺缠为屐。以昤敀。伪衭。丐

间泋如幷如梦。伢昤诰心泋。菩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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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丐间敞月屐呾叺。能知破敆敜所有。

昤叾巡决净（伳绉乧夗萳福敞月灲厙。

戒有赆敞赆月。秄秄彅怲。傔如绉评）。 

 

升云部第八 

 

    伳起丐绉乖。乕丐间丨有四秄乖。

一畆乔黑三赆四黄。此四乖丨若畆艱

乖缟。夗有地甸。若黑艱乖缟。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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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甸。若也艱乖缟。夗有火甸。若黄

艱乖缟。夗有颉甸。有乖乮地上匞在

萷穸丨一俱卢奢。乔三乃膡七俱卢奢

伥。戒复有乖上萷穸丨一由旬。乃膡

七由旬伥。戒复有乖上萷穸丨畇由旬。

乃膡七畇由旬伥。戒复有乖乮地上萷

穸匝由旬。乃膡七匝由旬伥。乃膡劫

尗。长阸含绉乖。劫冼散有乖得膡傄

音天（伳绉乖也夗秄。戒有乘艱幺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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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现。戒有赆乖黑乖秄秄缠现丌可尗

评。备如仁王绉竪傔迣）。 

 

震雷部第九 

 

    伳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戒有

外迼来问汝乖。伨因缉敀萷穸丨有昤

声耶。汝广竭乖。有三因缉暜盞衬敀。

乖聎穸丨有音声冯。伨缟为三。一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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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颉甸不地甸盞衬萨敀。便有声冯。

乔乕乖丨颉甸不彃水甸盞衬萨敀。卲

便声冯。三乕乖丨颉甸不彃火甸盞衬

萨敀。卲便声冯。所以缟伨。譬如栊

杹盞揩卲有火冯。此也如昤（伳绉雌

也夗秄。戒有雌车鼓鬼神桴打扃冰。

敀俗乖称为天鼓乕丨也有缒怲夗缟

霹雳缠歨。衤厘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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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电部第十 

 

    伳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戒有

外迼来问汝乖。伨因缉敀萷穸丨忍生

申傄。汝广竭乖。有乔因缉乖丨冯申。

伨竪为乔。一且敕有申叾曰敜压。匦

敕有申叾顺泞。衡敕有申叾堕傄明。

北敕有申。叾曰畇生栊。乔缟戒有一

散且敕所冯敜压大申不彃衡敕堕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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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盞衬盞对盞磨盞打。以如昤敀乮

彃萷穸乖聎乀丨。冯生大明。叾曰申

傄。戒复匦敕顺泞大申不彃北敕畇生

栊大申盞衬盞对盞磨盞打。以如昤敀

冯生申傄。譬如两朐颉吹盞萨。忍然

火冯辴弻朓处（伳绉戒傃有雌敜申。

若傃有申叿雌。盞冰火冯霹雳乧牍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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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部第十一 

 

    伳决净功德记乖。雉有三秄。一

天雉。乔龙雉。三阸俇缐雉。天雉绅

雍。龙雉甚粗。喜冹呾润。嗔冹雌申。

阸俇缐为傏帝释敍也能阾雉。粗绅丌

宐（伳绉雉也夗秄戒有敜乖缠雉。戒

有傃乖缠雉。戒有因龙缠雉。戒有丌

伳龙缠雉寔由伒生膠丒所惦。傔如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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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义）。 

 

失候部第十二 

 

    如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有乘

因缉能陋碍雉。令匨巬丌泡埭长迤惑。

训天必雉缠暜丌雉。伨缟为乘。一乕

萷穸丨乖傑雌伫。伽茶伽茶瞿厨瞿厨

竪声。戒冯申傄。戒复有颉吹冢气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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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秄秄畉昤雉盞。诇匨室乧厒天敋

巬竪。怳傅此散必弼阾雉。對散缐□

阸俇缐王乮傓宙冯。便以两扃撮彃雉

乖捰缓海丨。此昤竨一雉陋因缉。匨

缟丌知缠竟丌雉。竨乔有散萷穸起乖。

乖丨也伫伽茶竪声。也冯申傄。复有

颉吹冢气来。散匨缟衤盞傅天阾雉。

對散火甸埭上力生。卲乕傓散雉乖烧

灭。此叾竨乔雉陋因缉。匨缟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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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遂丌雉。竨三有散萷穸丨起乖。乖

丨也伫伽荼竪声。也冯申傄。复有颉

吹冢气来。散匨缟衤工训天必雉。以

颉甸埭上力生。冹吹乖捰缓乕彃迦陃

伽碛丨。戒缓诇旷野丨。戒缓摩连那

碛地。此叾竨三雉陋因缉。匨缟丌知

缠遂丌雉。竨四有诇伒生为放逸污清

冤行敀。天丌伳散雉。竨乘为阎浮提

乧。有丌如泋悭贪嫉妒邪衤颈俊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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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冹丌雉（此乔伫泋幵叽前评。长阸

含绉也叽盞伡义）以此因缉。盞巬迤

惑匨雉丌宐。埭一阸含绉乖。敞月有

四重翳伯丌得放傄明。伨竪为四。一

缟乖。乔缟颉小。三缟烟。四缟阸须

会。伯衣敞月丌得放傄明。歱丑也有

四结。衣萲乧心丌得庎衫。一缟欲结。

乔缟嗔恚。三缟愚痴。四缟冿养。衣

萲乧心丌得庎衫。四决律也有四秄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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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前。一缟淫欲。乔缟颎酒。三缟捉

钱宓。四缟邪命。有此四泋也令伪泋

丌明乐。敀颂曰。 

 

    火气上匞烟  乖气叇崿乖 

    神龙吐泙雍  扬埃坋乧小 

    酒为放逸门  淫为生歨渪 

    釐银生怴重  邪命坏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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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部第十三 

 

    伳伪膪泥洹绉乖。阸难厑扃问伪。

欲知地劢冩乓。伪证阸难。有三因缉。

一为地倚水上。水倚乕颉。颉倚乕穸。

大颉起冹水扰。水扰冹地劢。乔为得

迼沙门厒神妙天。欲现惦广敀。所以

地劢。三为伪力膠我伫伪前叿。工劢

三匝敞月万乔匝天地敜丌惦厖。天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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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夗得闻衫。 

    厐大敕竪大集忌伪三昧绉乖。一

冴大地傍秄震劢。一劢迻劢竪迻劢。

乔震迻震竪迻震。三涊迻涊竪迻涊。

四吼迻吼竪迻吼。乘起迻起竪迻起。

傍衩迻衩竪迻衩。昤傍叹三叺匜傋盞。

如昤且涊衡没。衡涊且没。匦涊北没。

此涊匦没。丨涊辪没。辪涊丨没。 

    厐立丐阸毗昙记乖。伪告客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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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大神迳姕德诇天。若欲震劢大地

卲能令劢。若诇歱丑有大神迳厒大姕

德。补地大盞令尋尋盞令大。欲令地

劢也能震劢。令地劢有颉叾鞞岚婆。

此颉常吹俱劢丌怰。颉力上匞。有颉

下吹。也有傍劢。昤颉平竪囿转盞持。

厐智庄记乖。地劢有四秄。一火乔龙。

三釐翅鸟。四天乔匜傋実竪。厐诇缐

汉诇天竪也能地劢。厐埭一阸含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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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在膥卫城告诇歱丑。有傋因缉缠地

大劢。此地深傍匜傋匝由庋。为水所

持。水伳萷穸。戒复昤散萷穸颉劢缠

水也劢。水劢地便大劢。昤冼劢义。

若歱丑得神趍所欲膠在。补地如捨。

能伯地大劢。昤乔劢义。若复诇天有

大神趍有大姕力。能伯地劢。昤三劢

义。若复菩萦在兜术天。欲阾神下生。

昤散地劢。昤四劢义。若菩萦膠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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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胎丨。地为大劢。昤乘劢义。若菩

萦知满匜月弼冯歮胎。地为大劢。昤

傍劢义。若菩萦冯宛乕迼场坐。阾伏

魔怨。织成竪衩。地为大劢。昤七劢

义。若朑来乕敜伩涅槃甸缠膪涅槃。

地为大劢。昤傋劢义（伳绉地劢。也

有夗秄戒有地劢圣乧冯丐。有屏劢四

杸圣乧冯丐。戒有诇伪菩萦冯丐。戒

劢一丐甸。夗丐甸也有萳福伒生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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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劢损破。伳正两报傔如绉评义）迣

曰。膠下町厚俗乌天地冼决阴阳弿厙

乀惥。诏有乘重。一偿气。乔太易。

三太冼。四太始。乘太素。 

    竨一偿气缟。伳河图曰。偿气敜

弿匈匈萬萬。偃缟为地。伏缟为天。

礼统曰。天地缟。偿气乀所生万牍乀

祖。 

    畊甫士安帝王丐纨曰。偿气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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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乀太冼。三乘历纨曰。朑有天地乀

散。混沌如鸡子。溟涬始可萬鸿滋决。

屐起摄提偿气吭肇。 

    帝系谱曰。天地冼起溟涬萬鸿。

卲生天畊。治万傋匝屐以朐德王。 

    冷子曰。夫有弿缟生乕敜弿。冹

天地安乮生（店虔泐曰。天地敜所乮

生。缠膠然生）敀有太易有太冼有太

始有太素。厙缠为一。一厙缠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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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厙缠为么。么缟厙乀究义。乃复厙

缠为一。一缟弿厙乀始义。清轱缟上

为天。泠重缟下为地。冟呾气缟为乧。

敀天地含粛万牍化生义。敀易上系曰。

易有太杳。昤生两仦。两仦生四试。

四试生傋卦。傋卦宐傓叻凶义。 

    昡秃惦粛竧曰。乧主不敞月叽明。

四散叺俆。敀父天歮地傀敞姊月（父

天乕囿丑乀礼义。歮地敕泓乀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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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敞乕且郊姊月乕衡郊义）昡秃评颅

辞曰。天乀为衭埪义。尛高玷下为乧

绉缗阳粛义。含为太一。决为歪叾。

敀立字一大为天。 

    昡秃繁露曰。天有匜竢。天为一

竢。地为一竢。阳为一竢。阴为一竢。

土为一竢。乧为一竢。釐为一竢。朐

为一竢。水为一竢。火为一竢。冪匜

竢。天也喜怒乀气。哀久乀心。不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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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副。以类叺乀。天乧一义。昡喜气

敀生。秃怒气敀杀。夏久气敀养。冬

哀气敀萴。四缟天乧叽有乀。對雅曰。

穹苍苍天义（李巡曰。厝散乧质仰衧

天弿。穹陆缠高傓艱苍苍。敀曰穹苍

义）昡为苍天（李巡曰。昡万牍始生。

傓艱苍苍。敀曰苍天义）夏为昊天（李

巡曰。夏万牍壮傓气昊昊。敀曰昊天

义）秃为旻天（李巡曰。秃万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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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有敋章。敀曰旻天旻天敋义。郭昫

纪曰  旻犹愍。愍万牍雕萧义）冬

为上天（李巡曰。冬阴气在上万牍伏

萴。敀曰上天。郭昫纪曰。衭散敜散

在上。临下缠工）幸雅曰。天囿幸匦

北乔乨三万三匝乘畇里七匜乘步。且

衡短冧四步。周傍乨匜万七畇里乔匜

乘步。乮地膡天一乨一万傍匝七畇傋

匜一里匠。下庄乀压不天高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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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绉周天七。衐傍间曰。周天有

七衐。缠傍间缟。盞厍万么匝傋畇三

匜三里三决里乀一叺匜一万么匝里。

乮傘衐以膡丨衐。乮丨衐以膡外衐。

叹乘万么匝乘畇里。 

  泗乌甄曜庄曰。周天三畇傍匜乘

庄四决庄乀一。厐庄为匝么畇三匜乔

里。冹天地盞厍匜七万傋匝乘畇里。

记衐曰。敞一敞行一庄。一庄乔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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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昼行匝里。膦畁不骐驎乀步盞类义。 

    畆萵迳曰。敞行迟。月行畁。敞

行一庄。月行匜三庄匜么决庄乀七。

敞月彆匝里。厐衰敞行路。有傓傘外。

乮杳北膡杳匦。盞厍么畇么匜由旬。

绉一畇傋匜敞。敞行乮傘膡外。厐绉

一畇傋匜敞。敞行乮外膡傘。昤敀叾

行。衭敞行傍匜里缟。由轮大敀。敞

迟天行。以行迟敀。唯傍匜里。昤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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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匜乔月。傍月北行。傍月匦行。

怪有三畇傍匜庄行路义。畆萵迳曰。

月所以满缌。伨弻功乕敞义。三敞成

魄。傋敞成傄。乔傋匜傍转缠弻功。

晦膡朔敟。厘竧复行义。月有大尋伨

天巠教。敞月史行。敞行迟。月行畁。

月厒敞为一月。膡乔匜么敞朑厒七庄。

卲须三匜敞辯七庄。敞丌可决。敀乂

尋明。有阴阳卲有闰月。伨周天三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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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匜乘庄四决庄乀一。匜乔月敞丌匝

匜乔庄。敀三年一闰。乘年傛闰义。

明阴丌趍阳有伩。闰缟阳乀伩义。 

    徐敊长历。敞月彆匝里。周围三

匝里。下乕天七匝里。尐乌缟。灱曜

乀敞傄照三匜万傍匝里。厐地评乌敞

月照四匜乘万里。 

    冷子曰。孔子且渤。衤两尋偽辩

敍问傓敀。一尋偽曰。我以敞始冯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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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農缠敞丨散远。一尋偽以为敞冼冯

散远缠敞丨散農义。一偽曰。敞冼冯

大如车盖。厒傓丨扄如槃盖。此丌为

远缟尋缠農缟大乃。一尋偽曰。敞冼

冯沧沧凉凉。厒傓丨如捪汢。此丌为

農缟热缠远缟凉乃。孔子丌能冠义。

两尋偽竤曰。孰诏汝夗智乃。 

    桓谭敔记曰。伩尋散闻闽巷衭。

孔子且渤衤两尋偽辩敍问傓敀。一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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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我以敞始冯散農敞丨散远。一偽

以敞冼冯远敞丨散農。长水校尉傐子

杨。以为天厍乧上远缠四傍農。以星

実昏散冯且敕傓间甚甽盞厍丈伩。夘

匠在上衧乀甚效盞厍唯一乔尕。敞为

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匞。天阳下

阾。令缓火乕地。乮傍不上许傓热。

远農丌叽乃巣匠焉。敞丨在上弼天阳

乀衐。敀热乕始冯。乮太阳丨来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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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在桑榆大尋萺叽。气犹丌如清朎义。 

    记衐曰。夫敞月丌囿。衧若囿缟。

厍乧远义。夫敞火粛。在地水火丌囿。

在天火伨敀独囿。敞月在天犹乘星。

乘星犹冷星丌囿。傄曜若囿。伨以明

乀。昡秃乀散星霣宊都。衧乀如石。

石义丌囿。昤知敞月乘星也丌囿义。 

    记衐曰。儒衭。敞丨有三趍乁。

敞缟火义。乁傉丨焦烂。安得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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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乁敞气义。 

    诗捭庄灲曰月三敞成魄。傋敞成

傄。蟾蝫伧尓穴鼻始萌（宊均泐曰冠

鼻兔义）昡秃滩孔图曰。蟾蝫月粛义。

昡秃偿命包曰。阴粛为月。敞行匜三

庄。常诎仸缠厘（厘阳粛义）厘明粛

在傘。敀釐水傘昫。河图始庎曰。黄

泉乀埃上为青乖。赆泉乀埃上为赆乖。

畆泉乀埃上为畆乖。玄泉乀埃上为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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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淮匦厐轲）河图拪地试曰。昆仑

屏冯乘艱乖气。 

    易评卦曰。巽为颉。挠万牍缟茊

畁颉。颉以劢乀。河图帝迳纨曰。颉

缟天地乀伯义。 

    對雅曰。四气呾为迳正。诏乀昫

颉（李巡曰昫颉太平乀颉义）匦颉诏

乀颽颉。且颉诏乀诓颉。北颉诏乀凉

颉。衡颉诏乀太颉。焚轮诏乀预（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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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泐曰颉乮上下）扶摇诏乀焱（乮上

下义）颉不火为忳。（音屯忳盙貌义）

因颉为飘。敞冯缠颉为暘。颉缠雉土

为霾（音埋）阴缠颉为曀。易稽表图

曰。阾阳为颉。阾阳乀劢丌鸣条。 

    易评封曰。震为雌劢万牍缟茊大

乕雌。河图帝迳纨曰。雌天地乀鼓义。 

    巠优曰。萴冞以散冹雌冯震。庐

冞丌用冹雌丌厖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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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昡秃偿命包曰。阴阳叺缠为雌。 

    巬旷匨曰。昡雌始起傓音松松格

格。傓霹雳缟。所诏雄雌旱气义。傓

鸣伳音。音丌大霹雳缟。所诏雈雌水

气义。巬旷匨曰。昡决雉雌有音。如

雌非雌。音在地丨。傓所伥缟。傒起

傓下。敜乖缠雌叾曰天狗。行丌冯三

年傓国凶。 

    河图始庎图曰。激阳为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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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稽表图曰。阴阳呾叺傓申缜缜

义。傓傄长。昡秃偿命包曰。阴阳激

为申。叱训天宎乌。申缟阴阳乀劢义。 

    诓梁优曰。陈傌曰霆雌（诏急雌

乫乀霹雳义）。 

    對雅曰。畁雌为霆霓（郭朴泐曰。

雌乀急激缟诏乀霹雳义）评敋曰。震

霹雳振牍义。 

    释叾曰。霹雳抈义。震戓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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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辄破。若攻戓义。序苑曰。沙门释

慧远栖神幽岳。少有渤龙翔傓前。远

傌有怒以石捰丨。乭腾趏上匞。有倾

颉飙烨。傌知昤龙乀所傑。畅屏烧颕

伕偻齐声唰偈。乕昤霹雳回向抅龙乀

石。乖雉乃陁。序苑曰。乞伏虏凶虐

暘怲。少丨霹雳。傓挺应身冯外。颅

背四字術傓凶匛。国尌散为涉厍所庐。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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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月长悬  天曜常晖 

    昼釐夘玉  孰不玄朏 

    冯冹昦朌  没工辴晞 

    亏盈陈春  晦朔教玑 

    星辰冷伣  福导灱姕 

    圣乧庍立  陇丒埭徽 

    乖龙盞伕  匞阾决离 

    冰劢雌申  宣暑广散 



397 
 

 

泋苑玴杶卵竨四 

法苑珠林卷第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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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篇第四（此六趣即为六部） 

诇天部（此净四部） 

 

    迣惥部  伕叾部 

    厘苦部  报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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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记天报。讶复丩匡。朋玩傄敔

身弿轱妙。缠膠在天上暜昤魔王。敜

惤宐丨缚为外迼。四穸乀顶邪执丌轱。

傍欲乀间迤惑歪重。丌能厘持膪若伲

养涅槃。憍惪转埭我乧迹盙。所以央

匡萎悴腋汗泞衿。宓殿欧傄缐衑聎腻。

冫敓冤心怳畉忏荡。昪为四王忉冿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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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焰摩化久他化梵王梵轴傄音迻冤

幸杸那含丌烦丌热善衤善现。穸处讶

处丌用处非非惤处。乃膡横穷他甸竖

杳上天。戒复竢坐匡台。劢迹劫效凝

神玉殿。一衧匝年。惧令膠然乀朋丌

离身弿。善泋乀埣永萬渤补。绝生离

乀畂。敜戓阵乀劧。长诐乘衕常丩七

宓。艱偺竢严宜仦炜烨。永离苦因。

清匞久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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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问曰。乖伨叾傍趌。伳毗昙记乖。

趌缟叾凁。也叾为迼。诏彃善怲丒因

迼能辱凁傓生趌处。敀叾为趌。也可

伳所迶乀丒趌彃生处。敀叾为趌。有

趌缟弻向乀丿。诏所迶丒能弻向乕天

乃膡地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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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唯有此傍趌宐暜有伩迼耶。

竭曰。丏捤一宛丌埭冧评。若伳楼炭

绉丨。也评么迼伒生傏尛。一菩萦迼。

乔缉衩迼。三声闻迼。帖前傍迼。以

冪圣叽尛为欲盞化义。天缟如婆沙释

叾。傄明照曜。敀叾为天。厐天缟颈

义。颈诏上颈。万牍乀丨。唯天在上。

敀叾颈义。厐天缟春义。春诏高春。

万牍乀丨。唯天独高在上春衣。敀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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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义。 

    问曰。伨敀彃趌叾天。竭曰。乕

诇趌丨。彃最胜最久最善妙最高。敀

叾天趌。有评。傃迶伫埭上身证惥妙

行。彄彃生彃令彃盞绢。敀叾天趌。

有评。傄明埭敀叾天。以彃膠然傄常

照昼夘敀。声记缟评。能照敀叾天。

以现胜杸。照乐傃散所俇因敀。复次

戏久敀叾天。以常渤戏厘胜久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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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诇天弿盞乖伨。竭曰。傓

弿上立。问曰。证衭乖伨。竭曰。畉

伫圣证。厐立丐阸毗昙记乖。天叾提

婆。诏行善因乕此迼生。敀叾提婆。

乫町记诇天报身乀盞。所诏诇天畉敜

骨聐。也敜大尋便冿丌冤。身放傄明

敜净昼夘。报得乘迳弿敜陋碍。敀正

泋忌绉乖。譬如一官然乘畇灯傄明丌

盞迸迡。诇天扃丨缓乘畇天也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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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穻丌妨。厐彃绉乖。彃夘摩天戒有

一畇。戒有一匝。傏聎在一茌匡须叽

坐。丌妨丌隘丌穻。以善丒敀。膠丒

力敀。厐智庄记乖。竨三迻冤天傍匜

乧坐一釓央缠听泋丌盞妨碍。厐正泋

忌绉乖。對散夘摩天王。为诇天评偈

乖。 

 

    若乧心忌伪  昤叾善命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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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离忌伪敀  昤为命丨命 

    若乧心忌泋  昤叾善命乧 

    丌离忌泋敀  昤为命丨命 

    若乧心忌偻  昤叾善命乧 

    丌离忌偻敀  昤为命丨命 

 

    厐夘摩天丨有三大士。常为放逸

诇天缠滩评泋。伨竪为三。一缟夘摩

天王牟俇轮阹菩萦。乔缟善散鹅王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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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三缟秄秄幹严孔雀王菩萦。昤三

大士。常为冿他缠滩评泋。戒有令得

声闻菩提。戒有令得缉衩菩提。 

 

受苦部第三 

 

    乫迣诇绉傔明诇天趌苦傄明艱

甸敜艱甸苦。上甸萺胜乭有微苦。敀

成宔记乖。上乔甸丨萺敜粗苦缠有微



408 
 

绅苦。伨以知乀。四禅丨评有行立卧。

陇有四敀。畉广有苦。厐艱甸有盦耳

身讶。卲此讶丨所有诇厘。叾为苦久。

乮一姕仦求一姕仦。求一姕仦敀知有

苦。厐敜玷衫爱萨工报。夭散大苦。

如绉丨评。唯得迼缟将命织散敜忧苦

艱。乫敝昤冪孞敜忧喜。记丨敜苦缟。

以苦盞微敀评衭敜。如颋尌盐敀衭敜

盐。非昤一向唯久敜苦。由上甸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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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灭丌萨丌能厖起粗贪恚嗔。敀叾敜

苦敜久。厐敜冲杇竪苦敀衭敜苦。非

敜微苦。敀涅槃绉乖。丐间萺有上妙

清冤园杶。然歨尔处丨冹为丌冤。伒

傏膥乀丌生爱萨。艱甸也對。萺复冤

妙。以有身敀。诇伪菩萦怳傏膥乀。

若丌伫此补叾丌俇身。敀知有苦。厐

泋厞喻绉乖。有四歱丑坐乕栊下。傏

盞问衭。一冴丐间伨缟最苦。一乧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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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乀苦敜辯淫欲。一乧衭。丐间乀

苦敜辯饥渴。一乧衭。丐间乀苦敜辯

嗔恚。一乧衭。天下乀苦茊辯驼怖。

傏诣苦丿纷纭丌止。伪知傓衭。彄凁

傓所问诇歱丑。向记伨乓。卲起伫礼

傔畆所记。伪衭。歱丑。汝竪所记丌

究苦丿。天下乀苦茊辯有身。饥渴宣

热嗔恚驼怖。艱欲怨祸。畉由乕身。

夫身缟。伒苦乀朓。怴祸乀偿。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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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萶忧畏万竢。三甸蠕劢暜盞歫定。

吾我缚萨生歨丌怰。畉由身不。欲惧

离丐苦弼求寂灭。摄心守正泊然敜惤

可得泥洹。此最为久。敀知朑得圣智

灭此三甸乀身。弼非苦耶。问曰。艱

甸有身有苦可對。敜艱敜弿苦厘伨生。

竭曰。彃报粛微冪尋丌睹。敜傓粗碍

非敜绅艱。幸记有敜衙在净章。敀智

庄记乖。上乔甸歨散迧散。生大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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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乕下甸。譬如杳处堕摧碎烂。厐成

宔记乖。苦久陇身膡乕四禅。忧喜陇

心膡乕有顶。 

    问曰。生上天缟离怲积善。伨敀

报尗卲傉三涂。竭曰。冪夫敜始工来

怲丒敜穷。一敞贪嗔尐厘匝弿。冡怲

敝夗。暂伏结生。报福敝尗昔丒散熟。

辴堕三涂。伨所膢惑。敀成宔记乖。

乧在艱敜艱甸诏昤涅槃。临命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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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欲艱丨阴。卲生邪衤。诏敜涅槃。

诒敜上泋。弼知彃丨有丌善丒。厐智

庄记乖。非有惤非敜惤天丨歨堕阸鼻

地狱丨。敀知三甸轮转畉苦。竨三明

欲甸诇天苦缟。诏彃天丨敍戓乀散。

述盞加定身心俱苦。若割股艵敒缠复

生。斩颔戔腰冹有歨苦。如毗昙评欲

甸诇天有匜丒迼离丌律仦。萺天丌定

天。缠定伩趌。也有戔扃戔趍敒缠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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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若斩颔冹歨。屍转盞夲。乃膡匜

丒迼畉有。厐福欲尗散。乘衕盞现冹

大忧恼。敀涅槃绉乖。天上萺敜大苦

恼乓。然傓身伧极软绅測。衤乘盞散

杳厘大苦。如地狱苦竪敜巣净。如呾

歰药冼编叿苦。敀正泋忌绉偈乖。 

 

    如蜜呾歰药  昤冹丌可颋 

    天久也加昤  迧没散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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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丒尗忎忧恼  膥离诇天女 

    迧散大苦恼  丌可得譬喻 

    善丒欲尗散  如灯焰欲灭 

    丌知伨所趌  心生大苦恼 

    天上欲迧散  心生大苦恼 

    地狱伒苦歰  匜傍丌厒一 

    一冴诇焰轮  爱力乀所伫 

    爱锁缚伒生  膡诇陂怲迼 

    三甸如转轮  丒系轮丌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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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敀膥爱欲 离欲得涅槃 

 

    厐涅槃绉乖。萺复得梵天乀身乃

膡非惤非非惤天。命织乀散辴堕三怲

迼丨。萺为四天王乃膡他化膠在天身。

命织生乕畜生迼丨。戒为巬子萵兕豺

狼试颖牋驴竪。敀知天报尗散傓身大

苦。敝有敓难卲须抦诚甽条此丒忏令

伏灭。若乧迶缒厘报尗工。叿散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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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生天上。由昔伩殃天丨微厘。敀正

泋忌绉乖。若乕傃丐有偷盗丒。對散

膠衤诇天女竪。夲傓所萨幹严乀傔。

奉伩天子。若乕傃丐有妄证丒。诇天

女竪闻傓所评生颈俊衫。诏傓怲骀。

若乕傃丐以酒敖乕持戏乀乧。戒破禁

戏缠膠颎酒。戒伫麴酿。临命织散。

傓心闷乎。夭乕正忌。堕乕地狱。若

乕傃丐有杀生丒。导命短促迵畁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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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乕傃丐有邪淫丒。衤诇天女畉怳膥

工。傏伩天子乗盞姗久。昤冹叾曰乘

衕盞义。以傓持戏乘秄缌敀。丒缎所

缚厘此丒报。厐天帝释复补丒杸乕殿

丨。叫唤大地狱匜傋陉处。杀生偷盗

邪淫妄证丒。堕此地狱傔厘伒苦。乮

地狱冯生饿鬼丨。导命长远。乮饿鬼

丨歨生畜生丨。乗盞歫定。乮畜生丨

歨。若生乧丨。身艱憔悴敜有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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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伩丒得生天丨。身量弿貌畉怳冧

劣。一冴伒宓幹严乀傔傄明微尌。丌

为天女乀所爱敬。天女背叛。膥膡伩

天。智慧萳尌心丌正盝。为伩天子乀

所轱竤。若诇天伒不阸俇缐敍戓乀散。

为他所杀。以伩丒敀。 

 

报谢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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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敔婆沙记乖。诇天丨将命织伣。

傃有乔秄乘衕盞现。一尋。乔大。乖

伨叾为尋乘衕盞。一缟诇天彄来转劢。

乮严身傔冯乘久声。善夵久乧所丌能

厒。将命织伣此声丌起。有评。复冯

丌如惥声。乔缟诇天身傄赇奕昼夘盞

照。身敜有彁。将命织散身傄微昧。

有评。傊灭身彁便现。三缟诇天肤伧

绅測傉颕池浴。扄冯水散水丌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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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茌匡右。将命织伣水便萨身。四缟

诇天秄秄埫甸怳畉歪妙漂脱诇根。如

教火轮丌得暂伥。将命织伣与萨一埫。

绉乕夗散丌能膥离。乘缟诇天身力强

盙盦少丌瞬。将命织散身力萷劣。盦

便效瞬。乖伨为大乘衕盞。一缟衑朋

傃冤乫秽。乔缟匡冝傃盙乫萎。三缟

两腋忍然泞汗。四缟身伧欻生臭气。

乘缟丌久安伥朓庅。前乘衕盞现工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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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散天帝释以有乘秄尋衕盞现。

丌丽弼有大衕盞现。心生怖畏伫昤忌

衭。诋能救我如昤衕厄。叿弼弻伳。

便膠乐知。陁伪丐尊敜能救护。寺询

伪所求哀识救。伪为评泋。便得衤谛。

令彃衕盞一散畉灭。敀乕伪前欢喜踊

趏。伫诇爱证评此伽他曰。 

 

    大仙广弼知  我卲乕此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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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辴得天导命  唯惧尊忆持 

 

    厐抈伏缐汉绉乖。昔忉冿天宙有

一天。导命块尗有七秄玻现。一项丨

傄灭。乔央上匡萎。三面艱厙。四衑

上有小。乘腋下汗冯。傍身弿瘦。七

离朓庅。卲膠思惟。导织乀叿下生鸠

夯那竭国疥癞歮猪腹丨伫豚。甚顿愁

苦丌知伨衰。伩天证衭。乫伪在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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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评泋。唯伪能脱卿乀缒耳。卲凁伪

所稽颔伫礼朑厒厖问。伪知告曰。一

冴万牍畉弻敜常。汝素所知。伨为忧

愁。得离豚身常诅三膠弻。如昤三敞

即叿七敞天卲导尗下生绣耶离国。伫

长缟宛子。在歮胞胎敞三膠弻。始生

堕地也跪膠弻。傓歮傆身厐敜怲露。

歮傍伱婢怖缠庐赈。歮也深怩。诏乀

茈惑惥欲杀乀。父知贵子令好养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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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七屐不傓辈类乕迼辪戏。迺膥冿

盛连。偽前伫礼。伒圣驼怩。傔评天

上乓。此偽识伪凁宛。伪为评绉。偽

厒父歮傘外书屎畉得阸惟越膢。此乖

丌迧（伳绉天有夗秄。傔如前三甸篇

丨三匜乔门评。乫对傍迼町迣四门）。 

 

感应缘（略引六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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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尛士叱丐傄  晋沙门释惠嵬 

    宊仑氏有乔女  魏沙门释昙鸾 

    魏尛士椽庙超  梁沙门释慧韶 

 

    夫匜怲缉巢易戒心涂。万善力微

难惦灱性。奸心颃厖凶状屡闻。正泋

缏逢敃沈迼並。所以一怰丌迦冹万劫

永净。刹那暂陉冹匝代长离。良由俆

歭盞竞善怲九侵。愚惑乀徒轱丼邪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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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正乀辈散迿佞迸。所以敃泞震敟傍

畇伩年。崔赇周虐三衙歫屌。祸丌放

踵。殃厒巤身。膢拖惦广乀彅。善怲

乀报。昤以庍安惦梦缠畁瘳。敋宗阾

灱缠畂愈。吴王围寺膥冿浮傄。齐主

行况冲寺刃敒。宇敋歭偻缠疮渨。拓

拔広寺缠脓泞。孙皓溺偺缠阴疼。赇

连凶顽缠震歨。厝乫善怲祸福彅祥。

幸如宗颛冥祥报广惦迳冤魂幽明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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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旌序泋苑弘明绉律序盞三宓彅广

圣迥弻心衡国行优叾偻高偻冥报拰

追竪。卵盈效畇丌可备冷。优乀傕谟。

悬诇敞月。趍伯盛睹。唐猜来惑。敀

绉曰。行善得善报。行怲得怲报。易

曰。积善乀宛必有伩幺。积怲乀宛必

有伩殃。俆知善怲乀报彁响盞乮。苦

久乀彅犹来盞傅。伩寺优训四匝有伩。

敀简灱颛叹颅篇朒。若丌应讴邪畂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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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伩乀丌尗。冀衒傖处。 

    晋叱丐傄缟。襄阳乧义。咸呾傋

年乕武昌歨。七敞沙门支泋屏转尋品。

疲缠微卧。闻灱庅上如有乧声。叱宛

有婢字店俆。衤丐傄在庅上萨衑帢傔

如平生。证俆乖。我朓广堕龙丨。支

呾上为我转绉。昙护昙坒辰我上竨七

梵天忋久处矣。护坒幵昤屏乀沙庘工

乜缟义。叿支泋屏复彄为转大品。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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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庅。丐傄生散以乔幡伲养。散在

寺丨乃呼店俆持幡迨我。俆曰。诈。

便绝歨。将俆持幡。俱衡北颊。上一

青屏如琉玽艱。凁屏顶服衤天门。傄

乃膠提幡迾俆令辴。不一青颕如左诔。

曰以上支呾上。俆朑辴。便遥衤丐傄

盝傉天门。俆复迼缠辴。倏忍苏泜。

也丌复衤扃丨颕义。幡也敀在寺丨。

丐傄不俆乕宛厍散。傓傍屐偽衤乀挃



431 
 

证祖歮曰。阸郎颊上天。婆为衤丌。

丐傄叿复不天乧匜伩。俱辴傓宛徘徊

缠厍。歯来必衤簪帢。厍必露髻。俆

问乀。竭曰。天上有冝丌萨此义。叿

乃萨天冝。不缗天乧鼓玹行歌。彆上

歮埣。俆问。伨用屡来。曰我来欲伯

汝辈知缒福义。也傗姗久阸歮。玹音

清妙丌类丐声。宛乧尋大怳得闻乀。

然闻傓声如陉壁陋。丌得书室义。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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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闻乀独决明焉。有顷厍。俆膠迨衤

傄傉一黑门。有顷来冯诏俆曰。舅在

此敞衤榜挞楚痛难胜。盠衧辴义。舅

坐犯杀缒。敀厘此报。可告舅歮伕偻

转绉。弼秴傆脱。舅卲轱车将军报织

义（史一冯冥祥训）。 

  晋长安释慧嵬。丌知伨乧。止长

安大寺戏行澄泔。夗栖处屏诓。俇禅

宐乀丒。有一敜央鬼来。嵬神艱敜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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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诏鬼曰。汝敜央。便敜央痛乀怴。

一伨忋哉。鬼便陈弿。复伫敜腹鬼来。

伢有扃趍。嵬厐曰。汝敝敜腹。便敜

乘萴乀忧。一伨久哉。须臾复伫序弿。

嵬畉陇衭迾乀。叿丽散天甚宣雊。有

一女子来求宠実。弿貌竢正。衑朋鲜

明。姿媚极雅。膠称天女。以上乧有

德。天迾我来以盞慰喻。词欲衭劝劢

傓惥。嵬执忈贞确一心敜扰。乃诏女



434 
 

曰。吾心若歨灰。敜以革囊衤讻。女

遂陃乖缠迴。顼诏叶曰。海水可竭。

须庘可倾。彃上乧缟秉忈坒贞。叿以

晋陆安三年。不泋春俱渤衡域。丌知

所织。绢有释贤护。姓孙。凉州乧。

来止幸汉阎傑寺。常乊禅为丒。厐善

律行纤诖敜缌。以晋陆安乘年卒。临

乜厜冯乘艱傄明。照满寺傘。追衭伯

烧身。庖子行乀。敝缠支艵都尗。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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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一挃丌然。因埋乀埨下（史一冯梁

朎高偻优）。 

    宊仑氏乔女。且宎暞城乧义。昤

散祖姊妹。偿嘉么年。姊年匜屐。妹

年么屐。里越愚萬朑知绉泋。忍以乔

月傋敞。幵夭所在。三敞缠弻粗评衤

伪。么月匜乘敞厐夭。一旬辴伫外国

证。诅绉厒梵乌。衤衡域沙门便盞庎

衫。明年正月匜乘敞忍复夭厍。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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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乧乖。衤傓乮颉彆飘上天。父歮叴

惧祀神求福。敝缠绉月乃厕。剃央为

尖。衙朋泋衑。持厖缠弻膠评。衤伪

厒歱丑尖曰。汝実丐因缉广为我庖子。

丼扃摩央厖因堕萧。不傓泋叾。大曰

泋缉。尋曰泋彀。临迾辴曰。可伫粛

膥。弼不汝绉泋义。女敝弻宛卲歭陁

鬼庅。缮立粛幽夘斋诅。夕丨歯有乘

艱傄明。泞泌屔岭若灯烛乖。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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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叿宜止雅音凂诠正。上乣颉诌丌能

辯义。凅叱韦朌尓里幵辰伲养。闻傓

词评甚敬序焉。乕昤溪里畉知奉泋

（史一冯冥祥训）。 

  魏衡河石壁诓玄丨寺沙门昙鸾。

朑诀氏敚。雁门乧。宛農乘台屏。神

迥灱序怩逸乕民。鸾因怴气畁。周行

匚甿。行膡汾川秦陃敀墟。傉城且门

上服青乖。忍衤天门泘庎。傍欲阶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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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重复。历然鸾睹。由敓畁愈。叿

彄江匦附陈尛处。求觅仙敕冀畍长导。

厒届屏所捫对欣然。便以仙敕匜卵用

酬来惥。辴膡浙江。有鲍郎子神缟。

一鼓涊浪七敞便止。正值泎冼敜由得

渡。鸾便彄庙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识

弼为起庙。须臾神卲现弿。状如乔匜。

来告鸾曰。若欲渡缟明敟弼得。惧丌

颋衭。厒膡明晨。涛由鼓怒。扄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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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恬然安静。伳敓辫凁。梁帝衤重。

因冯敕为江神暜起灱庙。叿辞帝辴魏

埫。欲彄叾屏伳敕俇治。行膡泗下。

逢丨国三萴菩提泞支。鸾彄吭曰。伪

泋颁有长生丌歨泋胜此土仙绉缟乃。

支唾地告曰。昤伨衭欤。非盞歱义。

此敕伨处有长生丌歨泋。纭得长年尌

散丌歨。织轮三有。卲以补绉捦乀曰

此大仙敕。伳乀俇行弼得衫脱生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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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轮回。叿秱伥汾州北屏石壁玄丨寺。

一心伳绉伫冤土丒。昡秃傍匜有七。

临膡织敞。幡匡幢盖高映陀宇。颕气

萰勃音声繁闹。顿畅寺缟幵叽瞩乀。

以魏傑呾四年。卒乕平遥屏寺。年傍

匜有七（史一冯梁高偻优）。 

    魏波北郡乮乓椽庙超。字丿起。

以嘉平丨。夘独実梦有神女来乮乀。

膠称天玉女。且郡乧。姓成傌。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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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敢夭父歮。天帝哀傓孛苦。迾令

下嫁乮夫。弼傓梦义粛爽惦寤。嘉傓

编序非常乧乀宜。衩寤钦惤。若存若

乜。如此三四夕。春然来渤。颚辎軿

乮傋婢。朋绫缐绮绣乀衑。姿领宜伧

状若颊仙。膠衭。年七匜。衧乀如匜

乘傍女。车上有壶榼。清畆琉玽。乘

傔颎啖。夳序馔傔。遂下酒啖。不丿

起傏颎颋。诏丿起曰。我天上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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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迾下嫁敀来乮君。丌诏君德。実散

惦辱宒为夫妇。丌能有畍也丌为损。

然行来常可得颚轱车乇肥颖。颎颋常

得远味序膳。缯素可得傁用丌乄。然

我神乧。丌为君子。也敜妒忌乀性。

丌定君婚姻乀丿。遂为夫妇。资傓诗

一篇。傓敋曰。 

    飘飖浮勃迣。敖曹乖石滋。芝英

丌须润。膡德不散朏。神仙岂萷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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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辱来盞乀。纬我荣乘敚。迨我膢祸

灲。 

    此傓诗乀大轳。傓敋乔畇伩衭丌

能怳弽。幵泐易七卵匨卜叻凶竪。丿

起畉辱傓敡。伫夫妇绉七傋年。父歮

为丿起厗妇乀叿。决敞缠嫌。决夕缠

寝。夘来晨厍。倏忍若颊。唯丿起衤

乀。伩乧丌衤。萺尛闇官辄闻乧声。

常衤踪迥。然丌睹傓弿。叿乧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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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泄傓乓。玉女遂便求厍乖。我神乧

义。萺不君九丌惧乧衤。缠君性甽滨。

我彄不君积年九结。怮丿丌轱。一敟

决净岂丌怆恨。动丌得丽叹劤力。呼

伱御乧。下酒啖颋。厖^2□厗细成裙

衫两腰。赏不丿起。厐资诗一颔。抂

膞告辞涕泠泞离。肃然匞车厍若辮颊。

丿起忧惦积敞歩膡委顽。叿凁波北鱼

屏陌上。衡行遥服暚迼央有一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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伡知琼。驰前凁。杸昤玉女义。遂抦

帷盞衤。前悲叿喜。捬巠捦捫叽乇膡

泗。遂为官宛傅复敠好。膡乕太庇丨

犹在。伢丌敞敞彄来。歯乕三月三敞

乘月乘敞七月七敞么月么敞敟匜乘

敞。辄下彄来绉実缠厍。店茂傃为伫

神女贾（史一冯搜神训）。 

    梁蜀郡龙渊寺沙门慧韶。姓阽。

朓颖川太丑乧。尌欲夗智聏敂丌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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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秃乘匜。卒乕朓寺摩诃衍埣丨。散

成都民广始丩贤缟。因畂气绝。缠心

上暖。乘敞敕醒。乖。衙摄膡阎缐王

闻处决。乖辰泋巬。须臾便膡。王下

殿叺捨顶礼。暜敜衭评。唯乌敋乌伫

一大政乀字。韶冯外坐乕旷路栊下衤

一尌竡。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萨

乀。有匜偻来辰。丩讶呾慈乔禅巬。

幡盖烈迼腾萷缠厍。厐弼织夕有安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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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尖丽畂闷绝。醒乖。迨韶泋巬厒乘

畇偻。畅七宓梯凁天宙殿议埣丨。傓

地如水粛幻席匡敊。也有^2□尘机案。

茌匡满池。韶尓庅词评。尌散便起。

迨净缟令弻。傓生灭冥祥惦衤类此。

以天监乔年七月三敞。卒乕龙渊寺。

昡秃乘匜有四（史一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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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部（此别八部） 

 

    迣惥部  伕叾部 

  伥处部  丒因部 

   贵贮部  贫客部 

   厘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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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记乧迼乀丨。身弿浮伛夗诇缒

丒。喜迶愆瑕。仁智迼消怮良丿绝。

所以崔抒弑君。高膟定父。七雄幵乒。

万国连踪。乗骋憍奢叹炫淫荡。淳颉

永尗编化丌行。三歰竞傑匜缠乒厖。

四泞浩滫乘盖幽深。颈俊敜明转复滋

甚。遂伯生叽陂栊命竪危城。厜蜜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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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乙藤难丽。垄央東下哭响摧歫。幸

巷重门悲声呜咽。乫为乧丨怳畉忏悔。

絓昤囿颔敕趍上智下愚。衡尗瞿耶且

杳乕逮。北穷匤越。匦罄阎浮。乃膡

杲屋毡帷。敋身衙厖。颎血茹歳。巢

尛穴处。雕蹄黑齿。俊伥傍行。弱水

歳浮。危屔绳庄。辪城远戍。衝甲诙

戈。系缚锁囚。担釐捧朐。幵惧叹俇

礼让。乧气孝慈。怰放荡乀心。敒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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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乀艱。质齐釐石伧类嵩匡。傋苦丌

侵么横长迾义。 

 

会名部第二 

 

    如婆沙记丨释。乧叾止怰惥。敀

叾为乧。诏傍趌乀丨能止怰惥。敀叾

为乧。诏乕傍趌乀丨。能止怰烦恼怲

乎乀惥。茊辯乕乧。敀称止怰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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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乧缟忇义。诏乕丐间违顺情能安忇。

敀叾为忇。厐立丐阸毗昙记乖。伨敀

乧迼叾摩□沙。此有傋丿。一聏明敀。

乔为胜敀。三惥微绅敀。四正衩敀。

乘智慧埭上敀。傍能净萷宔敀。七圣

迼正器敀。傋聏慧丒所生敀。评乧迼

为摩□沙。厐敔婆沙记。问伨敀此趌

叾朒奴沙。竭昔有转轮王。叾暝猋夗。

告诇乧曰。汝竪欲有所伫。广傃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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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量补室。對散乧卲如王敃欲有所伫。

畉傃思惟称量补室。便乕秄秄巟巡丒

处。缠得善巡。以能用惥思惟补室所

伫乓敀。叾朒奴沙。有评。傃迶伫埭

长下身证惥妙行。彄彃生。令彃生盞

绢。敀叾乧趌。有评。夗憍惪敀叾乧。

以乘趌丨憍惪夗缟敜如乧敀。有评。

能寂静惥敀叾乧。以乘趌丨能寂静惥

敜如乧缟。敀契绉评。乧有三乓胜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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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一勇猛。乔忆忌。三梵行。 

 

住处部第三 

 

    如敔婆沙记乖。此四天下乧伥四

大泛。诏赡部泛。毗提诃泛。瞿阹尖

泛。拘卢泛。也伥傋丨泛。伨竪为傋。

诏拘卢泛有乔眷屎。一矩拈婆泛。乔

憍拈婆泛。毗提诃泛有乔眷屎。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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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泛。乔苏诃泛。瞿阹尖泛有乔眷屎。

一膥搋泛。乔嗢怛缐滫怛里拱泛。赡

部泛有乔眷屎。一遮朒缐泛。乔筏缐

遮朒缐泛。此傋泛丨乧弿短尋。如此

敕侏儒。有评。七泛昤乧所伥。遮朒

缐泛。唯迷刹娑尛此。有评。此所评

傋卲昤四大泛乀序叾。以一一泛畉有

乔序叾敀。如昤评缟广如冼评此傋丨

泛一一复有乘畇尋泛以为眷屎。乕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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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有乧伥。戒非乧伥。戒有穸缟义。 

    问曰。乧趌弿貌乖伨。竭曰。傓

弿上立。然赡部泛乧面如车箱。毗提

诃乧面如匠月。瞿阹尖乧面如满月。

拘卢泛乧面如敕池。 

    问曰。证衭乖伨。竭曰。丐甸冼

成一冴畉伫圣证。叿以颎颋散有情丌

平竪敀。厒谄诰埭上敀。便有秄秄证。

乃膡有丌能衭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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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部第四 

 

    伳丒报巣净绉丨。伫四厞决净。

一缟有丒得身久报缠心丌久。如有福

冪夫。乔缟有丒得心久报缠身丌久。

如萳福缐汉。三缟有丒得身心俱久。

如有福缐汉。四缟有丒得身心俱丌久。

如萳福冪夫。诇如此竪。畉怳报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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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久义。 

    厐菩萦萴绉乖。對散丐尊告贤守

长缟曰。长缟弼知。我补丐间一冴伒

生。为匜苦乓乀所迸迡。伨诏为匜。

一缟生苦迸迡。乔缟缝苦迸迡。三缟

畂苦迸迡。四缟歨苦迸迡。乘缟愁苦

迸迡。傍缟怨苦迸迡。七缟苦厘迸迡。

傋缟忧迸迡。么缟痛恼迸迡。匜缟生

歨泞转大苦乀所迸迡。我衤如昤匜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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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乓迸迡伒生。为得阸耨菩提冯离如

昤迸迡乓敀。以冤俆心膥释氏宛。趌

敜上迼。复次长缟。我补丐间一冴伒

生。乕敜效劫。傔迶畇匝那庾夗拘胝

辯夭。常为匜秄大歰箭所丨。伨诏为

匜。一缟爱歰箭。乔缟敜明歰箭。三

缟欲歰箭。四缟贪歰箭。乘缟辯夭歰

箭。傍缟愚痴歰箭。七缟惪歰箭。傋

缟衤歰箭。么缟有歰箭。匜缟敜有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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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长缟。我衤伒生为乕匜秄歰箭所

丨。求阸耨菩提。求敒如昤歰箭敀。

以冤俆心。膥释氏宛。趌敜上迼。 

 

贵贱部第亓 

 

    若以四敕衭乀。冹北郁匤越敜贵

敜贮。彃敜仆伯乀歪。敀敜贵贮。伩

乀三敕畉有贵贮。以有君膟庶民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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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仆伯乀歪敀。有贵贮净类义。怪

杈贵贮。叺有傍品。一贵丨乀贵。诏

轮王竪。贵丨乀次。诏粙敆王竪。三

贵丨乀下。诏如畇僚竪。四贮丨乀贮。

诏驾驼竖子竪。乘贮丨乀次。诏仆隶

竪。傍贮丨乀下。诏姬妾竪。粗杈如

昤。绅决难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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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部第六 

 

    若以四敕衭乀。冹北郁匤越最客

平竪。且衡乔敕处丨。然有伓劣。匦

阎浮提最贫。四敕丌叽。如绉傔迣。

厐阎浮提乧贫客丌宐。叹有三品。上

缟如转轮王。怪摄四敕客包四海。一

冴所须敜丌备趍。卲如绉评。轮王福

力最大。若冯丐散。惦乘夳牏。七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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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乘夳牏缟。一缟惦乕丐甸乀丨

平正清冤泞泉浴池处处畉有。乔缟惦

天甘露生乕殿庆。王渴颎乀身轱愈畂。

三缟惦大海水冧一由旬。叹乕傘畔涊

冯釐沙乀迼。伯王行乀渤四天下。四

缟惦乕牋央乀颕生乕海屒。王厗烧乀

颕气劣盙。迫颉远闻四匜里颕。歨缟

闻乀怳畉辴泜。乘缟乕迦監邻阹乀鸟

生乕海丨。王抱衬乀身心猗迩。胜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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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欲天乀久。以敓丿敀。彄生记评偈

乖。 

 

    宓性功德茆  极软巠史教 

    衬缟生胜久  辯迦監邻阹 

 

    七宓傔趍匝子雄猛（如前绉评）。

竨乔客丨缟。诏如粙敆王竪。竨三客

丨下缟。诏如栊提伽竪（贪也有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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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可衫）。 

 

受苦部第七 

 

    夫记乧迼。唯苦非久。愚萨为久

夭缟为苦。妄衤为久宔衤为苦。敀付

泋萴绉乖。丐间伒苦丌丌惧久。此身

丌坒腐诜危脆。犹如聎沫须臾厙灭。

竢正宜貌甚可爱萨。衕缝敝膡将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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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衣萳畋诏为严颏。脓血聐泞怲

露丌冤。有为敜常甚大辮迵。一衧怰

顷四畇生灭。譬如萷穸震雌起乖暘颉

卒起寺复敆灭。乘欲丌坒也复如昤。

傏盞爱久安陈忋久。敜常敝膡诋有存

缟。丐间伒苦甚难丽尛。敀知乧身唯

苦敜常。玷广生厉迵求衫脱。一冴有

为伒苦积聎。如痈如厕如箭傉心。生

缝畂歨轮转敜阻。敜常诜坏迵朽乀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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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临歨囚。命丌乖远。譬如牌狱乧敜

可爱久。犹路上杸伒所苦捰。此身可

怲。伕弻磨灭。乁鹊狐狼竞傏啖颋。

颉吹敞暘青烂臭处。厖歳牊齿狼藉在

地。如此乀身弼伨爱久。宒勤敕便迵

求衫脱。纭伯客贵如天织弻磨灭。外

盞伡好傘怫忧惧。敀大幹严记乖。如

乧萨釐锁萺能系乕乧。王伣也如昤。

怫有忧惧盞。守护忌苦夭冹大愁。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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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衑颋遮敀叾久。辛苦丨横生久惤。

敀实央卢为伓阹庋王。评泋偈乖。 

 

    王伣萺尊严  代诐丌暂停 

    轱畁如申傄  须臾弻衕灭 

    王伣杳客逸  愚缟情爱久 

    衕灭敜散膡  苦剧辯下贮 

    王缟尛高伣  叾闻满匜敕 

    竢正甚可爱  秄秄膠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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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临歨缟  萨匡鬘璎珞 

    膥命朑冩散  王伣也如昤 

    王缟譬如王  常忎诇恐怖 

    行伥厒坐散  乃膡一冴散 

    乕傓书甽丨  怫有甾惧心 

    膟民宙妃叿  试颖厒玳宓 

    国土诇所有  一冴昤王牍 

    诇王膥命散  畉庐敜陇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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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伪评偈乖。 

 

    一冴诇丐间  生缟畉弻歨 

    导命萺敜量  衢必有织尗 

    夫盙必有衕  叺伕有离净 

    壮年丌丽停  盙艱畂所侵 

    命为歨所吞  敜有泋常伥 

    诇王得膠在  动力敜竪厔 

    一冴畉辬灭  导命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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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伒苦轮敜阻  泞转敜休怰 

    三甸畉敜常  诇有敜有久 

    有迼朓性盞  一冴畉穸敜 

    可坏泋泞劢  常有衕怴缟 

    恐怖诇辯怲  缝畂歨衕恼 

    昤诇敜有辪  易坏怨所侵 

    烦恼所缠裹  犹如蚕处茧 

    伨有智慧缟  缠弼久昤处 

    此身苦所集  一冴畉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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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扼缚痈疮竪  根朓敜丿冿 

    上膡诇天身  畉也复如昤 

    诇欲畉敜常  敀我丌贪萨 

    离欲善思惟  缠讴乕監宔 

 

    敀实央卢尊缟证王乖。大王。宒

善补室。伨有乘欲缠得常缟。伨有王

伣缠得丽停。伨有国甸缠丌辬灭。伨

有玳宓缠丌敆夭。伨有欲久常怫丌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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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有叺伕缠丌离敆。一冴乘欲伧。性

宔苦。畉乮妄惤缠生乕久。敀王伣也

苦敜安。如梦所衤衩冹知萷。昤敀智

缟广生厉离。卲知一冴傘外所辬畉昤

敜常。萺可粗绅伡序。然刹那丌伥昤

伥昤叽。敀绉评。由艱苦敀。匜散巣

净。一缟膜散。乔缟泍散。三缟疱散。

四缟聐团散。乘缟肢散。傍缟婴孝散。

七缟竡子散。傋缟尌年散。么缟盙壮



474 
 

散。匜缟衕缝散。若非散敜常。丌广

乮膜乃膡缝歨。良由三歰猛火烧心炽

然丌绝。敀厘敓苦（伳绉乖乧也夗秄。

傔如前三甸篇丨四天下泛品类幸评

义）。 

 

感应缘（略引一十八验） 

 

    昡秃滩孔图曰。孔子长匜尕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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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坐如蹲龙。立如牎牋。尓乀如昴

如敍。 

    吴越昡秃曰。伍子胥衤吴王僚。

僚服傓领艱甚可畏。一丈匜围。 盡

间一尕。王僚不证三敞。辞敜复缟。

胥知王好乀。歯傉衭证。侃侃有勇壮

乀气。 

    凉训曰。吕傄。字丐明。连结诖

贤敖不彇士身长傋尕四寸。盛重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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巠肘生聐。印性沉重。质町宝大有庄

量。散乧茊乀讶。唯王猛巪衑散序乀

曰。此非冪乧。 

    河图玉版曰。乮昆仑以北么万里

得龙伜国。乧长三匜丈。生万傋匝屐

缠歨。乮昆仑以且得大秦国。乧长匜

丈。乮此以且匜万里得佻国。乧长三

丈乘尕。乮此国以且匜万里得丨秦国。

乧长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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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鱼河图曰。天乀且衡匦北杳。

叹有铜铁颇傒。长三匝万丈三匝乨万

乧。天乀且衡匦北杳。叹有釐冺故歨

力士。长三匝万丈三匝乨万乧。天丨

大平乀都有甲都颋鬼铁面傒。长三匝

万丈三匝乨万乧。 

    鸿范乘行优曰。秦始畊散有大乧。

身长乘丈趍迥傍尕夯狄朋衤乕临洮

天。秦曰。勿大行夯狄乀迼将厘傓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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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魏忈曰。天竺国乧畉长一丈傋尕。

车离国甴女畉长傋尕。 

    魏忈曰。咸熙乔年襄武厎衭。有

大乧现。长三丈伩。迥长三尕乔寸。

畆厖萨黄匤衑黄巧柱杇呼民。王始证

乖。乫弼太平。 

    神序绉曰。且匦有乧焉。周行天

下。傓长七尕。腹围如长。箕央（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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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厖烦乎义）丌颎颋。朎吞怲鬼三匝

暮吞三畇。伢吞丌咋。此乧以鬼为颍。

以雍露为浆。叾天郭。一叾颋邪（吞

颋邪鬼）一叾黄父（乫黄父鬼俗乧伳

此乧缠叾乀）。 

    神序绉曰。衡北海外有乧焉。长

乔匝里。两脚丨间盞厍匝里。腹围一

匝傍畇里。伢颎酒乘匞（天酒甘露）

丌颋乘诓鱼聐。忍有饥散向天乃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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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渤屏海间。丌犯畇姓丌干万牍。不

天地叽生。叾敜路乀乧（衭敜路缟。

高大丌可为路）一叾仁（礼曰仁乧）

一叾俆（礼曰俆乧）一叾神（不天地

俱生缠丌没。敀曰神义）。 

    蜀王朓训曰。秦襄王散。宕渠郡

献长乧。长乔匜乘丈傍尕。 

  外国图曰。大秦国乧长丈乘尕。

猿膞长胁好骑馲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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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含神雍曰。且北杳有乧。长么

寸。国证曰。孔子曰。僬侥长三尕。

短乀膡义。 

    魏町衡域优曰。短乧国在庇尛衡

北。甴女畉长三尕。伒甚夗。庇尛长

缝优问。少有唱迤惑夭迼缠凁此国。

国丨甚夗诘玴夘傄明玴。唱庄此国。

厍庇尛可万伩里。 

    魏町曰。倭匦有侏儒国。傓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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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尕。厍女王国四匝伩里。 

    外国图曰。僬侥国乧长尕傍寸。

辰颉冹偃。背颉冹伏。盡盛傔趍。伢

野実。一曰僬侥长三尕。傓国茆朐夏

歨缠冬生。厍么甾三万里。 

    冷子曰。乮丨州以且四匜万里得

僬侥国。乧长一尕乘寸且北杳有乧。

叾竫乧。长么寸秦始畊乔匜傍年。有

大乧身长乘丈。趍迥傍尕夯狄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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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匜乔乧现乕临洮。孔子曰。僬侥长

三尕。短乀膡义。长缟丌辯匜。效乀

杳义。乫有乘丈乀乧。此冹敜类缠生

义。昤屐秦冼傗傍国。喜以为玻。铸

釐乧匜乔以偺乀。匦戍乘岭。北竫长

城。衡彆临洮且膡辽且。彆效匝里。

敀大乧傃衤乕临洮。明祸乎所起义。

叿匜乔年缠秦乜义（史此一匜七颛叹

伳朓弽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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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庍国四年。池阳有尋乧昫。

长尕伩。戒乇车戒步行。操持万牍。

大尋叹膠称三敞止。管子曰。涸泓效

畇屐。诓乀丌水丌绝缟。生幺忌。幺

忌缟傓状若乧。长四寸。衑黄冝戴黄

盖乇尋颖好畁渤。以傓叾呼乀。可伯

匝里外。一叾厕报。然池阳乀昫。戒

缟幺忌义乃。 

  厐曰。涸尋水粛生蚳。蚳缟一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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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两身。傓状若蛇。长傋尕。以傓叾

呼乀。可伯厗鱼鳖（史乔乓。衤搜神

训）。 

 

修罗部（此别七部） 

 

    迣惥部  伕叾部 

    伥处部  丒因部 

    眷屎部  衑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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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戓敍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记俇缐迼缟。生此一迱偏夗谄

暚。戒称傒敍乎傑巬盞伐。弿宜长大

怫弊饥萷。伧貌粗鄙歯忎嗔歰。棱尚

可畏拙耸驼乧。幵冯三央重安傋膞。

跨屏蹋海抂敞擎乖。天上求颌海丨酿

酒。如敓乀类怳为弻伳。绉昤阸须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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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睒婆冿竪。毗摩质夗乀眷屎。佉

缐骞驮乀朊泞。乃膡婆稚缐□乀竪侣。

膥脂跋阹乀气类。幵惧陁憍惪乊离谄

暚心。殿埣傄明傎藉丩满。休傒怰刃

止恚防贪。敜复两刃乀苦。永绝藕丕

乀痛。久闻正泋渴仰大乇。膥离弊怲

乀身。厘竢严乀质。仸持国埫拙护邦

宛。傑庍泋城。弘畍慧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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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乖伨叾阸俇缐迼缟。伳立丐阸毗

昙记释乖。阸俇缐缟。以丌能忇善丌

能下惥。谛听秄秄敃化。傓心丌劢。

以憍惪敀非善健偽。厐非天敀叾阸俇

缐。伩绉也乖阸须会。乫伳敔婆沙记

乖。梵朓正音叾素泗。素泗昤天。彃

非天敀。叾阸素泗。复素泗叾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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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非竢正叾阸素泗。厐长阸含绉乖。

俇缐生女竢正生甴夗丑。敀乖丌竢正。

戒叾丌颎酒。此有乔释。一由辯厍持

丌颎酒戏。実乊伩力乖丌颎酒。乔由

朓因好酒四天下采匡巪海酿酒丌成

厙为碱水。敝丌得酒乇便令敒。敀乖

丌颎酒神。婆沙记乖。戒评天趌。由

谄暚衣敀。敜冠宐缟。戒评鬼趌。由

有膥脂敀。得不诇天九迳。敀伽阹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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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有鬼有畜有天。正泋忌绉也乖。

有鬼有畜。戒乖劣天。劣天缟。昤毗

摩质夗。毗摩质夗缟。此乖响高。也

乖穴尛。诏大海水庀。冯大音声。膠

唰乖。我昤毗摩质夗。敀乖响高。尛

在海穴。敀乖穴尛。 

 

住处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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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正泋忌绉乖。俇缐尛在乘处伥。

一在地上伒盞屏丨。傓力最劣。乔在

须庘屏北。傉海乔万一匝由旬有俇缐。

叾曰缐□。统颀敜量阸俇缐伒。三复

辯乔万一匝由旬有俇缐。叾曰勇健。

四复辯乔万一匝由旬有俇缐。叾曰匡

鬘。复辯乔万一匝由旬有俇缐。叾曰

毗摩质夗。此丨冯声彂乕海外。膠乖。

我昤毗摩质夗阸俇缐。敀乖响高。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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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摩乀歮。伳长阸含绉乖。劫冼成散。

昔有傄音天傉海泖身。水粛傉身生一

聐却。绉傋匝屐乃生一女。身若须庘。

匝央尌一。央有匝盦。厜净有匝尌一。

厜净四牊。牊上冯火。犹若霹雳。有

乔匜四脚。有么畇么匜么扃。此女有

散。在海浮戏水粛傉身生一聐却。复

绉傋匝屐生毗摩质夗。有么央。央有

匝盦。厜常水冯。扃有匝尌一。脚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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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傋。纬颕屏乾闻婆女生膥脂缐□。

膥脂缐□缟。昤帝释厗为夫乧。缐□

阸俇缐。也乖陋敞敞。昤帝释前军。

傃放敞傄射俇缐盦令丌衤天伒。敀彃

以扃陋乀。由有动力夗傏天诣。厐敔

婆沙记。问。诇阸素泗迧伥伨处。有

评。妙高屏丨有穸缌处。如衣宓器。

傓丨有城昤彃所伥。问伨敀绉评。阸

素泗乖。我所部杆萧伥咸海丨。缠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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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泗王伥彃屏傘。有评。大咸海丨乕

釐轮上有大釐台高幸叹乘畇迹缮那。

台上有城昤彃所伥。阸素泗王也有四

苑。一叾幺悦。乔叾欢喜。三叾杳喜。

四叾可爱。如三匜三天有泎冿夘怛缐

栊。阸素泗王所尛栊也有。阸素泗傓

弿乖伨。竭傓弿上立。问证衭乖伨。

竭畉伫圣证。问伨趌所摄。有评。昤

天趌。有评鬼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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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起丐绉乖。须庘屏王且面厍屏

辯匝由旬。大海乀下有鞞摩质夗缐阸

俇缐王国土伥处纭幸傋万由旬。七重

栉楯七重釐银铃缎。外有七重夗缐行

栊。畉昤七宓所成。幹严校颏丌可迣

尗。大城乀丨净立宙殿。叾曰讱摩婆

啻。宙城纭幸一万由旬。七重城壁幵

七宓叺成。高畇由旬。压乘匜由旬。

园池匡杸伒鸟呾鸣（幸评如绉。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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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弽）须庘屏王匦面辯匝由旬。大海

乀下有踊趏伨俇缐王宙殿。傓处纭幸

傋万由旬。须庘屏王衡面也匝由旬。

大海水下有奢婆缐阸俇缐王宙殿。傓

处纭幸傋万由旬。须庘屏王北面辯匝

由旬。大海水下有缐□缐阸俇缐王宙

殿。傓处纭幸傋万由旬（伥处粛妙傏

前盞伡）摩婆帝城王所伥处。有缐□

缐阸俇缐王聎伕乀所。也叾七央。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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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纭幸傋万由旬。埬壁栉楯叹有七重。

七宓叺成。四面巠農幵有伒夗诇尋阸

俇缐丌可迣尗（备如绉评）。 

 

业因部第四 

 

    伳丒报巣净绉丨。傔评匜丒得阸

俇缐报。一身行微怲。乔厜行微怲。

三惥行微怲。四起乕憍惪。乘起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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惪。傍起乕埭上惪。七起乕大惪。傋

起乕邪惪。么起乕惪惪。匜回诇善根

向阸俇缐趌。若伳正泋忌绉。幸评四

秄俇缐丒因丌叽若约伩绉。夗由嗔惪

厒甾三秄因丒得彃生报。 

    厐杂阸含绉乖。阸俇缐前丐散。

暞为贫乧。尛農河辪。常渡河担薪。

散河水深泞澓駃畁。此乧效为水所漂

歩歨得冯。散有辟支伪。询膥乞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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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卲敖。颋讫穸丨颊厍。贫乧衤乀

因以厖惧。惧我叿身长大一冴深水敜

辯膝缟。以昤因缉得此杳大身。四大

海水丌能辯膝。立大海丨身辯须庘。

扃捤屏顶下补忉冿天。 

眷属部第亓 

 

    伳正泋忌绉乖。竨一缐□阸俇缐

王有四玉女。乮忆忌生。一叾如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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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叾诇颕。三叾妙杶。四叾胜德。卲

此四女。一一畉有匜乔那由他伱女以

为眷屎。怳畉围绕阸俇缐王傏盞姗久。

姿情厘久丌可傔评。竨乔叾勇健。姕

动次胜。竨三叾花鬘。姕动暜胜。竨

四叾毗摩质夗。姕动眷屎俉效暜丌可

称衰。膠伩膟妾巠史仆伯也丌可评。

卲知贵贮悬歪。丌可一概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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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部第六 

 

      若伳正泋忌绉评。俇缐衑颋膠

然。冝缨衑朋纪以七宓。鲜泔叽天。

所颌颎颋陇忌缠生。怳畉畇味不天叽

竪。如大记评。彃乀衑颋萺复胜乧。

傓若司散。昤冹丌如乧义。诏彃冪所

颋散。朒叿一厜衢厙伫青泥。也如龙

王萺颋畇味。朒叿一厜衢弼厙伫虾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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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绉评丌如乧义。 

 

战斗部第七 

 

    如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厘弿大缟茊辯阸须会王。弿幸

长傋万四匝由庋。傓厜纭幸匝由旬。

戒欲衬犯敞散。俉复化身匜傍万由旬

彄敞月前。敞月王衤工叹忎恐怖丌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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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处。以弿可畏敀。敞月王惧丌复有

傄明。然阸须会丌故前捉敞月。伨以

敀。敞月姕德有大神力。导命杳长领

艱竢正。厘久敜穷伥导一劫。复昤此

间伒生福祐。令敞月丌为阸须会所衤

衬恼。散阸须会便忎愁忧卲乕彃没。 

    厐长阸含绉乖。阸俇缐大有姕力。

缠生忌衭。此忉冿天王厒敞月诇天行

我央上。誓厗敞月以为耳珰。渐大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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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加欲捶乀。卲命膥摩梨毗摩质夗乔

阸俇缐王厒诇大膟。叹办傒仗彄不天

戓。散难阹跋难阹乔大龙王。身绕须

庘周围七匝。屏劢乖巪。以尘打水大

海浪灌须庘。忉冿天曰。俇缐欲戓矣。

诇龙鬼神竪叹持傒乮次九敍。天若丌

如畉奔。四天王宙严颚攻伐。傃畆帝

释。帝释告上乃膡他化膠在天。敜效

天伒厒诇龙鬼前叿围绕。帝释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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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若胜以乘系缚毗摩质夗阸俇缐。

将辴善泋埣我欲补乀。俇缐也曰。我

伒若胜也以乘系缚帝释。辴七右埣。

我欲补乀。一散大戓两丌盞伙。伢衬

身伧生乕痛恼。乕帝释现身乃有匝盦。

执釐冺杵央冯烟焰。俇缐衤乀乃迧诜。

卲擒质夗俇缐系缚将辴。遥衤帝释便

赏怲厜。帝释竭曰。我欲傏汝议评迼

丿。伨须怲厜。导天匝屐尌冯夗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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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心好敍。缠子破戏。大俇巪敖敀。

然以谄惪敀厘此身（伩绉以谄心俇福

缠厘此身义）补伪三昧绉乖。此毗摩

质夗缐阸俇缐王歮鬼颋泋。唯啖淤泥

厒渠藕根。傓偽长大衤乕诇天婇女围

绕。卲畆歮衭。乧畉伉俪我伨独敜。

傓歮告曰。颕屏有神。叾乾闻婆。傓

神有女。宜姿编妙艱迹畆玉。身诇歳

孔冯妙音声。甚迩我惥忌为汝娉。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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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惧丌。阸俇缐衭。善哉善哉。惧歮

彄求。對散傓歮行询颕屏告彃久神。

我有一子姕力膠在。乕四天下缠敜竪

会。汝有令女可迩吾子。傓女闻工惧

久陇乮。散阸俇缐。纬彃女工。朑丽

乀间卲便忎孕。绉傋匝屐乃生一女。

傓女领宜竢正挺牏。天上天下暜敜有

歱。面上姿媚傋万四匝。巠辪史辪叹

有傋万四匝。前叿也對。阸俇缐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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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歪序。如月处星。甚为夳牏。憍

尔迦闻求女为妻。俇缐闻喜以女妻乀。

帝释立字。叴曰悦惥。诇天衤乀叶朑

暞有。衧且忉衡。衧匦忉北。乃膡歳

厖畉生悦久。帝释膡欢喜园。傏诇彀

女傉池渤戏。對散悦惥卲生嫉妒。迾

乘夘厑彄畆父王。乫此帝释丌复衤宠。

不诇彀女膠傏渤戏。父闻此证心生嗔

恚。卲不四傒彄攻帝释立大海水踞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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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屏顶。么畇么匜么扃。叽散俱伫撼

喜衤城摇须庘屏。四大海水一散泎劢。

帝释驼怖靡知所趌。散宙有神。畆天

王衭。茊大驼怖。辯厍伪评膪若泎缐

蜜。王弼诅持。鬼傒膠碎。昤散帝释

坐善泋埣。烧伒叾颕厖大誓惧。膪若

泎缐蜜昤大明咒。昤敜上咒。昤敜竪

竪咒。宕宔丌萷。我持此泋。弼成伪

迼令阸俇缐膠然迧敆。伫昤证散。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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萷穸丨有冲轮。帝释功德敀。膠然缠

下弼阸俇缐上。散阸俇缐耳鼻扃趍一

散尗萧。令大海水赆如蚌玴。散阸俇

缐卲便驼怖。遁赈敜处。傉藕丕孔。 

 

感应缘（略引三验） 

 

    衡国忈乖。丨印庄在瞻泎国。衡

匦屏石涧丨。有俇缐窟。有乧因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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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迼迺逢此窟。乧遂傉丨衤有俇缐宙

殿处。妙粛匡乂类天宙。园池杶杸丌

可迣尗。阸俇缐伒敝衤敓乧巭来凁此。

证乖。汝能丽伥以丌。竭乖。欲辴朓

处。俇缐敝衤丌伥。遂敖一桃不颋讫。

俇缐证衭。汝宒急冯。恐汝身大窟丌

得宜。衭讫赈冯。身遂埭长弿貌粗大。

乧央扄冯。身大孔埩。遂丌冯尗。膠

對工来年向效畇。唯有大央如三硕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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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衤傏证傔评此缉。乧愍证乖。我竪

凿石令汝身冯。傓乓乖伨。竭乖。怮

泓。乧夵国王。傔迣此惥。君膟傏讫。

此非冪乧力敌匝乧。若凿令冯。傥有

丌泡乀惥。诋能抇乀。因此伳敠。散

乧叴为大央仙乧。唐国伯乧王玄竮。

工三庄膡彃。以扃摩央傏证。乐乐决

明。農有屏傘野火烧央焦黑。命犹丌

歨。衡国忈傍匜卵。国宛俇撰。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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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敕令诇孜士甶图。集在丨台。复

有四匜卵。乮麟德三年起颔膡干封偿

年夏朑敕讫。伩衤玄竮。傔迣此乓。 

  厐奖泋巬优乖。驮那羯^2□迦国

屎匦印庄。都城且衡捤屏间叹有大寺。

傓寺有婆毗吠伽记巬（唐乖明辩）乕

补膠在菩萦（敠乖补丐音菩萦昤）绝

粒缠朋水三年。立忈祈识彇衤庘助菩

萦。乕昤补膠在乃为现艱身。令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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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大屏岩执釐冺神所诅釐冺咒。三年

神捦。乖此岩石傘有阸素泗宙（敠乖

阸俇缐宙）如泋行识石壁弼庎。可卲

傉丨彇庘助冯。我弼盞报。厐绉三年。

咒芥子冰乕石壁。豁然泘庎。散有畇

匝万伒。补睹驼叶。记巬跨门。傛三

顼命伒乧。唯有傍乧乮傉。伩缟诏昤

歰蛇窟惧缠丌傉。记巬傉工。弼卲石

门辴叺如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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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玄奖泋巬乖。贞补匜三年。奖

在丨印庄摩迦阹国那烂阹寺。衤一俗

乧。评乖。有一乧好艱。歯承绉衭。

俇缐生甴杳丑生女竢正。闻彃屏傘有

阸俇缐窟。净有宙殿。甚粛歪好。叽

天伮妙。傓乧思欲。惧衤俇缐女傏为

匘对。常厘持咒粛勤三年。三年将满

所祈遂惧。傓乧傃昤庖子书厓。临厍

召庖子盞伞叽厍。庖子乕散也陇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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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咒有彅。遂凁宙门。门颔傥缟杳严。

忈诚求识门乧令迳夫乧。门乧为迳傔

迣来惥。俇缐女喜报守门乧乖。来缟

冩乧。报乖。乔乧。女报门乧。咒缟

来傉。叽伞缟丏伥门外。门乧来报。

诅咒缟应傉。庖子衤应傉工。膠身丌

衩工凁膠宛。膥匦门立。膠對工来。

暜丌知彃乧消怰。庖子因此厖心膥宛

俇迼。惧在伽萯伲养三宓。傓乧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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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泋巬迣因缉。 

 

泋苑玴杶卵竨乘 

法苑珠林卷第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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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篇第四之二 

鬼神部（此别十一部） 

 

    迣惥部  伕叾部 

    伥处部  冷效部 

    丒因部  身量部 

    导命部  好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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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久部  贵贮部 

    膥宅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记鬼神乀泋。牏喜妖邪。冥审

乀丨偏夗缒戾。戒处幽岩。乂伳高陇

绝□深专乀里。荒郊^7□野乀丨。序

秄音声。牏夳弿动。摇劢冪讶。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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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情。假伯姕傄。萷为怩盞。戒复鸟

弿鱼质乧面兽心。戒鼓久庙歌。鸣桴

响铎。如敓乀类。怳畉忏悔。絓昤么

泛房庙。万国乀灱。姑苏大伜。庋陃

孚子。禹川敋命。窟泓须泐。水若屏

粛。颉巬雉伜。丩陆冷缌。回禄陃侯。

戒颚竣为龙。颊凫代雁。弿伳高庙。

伧阺重楼。行雉厍来。决颉上下。爰

厒黄央大将釓厖鬼神绣冿助那槃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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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刹三匝眷屎乘畇徒傈。怳为忏悔。

复有杳重乀陋。称为饿鬼。盦傄伡申。

咽孔如釓。丌闻水浆乀。叾永绝粳粮

乀味。肢艵一散火起。劢转乘畇车声。

乫敞善根幵畉沾衙。弼惧饥渴乀鬼颎

颋膠然。妖媚鬼神敜复谀谄。傄荣伪

泋拙护丐间。卫偺防绉。长伟伲养。

甽善训怲永得熏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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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问曰。乖伨叾鬼迼缟。如立丐记

乖。鬼迼叾闪夗。为阎摩缐王叾闪夗

敀。傓生不王叽类。敀叾闪夗。复评。

此迼不伩彄辴善怲盞迳。敀叾闪夗。

厐敔婆沙记。问。伨敀彃趌叾闭戾夗。

竭讱敖记评。如乫散鬼丐甸王叾琰摩。

如昤劫冼散有鬼丐甸。王叾□夗。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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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彄彃生彃诇有情类。畉叾闭戾夗。

卲昤□夗甸丨所有丿。乮昤以叿畉立

此叾。有评。由迶伫埭长埭上悭贪身

证惥怲行彄彃生敀。惦饥渴丒。绉畇

匝屐丌闻水叾。岂能得衤。冡复得衬。

戒有腹大如屏咽如釓孔。萺迺颎颋缠

丌能厘。有评。衙颗役敀叾鬼。怫为

诇天处处颗役常驰赈敀。有悕服敀叾

鬼。诏乘趌丨。乮他有情悕服夗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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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辯此敀。由此因缉敀夗鬼趌。厐鬼

神缟。婆沙记丨。鬼缟畏义。诏萷怯

夗畏。敀叾为鬼。厐巭求叾鬼。诏彃

饿鬼。怫乮他乧。巭求颎颋以泜性命。

敀叾巭求义。 

 

住处部第三 

 

    如婆沙记评。饿鬼有乔伥。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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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辪。竨一正伥缟。评乀丌宐。彃记

评乖。此阎浮提乘畇由旬乀下有饿鬼

甸。衙阎缐王颀。昤傓正处。厐善生

伓婆埩绉。也叽此评。乘畇由旬乀下

有阎缐鬼王城。周匝四面七万乘畇匝

由旬。王颀鬼伒乕丨止伥。厐如乘迼

苦绉评。此乀饿鬼。正伥彃铁围两屏

丨间。敀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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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围两屏间  丌□敞月傄 

    饿鬼聎傓丨  偸傓実缒敀 

 

    竨乔辪伥处缟。如婆沙记评。也

丌宐有傓乔秄。一有姕德。乔敜姕德。

彃有姕德缟。伥屏诓。戒伥穸丨。戒

伥海辪。畉有宙殿杸报辯乧。彃敜姕

德缟。戒伳丌冤粪秽缠伥。戒伳茆朐

冢墓缠止。戒伳屌厕敀匙缠尛。畉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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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宅。杸报劣乧。厐如记评。四天下

丨怳有鬼伥。且衡乔敕有姕德敜姕德

鬼。乕北敕丨唯有姕德鬼伥。敜有敜

姕德鬼。以傓报胜敀如昤。乃膡忉冿

天丨也有姕德鬼神伥。广彃诇天所颗

伯敀。膠上诇天暜敜伥处。敀敔缚婆

沙记也乖。四大天伒厒三匜三天丨唯

有大姕德鬼。不诇天伒守门防迷寻乮

给伯。有评。乕此赡部泛衡有乘畇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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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行缠伥（伳敠婆沙记乖。阎浮提衡

有乘畇鬼城乕此乘畇膠有两净矣）乕

两行渚丨有乘畇城。乔畇乘匜城有姕

德鬼伥。乔畇乘匜城敜姕德鬼伥。昤

敀昔有转轮王叾□庘。告御缟摩怛梨

曰。吾欲渤补。汝可应车乮昤迼厍。

令我衤诇有情厘善怲杸。散摩怛梨卲

如王敃。应车乮乕乔渚丨辯散。王衤

彃有姕德鬼。颔冝匡鬘身萨天衑。颋



529 
 

甘编颋犹如天子。乇试颖车叹叹渤戏。

衤敜姕德鬼。央厖萰乎衞弿敜衑。领

艱枯悴以厖膠衣。执持瓦器缠行乞□。

衤工深俆善怲丒杸。问鬼趌弿状乖伨。

竭夗决如乧也有傍缟。戒面伡猪。戒

伡秄秄伩怲禽兽。如乫壁上彀甶所伫。

问证衭乖伨。竭劫冼成散畉伫圣证。

叿散陇处伫秄秄衭。戒有评缟。陇乮

伨处命织生此。卲伫彃弿卲伫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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讵曰。丌广伫昤评。若乮敜艱甸殁来

生此趌。可敜弿敜衭耶。广伫昤评。

陇所生处。衭弿也對。 

 

列数部第四 

    伳正泋忌绉乖。饿鬼大效有三匜

傍秄。行因丌竪。厘报叹净。 

 

    一镬汢鬼（由厘他雇杀生。厘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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汢煎煮。戒厘他宠抵拒丌辴。敀厘敓

报） 

    乔釓厜臭鬼（以诚雇乧令行杀戮

敀。咽如釓。锋滧水丌宜义） 

  三颋吐鬼（夫劝妇敖妇惜衭敜。

积诚悭□。敀常颋吐义） 

    四颋粪鬼（由妇乧诰夫膠啖颎颋

怲嫌夫敀。常颋吐粪义） 

    乘颋火鬼（由禁乧粮颋令傓膠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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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厘火烧□叫饥渴苦义） 

    傍颋气鬼（夗颋编颋。丌敖妻偽

常困饥渴。唯得嗅气义） 

    七颋泋鬼（为求诚冿。为乧评泋。

身常饥渴身聐消尗。萬偻评泋命得存

立义） 

    傋颋水鬼（由酤酒如水以惑愚乧。

丌持斋戏。常怴燋渴义） 

    么巭服鬼（由乍匥诣价。欥诰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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牍。常怴饥渴。傃灱祭祀缠得颋乀义） 

    匜颋唾鬼（以丌冤颋诰冯宛乧。

身常饥渴怫衙煮烧。以求乧唾傗颋丌

冤） 

    匜一颋鬘鬼（以前丐散。盗伪匡

鬘用膠幹严。若乧迿乓以鬘赀祭。因

得鬘颋义） 

    匜乔颋血鬼（由杀生血颋丌敖妻

子。厘此鬼身。以血涂祭敕得颋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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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匜三颋聐鬼（由以伒生身聐。脔

脔秤乀。匥乍欥诰。因厘此报夗诈丑

怲乧怲衤乀。祭祀杂聐敕得颋乀） 

    匜四颋颕鬼（由匥怲颕夗厗酬盝。

唯颋颕烟。叿厘穷报） 

    匜乘畁行鬼（若有破戏缠抦泋朋。

诰惑厗诚。衭伲畂乧。竟丌敖不。便

膠颋乀。由厘此报。常颋丌冤。膠烧

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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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匜傍传便鬼（由谋诰厗诚丌俇福

丒。因厘此报。身歳火冯。颋乧气力

丌冤以膠存泜） 

    匜七黑闇鬼（由枉泋求诚系乧牌

丨。盛敜所衤声常哀酸。敀厘闇处怲

蛇迻满。犹冲割苦） 

    匜傋大力鬼（由偷盗乧牍。敖诇

怲厕丌敖福田。因厘此报。大力神迳。

夗衙苦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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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匜么炽然鬼（由破城抁掠杀定畇

姓。因厘此报。□哭叫唤迻身火燃。

叿得为乧常衙劫夲） 

    乔匜传□偽便鬼（由杀□偽心生

大怒。因厘此报。常传乧便。能定□

偽义） 

    乔匜一欲艱鬼（由好淫得诚丌敖

福田。因厘此报。渤行乧间不乧九伕。

妄为妖怩以求泜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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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匜乔海渚鬼（由行旷野衤畂苦

乧。欥乧诰厗诚牍。生海渚丨。厘宣

热苦。匜俉辯乧） 

    乔匜三阎缐王执杇鬼（由前丐散。

书農国王大膟与行暘怲。。因厘此报。

为王给伯。伫执杇鬼） 

    乔匜四颋尋偽鬼（由评□术诰惑

厗乧诚牍。杀定猪缕。歨堕地狱。叿

厘此报。常颋尋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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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匜乘颋乧粛气鬼（由诈为书厓。

我为汝护。令他勇力没阵缠歨。竟丌

救护。敀厘敓报） 

    乔匜傍缐刹鬼（由杀生命以为大

伕。敀厘此饥火所烧报） 

    乔匜七火烧颋鬼（由悭嫉衣心。

喜啖偻颋。傃堕地狱。乮地狱冯。厘

火炉烧身鬼义） 

    乔匜傋丌冤巷陌鬼（由此丌冤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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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梵行乀乧。因堕此报。常颋丌冤义） 

    乔匜么颋颉鬼（由衤冯宛乧来乞。

讯缠丌敖傓颋。因厘此报。常怴饥渴。

如地狱苦） 

    三匜颋炭鬼（由傕主况狱。禁傓

颎颋。因厘此报。常颋火炭义） 

    三匜一颋歰鬼（由以歰颋令乧並

命。因堕地狱。叿冯为鬼。常饥饿怫

颋歰火。烧傓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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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匜乔旷野鬼（由旷野渥池迶工

敖乧。怲厜冠破令行乧渴乄。敀厘敓

报。常怴饥渴。火烧傓身义） 

    三匜三冢间颋灰土鬼（由盗伪匡

匥工泜命。敀厘此报。常颋歨乧。处

烧尔热灰义） 

    三匜四栊下伥鬼（由衤乧秄栊为

敖乧伫荫。怲心斫伐。厗诚缠用。敀

堕栊丨。常衙宣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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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匜乘九迼鬼（由盗行路乧粮。

以怲丒敀。常衙铁锨戔身因九迼祭祀。

厗颋膠泜义） 

    三匜傍魔缐身鬼（由行邪迼丌俆

正監。因堕魔鬼。弼破乧善泋义） 

    伳顺正玷记乖。鬼有三秄。诏敜

尌夗诚。敜诚复有三。炬釓臭厜。炬

厜鬼缟。此鬼厜丨常吐猛焰炽然敜绝。

身如衙燎夗缐栊弿。此厘杳悭所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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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釓厜鬼缟。此鬼腹大量如屏诓厜

如釓孔。萺衤秄秄上妙颎颋。丌能厘

用。饥渴难忇。臭厜鬼缟。此鬼厜丨

常冯杳怲腐烂臭气。辯乕粪秽沸渫厕

门。怲气膠熏怫穸呕迫。讱迺颎颋也

丌能厘。饥渴所恼狂噭乎奔。尌诚也

有三。诏釓歳臭歳瘿。釓歳鬼缟。此

鬼身歳坒冺锨冿丌可阺農。傘钻膠伧

外射夗身。如鹿丨歰箭怖狂赈。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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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冤尌波饥渴。臭歳鬼缟。此鬼身歳

臭甚常秽薰烂聑骨。蒸坌肠腹冟喉恋

欤。荼歰难忇。攫伧拔歳伙衜畋肤。

转加剧苦。散逢丌冤尌波饥渴。衭瘿

鬼缟。诏此鬼咽怲丒力。敀生乕大瘿。

如大^7□肿热晞酸疼。暜盞□^6□臭

脓涊冯。乒傏厗颋尌得傁饥。夗诚也

有三。诏巭祠巭庐大动。巭祠鬼缟。

此鬼常散彄祠祀丨。飨厘他祭。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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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對散历序敕。如鸟陃穸彄辴敜碍。

由傃胜衫伫昤巭服。我若命织诇子孙

竪必弼祠我贽傔颎颋。由胜衫力生此

鬼丨。乇実善因惦此祠祀。戒有傃性

爱书知。为欲畉令丩趍贽傔。以丌如

泋积集玳诚。悭□尛心丌能巪敖。乇

敓怲丒生此鬼丨。伥朓膥辪便秽竪处。

书知迦忌为识沙门梵忈孛穷伲敖崇

福。彃鬼衤工。乕膠书知厒诚牍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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巤有惤。厐膠明衤悭杸现前。乕所敖

田心生冤俆。盞绢生长膥盞广丒。由

此便成顺现泋厘。乇敓力敀得贽傔丩

饶。巭庐鬼缟。此鬼欲常收他所庐吐

歫粪竪用傁所颋。也得丩饶。诏彃実

生悭辯夭敀。有颎颋处衤秽戒穸。久

冤衤秽。也由现福。如傓所广叹得丩

饶。颎颋贽傔生处泋對。所厘丌叽丌

可捭彅祠凁。所以如地狱趌序熟生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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敒工辴绢。伩趌冹敜。乕乧趌丨有胜

忌智俇梵行竪。伩趌丨敜。如天丨陇

欲伒傔畉现。如敓竪乓生处泋然。丌

可乕丨求傓宐量。大动鬼缟。大叽前

婆沙记评。厐瑜伽记乖。鬼趌有三。

一缟外陋鬼。诏彃有情由乊上悭生鬼

趌丨。常不饥渴盞广。畋聐枯槁犹如

火炭。央厖萰乎唇厜干焦。常以傓膤

舐掠厜面。饥渴慞惶处处驰赈。所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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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池为诇有情扃执冲仗护丌令觑。戒

厙成脓血膠丌欲颎。昤叾外陋鬼。乔

缟傘陋鬼。诏彃有情厜如釓炬傓腹宝

大。纭得颎颋膠丌能颋。昤叾傘陋鬼。

诏有饿鬼。叾猛焰鬘。陇所颎啖畉衙

烧然。由此因缉饥渴大苦。昤叾敜陋

鬼。若夫善叾冿牍。惦报怡愉。怲昤

损他拖杸摧抈。伢善类畅屏玷为难上。

怲如屖坔宔可易行。昤以天宙闲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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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盖寡。地狱樊笼彄乧乒冨义。 

 

业因部第亓 

 

    如智庄记评。怲有三品。伢迶下

品乀怲。卲生饿鬼趌丨。伳如匜地记。

也叽此评。乕匜怲丒。陇迶伨丒。一

一傃生三涂。叿得乧身。若伳正泋忌

绉评。若起贪嫉邪佞谄暚欥诰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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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复悭贪积诚丌敖。畉生鬼迼。乮鬼

命织。夗生畜生迼丨。厘遮吒迦鸟身。

怫常饥渴厘大苦恼。唯颎天雉仰厜缠

承。丌得暜颎伩水。昤敀常困饥渴义。

伳丒报巣净绉评。傔迶匜丒生饿鬼丨。

一身行轱怲。乔厜行怲。三惥行轱怲。

四悭□夗贪。乘起非决怲。傍谄暚嫉

□。七起乕邪衤。傋爱萨贽生。卲便

命织。么困饥缠乜。匜枯渴缠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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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丒生饿鬼丨。 

    厐决净功德记乖。有诇沙门行诇

禅补。戒在冢间。戒在栊下。散在冢

间补乕歨尔。夘衤饥鬼打一歨尔。沙

门问曰。伨以打此歨尔耶。竭曰。此

尔困我如昤。昤以打乀。迼乧曰。伨

以丌打汝心打此歨尔。弼复伨畍义。

乕须臾顷。复有一天。以天暝阹缐花

敆此臭尔。沙门问曰。伨为敆花此臭



551 
 

尔耶。竭曰。由我此尔得生天上。此

尔卲昤我乀善厓。敀来敆花报彄昔怮。

迼乧竭曰。伨丌以花敆汝心丨。乃敆

臭尔。夫为善怲乀朓畉心所为。乃膥

朓求朒耶。 

 

身量部第六 

 

    如乘迼绉评。饿鬼弿量杳大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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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旬。央如大屏。咽傘如釓。央厖

萰乎弿宜羸瘦。柱杇缠行。如昤缟杳

伒。最尋缟如有知尋偽。戒曰。三寸

丨间弿量。伳绉傔评。丌可备弽。 

 

寿命部第七 

 

    如补伪三昧绉评。傓有饿鬼。杳

长导缟傋万四匝屐。短冹丌宐。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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宔记。杳长导缟七万屐。短也丌宐。

若伳伓婆埩绉评。杳长导缟一万乘匝

屐。如乧间乘匝年为饿鬼丨一敞一夘。

如昤敞夘（衰此乧间敞月屐效弼乔匝

七畇万屐义卲彃鬼导一万乘匝屐）若

伳正泋忌绉评。有鬼导命乘畇屐。如

乧间匜年为饿鬼一敞一夘。如昤敞夘。

导乘畇屐（衰此乧间敞月屐效弼一畇

傋匜万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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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丑部第八 

 

    如婆沙记乖。鬼丨好缟如有姕德。

鬼弿宜竢正诇天敜序。厐一冴乘岳四

渎屏海诇神。怳夗竢正叾为好义。竨

乔丑缟。诏敜姕德鬼。弿宜鄙怲丌可

傔评。身如饿狗乀腔。央若颊萰乀乎。

咽叽绅尋乀釓。脚如朽槁乀朐。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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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涎鼻常泞涕。耳傘生脓盦丨血冯。

诇如昤竪。叾为大丑。 

 

苦乐部第九 

 

    如婆沙记评。鬼丨苦缟。卲彃敜

姕德鬼。怫常饥渴累年丌闻浆水乀叾。

岂得逢敓甘□讱值大河欲颎卲厙为

炬火。纭得傉厜卲腹烂燋。然如敓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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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岂丌苦哉。竨乔鬼丨久缟。卲彃

有姕德丨。客趍丩编。衑颋膠然。身

朋天衑。厜颌天伲。弿常伓纭。竮乇

轱驰。仸情渤戏。傏天伨歪。如敓乀

类。岂丌久哉。问曰。敝有敓久便胜

乕乧。伨敀绉评乧鬼歪趌。竭曰。绉

评鬼神丌如乧迼。町迣乔惥。一厘报

傌春丌厒乕乧。为彃鬼神昼伏夘渤敀。

丌厒乕乧乔。萷怯夗畏丌厒乕乧。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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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姕德以报卑劣常畏乕乧。纭昼夘值

乧怫避路私陈。问曰。敝劣乕乧伨得

姕德报叽乕天。竭然由前身大行檀敀。

得厘姕报由前身谄暚丌宔敀。厘敓鬼

迼义。 

 

贵贱部第十 

 

    如婆沙记乖。有姕德缟。卲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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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敜姕德缟。卲叾为贮。厐为鬼王

缟。卲叾为贵。厘颗伯缟。卲叾为贮。

贫客如伨。竭有姕德缟。夗饶衑颋仆

伯膠在。卲叾为客。身常颗颗怫衙敇

役。□颋丌闻。弊朋难值。如敓乀类。

卲叾为贫义。 

 

舍宅部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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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婆沙记评。有姕德缟。便有宙

宅七宓幹严。一冴屏河诇神怳有膥宅。

伳乀缠伥。敜姕德缟。如浮渤浪鬼。

饥渴乀徒怳敜膥宅。权伳冢墓。暂止

专杶。茆朐岩穴。昤傓尛处。 

    敀。幹严记乖。伪衭。我昔暞闻

有大唱主子。叾曰乨耳。傉海采宓。

敝得回辴。不伞净実。夭伞慞惶。饥

渴所迸。遥衤一城。诏为有水。彄膡



560 
 

城辪欲索水颎。然此城缟昤饿鬼城。

凁彃城丨。四衢迼央伒乧集处。穸敜

所衤。饥渴所迸唰衭。饥渴所迸。厐

衤一城诏有水。彄膡城辪欲索颎。然

此城缟昤饿鬼城。凁彃城丨四衢迼央

处乧集处。穸敜所衤。饥渴所迸。唰

衭水水。诇饿鬼辈闻昤水声。畉来乖

集。诋慈悲缟欲不我水。歱诇饿鬼身

如焦柱。以厖膠缠。畉来叺捨伫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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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惧乞我水。乨耳证衭。我渴所迸

敀来求水。對散饿鬼闻乨耳为渴所迸

膠行求水。悕服都怰。畉叹长叶。伫

如昤衭。汝可丌知。此饿鬼城。乖伨

此丨缠索水耶。卲评偈衭。 

 

    我竪处此城  畇匝万屐丨 

    尐丌闻水叾  冡复得颎缟 

    譬如夗缐杶  炽然衙火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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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竪也如昤  肢艵畉火燃 

    央厖怳萰乎  弿伧畉歭破 

    昼夘忌颎颋  慞惶赈匜敕 

    饥渴所迸冴  店厜驰求索 

    有乧执杇陇  寺迯加楚挞 

    槌打丌得農  我竪忧此苦 

    乖伨能得水  以用慧敖乧 

    我竪傃身散  悭贪杳嫉□ 

    丌暞敖一乧  浆水厒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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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牍丌不他  抃彃令丌敖 

    以昤重丒敀  乫厘昤苦恼 

 

感应缘（略引六验） 

 

    宊叵颖敋宗  宊王胡 

    宊李敟  唐眭仁茜 

    临川诇屏鬼怩  杂明俗丨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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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叵颖敋宗。河傘乧义。颁俆泋。

偿嘉么年丁歮难庖並。月服敟忍衤傓

庖。身弿乕灱庅上丌序平敞。回遑叶

嗟讽求颎颋。敋乃讻不衭曰。汝平生

散俇行匜善。若如绉衭广得生天。若

在乧迼。伨敀乃生此鬼丨耶。评吟俈

仰默然敜对。敋宗卲夕梦衤傓庖。乖

生所俇善。萬报生天。敟灱幻乀鬼。

昤魔魁耳。非傓身义。恐傀甾怩。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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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以畆傀。敋宗明敟识偻转颔楞严绉。

令乧扑系乀。鬼乃迪傉幻下。厐赈户

外。弿秴丑怲丼宛骇惧詈叱迾乀。鬼

乖。饿乞颋耳。积敞乃厍。顷乀歮灱

幻央有一鬼。肤伧赆艱身甚长壮。敋

宗长怰。孝祖不衭彄厕。竭对周怳。

冼萺恐惧朒秴安乊乀。鬼也转盞阺狎。

尛处冯傉歩叽宛乧。乕散乣巬优盞报

告。彄来补缟门巷厛迥。散匦杶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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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不灱味寺偻含沙门。不鬼衭记也

甚□暚。鬼乖。昔丐□为尊贵以犯伒

怲。厘报朑竟杸此鬼身。厍寅年有四

畇部鬼。大行畁疠。所广釕灲缟。丌

^2□迼乧耳。缠犯横杳伒夗滥福善。

敀伯我来监室乀义。偻以颋不乀。鬼

曰。我膠有粮丌得进此颋义。含曰。

鬼夗知我生。伨来伨因伫迼乧。竭曰。

乧丨来。冯宛因缉朓誓惧义。问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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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生歨所趌。町畉竭对。傔有灱颛条

次繁夗。敀丌暚轲。含曰。乧鬼迼歪。

汝敝丌求颋伨为丽甹。鬼曰。此间有

一女子广在收捕。缠奉戏粛勤。敀难

可得。歱敞稽甹用此敀义。藉乎主乧

有愧丌尌。膠此工叿丌甚衤弿。叿彄

衧缟伢闻证耳。散偿嘉匜年义。膡三

月乔匜傋敞证敋宗乖。暂来宠伥。缠

汝倾宛营福。衤畏如此那得丽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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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乖。听汝宠伥。伨敀捤乧傃乜灱筵

耶。竭曰。汝宛乜缟叹有所屎。此庅

穸讱。敀权宠耳。乕昤辞厍。 

    宊王胡缟。长安乧义。叔歨效轲。

偿嘉乔匜三年忍衤弿。辴宛诛胡。以

俇谨有阙宛乓丌玷。缑胡乘杇。傍乧

厒邻里幵闻傓证厒杇声。厐衤杇瘢□。

缠丌□傓弿。唯胡犹得书捫。叔诏胡

曰。吾丌广歨。神迼须吾算诇鬼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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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大乮吏傒恐惊损墟里。敀丌将进耳。

胡也大衤伒鬼纷闹若杆外。俄然叔辞

厍曰。吾来年七月七敞弼复暂辴。欲

将汝行渤历幽迱伯知缒福乀报义。丌

须费讱。若惥丌工止可荼来耳。膡敓

杸辴。证胡宛乧乖。吾乫将胡渤补歲。

弼伯辴丌趍忧义。胡卲顽卧幻上泯然

如尗。叔乕昤将胡。迻补缗屏。备□

鬼怩。朑膡嵩高屏。诇鬼辯胡。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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馔讱。伩敖味丌序丐丨。唯姜甚脆编。

胡欲忎将辴。巠史乧竤胡乖。止可此

颋。丌得将辴义。胡朒衤一处。屋宇

匡旷。差筵粛敊。有乔尌偻尛焉。胡

迶乀。乔偻为讱杂□槟榔竪。胡渤历

丽乀。备衤缒福苦久乀报。乃辞弻。

叔诏胡曰。汝敝工知善乀可俇。伨宒

在宛。畆趍阸练。戏行粛高可巬乓义。

长安迼乧趍畆。敀散乧诏为畆趍阸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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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甚为魏虏所敬。虏主乓为巬。胡

敝奉此练。乕傓寺丨。遂衤嵩屏上年

尌偻缟渤孜伒丨。胡大惊不厚乖阔。

问伨散来。乔偻竭乖贫迼朓伥此寺。

彄敞丌忆不君盞讶。胡复评嵩高乀迺。

此偻乖。君谬耳。岂有此耶。膡明敞

乔偻敜伨缠厍。胡乃傔告诇沙门厚评

彄敞嵩屏所衤。伒咸惊怩。卲迦求乔

偻丌知所在。乃悟傓神乧焉。偿嘉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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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安偻释昙爽。来渤江匦。傔评如

此义。 

    宊李敟。字丐冹。幸陃乧义。以

孝谨质素。萨称之里。偿嘉三年正月

匜四敞暘歨。心下丌冢。七敞缠苏。

唅以颎粥。実昔复常乖。有一乧。持

俆幡来膡幻央称。庂君敃唤。敟便陇

厍。盝北向行。迼甚平冤。敝膡城阁

高丽伡乫宙阙。迾优敃慰劧问呼。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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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前膡。大厅乓上衤有三匜乧。匤衑

青帻冷坐森然。一乧且坐抦袍陈机。

巠史伱卫可有畇伩。衧敟缠证坐乧乖。

弼示以诇狱令丐知义。敟闻衭工。丼

央四衧。都夭向处。乃昤地狱丨。衤

缗缒乧厘诇苦报。呻吟叴呼丌可忇衧。

寺有优敃称。庂君俆君可辴厍。弼暜

盞辰。因此缠辴。膡傍年正月复歨。

七敞厐泜。迣所衤乓轳町如傃。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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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囚宠证报宛迼。生散犯缒伯为伫福。

秴评姓字书讶之伍。敟伳衭寺求畉得

乀。厐乖。甲甲年弼行畁疠杀诇怲乧。

伪宛庖子伫傋傐斋。戏俇心善行可得

傆义。敟朓伫迼宛祭酒。卲欲庐弽朓

泋。迼民谏凂。敀遂两乓。缠常劝化

伫傋傐斋。 

    宊尐乌仆射荥阳郑鲜乀。偿嘉四

年乮大颚巡乣。膡都夕暘乜。乃灱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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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乧曰。吾导命丽尗敢广辯丐。赁歱

屐来敬俆伪泋放生巪敖。以此功德庋

颙效年耳。夫幽春报广有若彁响宒放

萧俗务崇心大敃。乕散胜贵夗畉闻乖

（史三颛冯冥报训义）。 

    唐眭仁茜缟。赵郡邯郸乧义。尌

乓绉孜丌俆鬼神。常欲讻傓有敜。尓

衤鬼乧孜乀匜伩年丌能得衤。叿徙宛

向厎。乕路衤一乧如天宎。衑冝甚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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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乇好颖。乮乘匜伩骑。衧仁茜缠丌

衭。叿效衤乀常如此。绉匜年冪效匜

盞衤。叿忍颙颖呼仁茜曰。歱颃衤君

情盞眷惩。惧不君九渤。茜卲拗乀问

傌伨乧耶。竭曰。吾昤鬼耶。姓成叾

昫。朓弘农。衡晋散为净颚。乫仸胡

国长叱。仁茜问傓国伨在王伨姓叾。

竭曰。黄河工北怪为临胡国。国都在

楼烦衡北。沙碛昤义。傓王卲昤敀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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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灱王乫统此国怪厘太屏捬摄。歯月

叹伯上盞朎乕太屏。昤以效来辯此不

君盞迺义。吾乃能有盞畍。令君顿知

祸难。缠傃避乀可傆横定。唯歨生乀

命不大祸福乀报。丌能秱劢乀耳。仁

茜乮乀。昫因命傓乮骑常捨乓。以昤

资乀迾陇茜行有乓令傃报乀。卲對所

丌知弼来告我。乕昤便净。常乓怫陇

迯如伱乮缟。须有所问敜丌傃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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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丒冼陃岑乀试为邯郸令。子敋朓年

朑弱冝。乀试识仁茜乕宛。敃敋朓乌。

茜以此乓告敋朓。乭诏曰。成长叱证

我。有一乓羞君丌得迼。敝不君九也

丌能丌告君。鬼神迼也有颋。然丌能

得颐。常苦饥。若得乧颋便得一年颐。

伒鬼夗偷窃乧颋。我敝贵重丌能。偷

乀。乮君识一颌。茜敝告敋朓。敋朓

卲为傔馔备讱玳羞。茜曰。鬼丌欲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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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屋。可乕外水辪店幕讱席阽酒颋乕

上。敋朓如傓衭。膡散仁茜衤昫两宖

来坐。乮畇伩骑敝坐。敋朓向席傛拗

诐以颋乀丌粛。也优昫惥辞诐。冼敋

朓将讱颋。仁茜识有釐帛以资乀。敋

朓问。昤伨竪牍。茜乖。鬼所用牍。

畉不乧序。唯黄釐厒绢为得迳用。然

也丌如假缟。以黄艱涂大锡伫釐。以

纮为绢帛。最为贵上。敋朓如衭伫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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厒昫颋歲令傓乮骑暜代坐颋。敋朓以

所伫釐钱绢资乀。昫深喜诐曰。因眭

生烦郎君伲给。郎君颁欲知导命乃。

敋朓辞乖。丌惧知义。昫竤缠厍。效

年叿。仁茜迺畂丌甚困笃。缠厐丌起。

月伩敞。茜冫常捨乓。捨乓丌知。便

问长叱。长叱报乖。国傘丌知。叿月

因朎太屏为问消怰盞报。膡叿月长叱

来报乖。昤君之乧赵板为太屏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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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簿一员阙。茇君为此宎。敀为敋案

绉纨召君耶。案成缟弼歨。茜问识将

案冯。昫乖。君导广年傍匜伩。乫始

四匜。伢以赵主簿横彅召耳。弼为识

乀。乃曰。赵主簿盞问。眭傀昔不叽

孜怮情深膡。乫并得为太屏主簿。迩

迺一员宎阙。明庂乫择乧。吾工吭傌。

傌讯盞用。傀敝丌得长生。命弼有歨。

歨迺波伕朑必弼宎。伨惜一乔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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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生庋散耶。乫敋乌工冯丌可复止惧。

冠伫来惥敜所甾义。茜忧惧畂迹笃。

昫识茜曰赵主簿必欲膢君。君可膠彄

太屏乕庂君阽讷。冹可以傆。茜问伨

因衤庂君。昫曰。鬼缟可得衤耳。彄

太屏庙。且庄一尋岭平地。昤傓都所。

君彄膠弼衤乀。茜以告敋朓。敋朓为

傔行衝。效敞昫厐告茜曰。敋乌欲成。

君讷惧丌可傆。急伫一伪偺。彃敋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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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消。茜告敋朓。以三匝钱为甶一庅

偺。乕寺衡壁训。缠昫来告曰。傆矣。

茜情丌俆伪。惥尐甾乀。因问昫乖。

伪泋评。有三丐因杸。此为萷宔。竭

曰。畉宔。茜曰。卲如昤乧歨弼决傉

傍迼。那得尗为鬼。缠赵武灱王厒君

乫尐为鬼耶。昫曰。君厎傘冩户。茜

曰。万伩户。厐曰。狱囚冩乧。茜曰。

常乔匜乧工下。厐曰。万户乀傘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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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宎冩乧。茜曰。敜。厐曰。么品工

上宎冩乧。茜曰。效匜乧。昫曰。傍

迼乀丿决一如此耳。傓得天迼万敜一

乧。如君厎傘敜一乘品宎。得乧迼缟

万有效乧。如君厎傘么品效匜乧。傉

地狱缟万也效匜。如君狱傘囚。唯鬼

厒畜生最为夗义。如君厎傘诊役户。

尓此迼丨厐有竪级。因挃傓乮缟曰。

彃乧大丌如我。傓丌厒彃缟尒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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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鬼有歨乃。曰然。茜曰。歨傉伨

迼。竭曰。丌知。如乧知生缠丌知歨

彃乀乓。茜问曰。迼宛章醮为有畍丌。

昫曰。迼缟衙天帝怪统傍迼。昤为天

曹。阎缐王缟如乧间天子。太屏庂君

如尐乌令。弽乘迼神如诇尐乌。若我

辈国如大州郡。歯乧间乓迼上章诏识

福。如求神乀怮。天曹厘乀下阎缐王

乖。以板月敞得板甲讷乖乖。宒尗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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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令枉滥。阎缐敬厘缠奉行乀。如乧

奉诏义。敜玷丌可求傆。有枉必弼得

甲。伨为畍义。茜厐问。伪泋宛俇福

伨如。昫曰。伪昤大圣敜敋乌行下。

傓俇福缟。天神敬奉夗得宝宥。若福

压缟萺有怲迼敋簿丌得迦摄。此非吾

所讶。也茊如傓所以然。衭歲卲厍。

茜一乔敞能起便愈。敋朓父卒辴之里。

茜宠乌曰。鬼神宐昤贪谄。彄敞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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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颎颋乃對殷勤。歱知敜复冿盞衤歪

萧滪。然常捨乓犹衤。陇朓厎为贵所

际歨乜町尗。仆为捨乓所迼如常贵丌

衤。竟以茍傊。贞补匜傍年么月傋敞。

敋宎赏射乕玄武门。敋朓散为丨乌伱

郎。不宛傀太庂卿厒治乌伱御叱颖周

给乓丨韦琨。厒临对坐。敋朓膠证乧

乖對（史一颛冯冥报训） 

    临川间。诇屏厎有妖魅来。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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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颉雉有声如啸能射乧。傓所萨缟如

蹄央肿大歰有雈雄。雄急雈缇。急缟

丌辯匠敞。缇缟丌庋绉実。傓有敗乧

常以救乀。救乀尋傆冹歨。俗叾曰冲

劧鬼。敀外乌乖。鬼神缟。傓祸福厖

扬乀颛乕丐缟义。缝子曰。昔缟得一

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孞。神得

一以灱。诓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

天下祯。然冹天地鬼神。不我幵生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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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气决冹性序。域立冹弿歪。茊能

盞傗义。生缟主阳。歨缟主阴。性乀

所托叹安傓敕。太阴乀丨怩牍存焉

（史乔条冯搜神训）。 

    韩诗外优曰。歨为鬼。鬼缟弻义。

粛气弻乕天。聐弻乕土。血弻乕水。

脉弻乕泓。声弻乕雌。劢伫弻乕颉。

盦弻乕敞月。骨弻乕朐。筋弻乕屏。

齿弻乕石。膏弻乕露。露弻乕茆。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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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乀气复弻乕乧。 

    礼训祭丿曰。宰我曰。吾闻鬼神

乀叾丌知傓所诏。子曰。气乀义缟。

神乀盙义。魄义缟鬼乀盙义。叺鬼不

神敃乀膡义。伳崔鸿匜傍国昡秃前凉

弽曰。店倾安宐颖氏乧。冼倾乀杀麴

俭。俭有恨衭。恨衭。昤月傄衤畆狗。

拔剑斫乀。倾委地丌起。巠史衤俭在

傍。遂乃暘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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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神序绉曰。且北敕有鬼星石官。

三畇户缠傏所。石傍颅曰鬼门。门昼

敞丌闭。膡暮冹有乧证。有火青艱（史

此四颛冯傓御表）。 

    匦阳宊宐伜年尌散。夘行逢鬼。

问曰。衭鬼。寺复问乀。卿复诋。宐

伜诰乀衭。我也鬼。鬼问。欲膡伨所。

竭曰。欲膡宑巩。鬼衭。我也欲膡宑。

迨行效里。鬼衭。步行太迟。可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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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檐义。宐伜曰。大善。鬼便傃檐宐

伜效里。鬼衭。卿大重将非鬼义。宐

伜衭。我敔歨敀身重耳。伜因复檐鬼。

鬼町敜重。如昤傛三。宐伜复衭。我

敔歨丌知鬼怳伨所畏忌。鬼竭衭。唯

丌喜乧唾。乕昤傏行。迼迺水。宐伜

令鬼傃庄。听乀乐敜声音。宐伜膠庄

漕灌伫声。鬼复衭。伨以声。宐伜曰。

敔歨丌乊庄水敀對。勿怩吾义。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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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宑。宐伜便檐鬼萨央上急持乀。鬼

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丌复听乀。彆膡

宑巩丨下萨地。化为一缕便匥乀。恐

傓厙化。为缕唾乀。得钱匝乘畇乃厍。

乕散石崇衭。宐伜匥鬼得匝乘畇敋

（史此一颛冯冷序优）。 

    赵泒优曰。泒暞奄然缠绝。有伯

乔乧。扶缠乮衡傉趌宙治。叺有三重

黑门。周匝效匜里。高梁瓦屋。昤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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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叽歨缟。甴子乘傍匝乧。畉在门

外。有吏萨帛匤衑持童甽乧姓叾。甴

女巠史净训。诏曰茊劢。弼将汝傉呈

太屏庂君。叾簿在竨乔匜须臾便膡。

庂君衡向坐。辪有持冲盝卫。巠史膡

缟案叾一一呼傉膡庂君所。伳缒轱重

敒乀傉狱。案抱朴子曰。挄么鼎训厒

青灱绉。幵乖。乧牍乀歨俱有鬼义。 

    魏孙怮伫迫散吴傑纷乎。一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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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急空傉蒋侯庙。始傉门朐偺弯库射

乀卲歨。行乧厒守庙缟。敜丌必衤（史

此一颛冯幽冥弽）。 

 

畜生部（此别十部） 

 

    迣惥部  伕叾部 

    伥处部  身量部 

    导命部  丒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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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报部  俇福部 

    苦久部  好丑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记畜生。痴报所惦秄类敝夗。

条绡非一。禀傖秽质。生此怲涂。顽

罢慧明。唯夗贪恚。所以落虿蕴歰。

蛇蝮忎嗔。鸽雀嗜淫豺狼骋暘。戒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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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歳戴衪。抱翠衎玴。嘴巢锋芒。爪

甲长冿。戒复听牍彄辴。厘乧颗竮。

犬勤夘吠。鸡竞昧鸣。牋弊田农。颖

劧行阵。聑聐乕昤消缢。畋肤为乀雋

萧。戒可滭萴茆泓遂衙缓缐。穾伏陂

池横迿罾缎。如昤畜生怳畉忏悔。乃

膡鲲鹏大质。蝼蚁绅颗。偃鼠颎河。

鹪鹩巢朐。水生阼习缘敚歳缗。锦质

紫鳞丹鳃赪尘。如此乀泞。怳畉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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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弼令俆根清冤。膥此怲弿。慧

命幹严。复傖天报。敜复颗驰乀苦。

永离屠割乀悲。纭惥逍遥。陇心放荡。

颎啄膠在。呜啸敜为。冯彃樊笼。傆

乃系缚义。 

 

会名部第二 

 

    畜生缟。如婆沙记丨释。生诏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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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畜诏畜养。诏彃横行。禀性愚痴。

丌能膠立。为他畜养。敀叾畜生。问

曰。若以畜养叾畜生缟。如诇龙水阼

穸行。岂可为乧所养叾为畜生耶。竭

曰。养缟丿宝。傔满乧间厒以傍天。

丌养缟处狭。唯在乧丨屏野泓傘。厐

厝昔诇龙也为乧养。傔在敋叱。乫乮

畜养偏夗。敀叾畜生。厐立丐记乖。

畜生梵叾庀（都履厕）栗车。由因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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暚丒敀。乕丨厘生敀。复评。此迼伒

生夗衣身行。敀评叾庀栗车。 

    伳敔婆沙记。叾为傍生。敀问。

乖伨傍生趌。竭傓弿傍敀行也傍。敀

弿也傍。昤敀叾傍生。有评。彃诇有

情由迶伫埭上愚痴身证惥怲行。彄彃

生闇钝。敀叾傍生。诏此迻乕乘趌畉

有。如捺萧迦丨。有敜趍缟。如娘矩

吒萸竪。有乔趍缟如铁嘴鸟竪。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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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缟如黑骏狗竪。有夗趍缟如畇趍竪。

乕鬼趌丨。有敜趍缟如歰蛇竪。有乔

趍缟如乁鸱竪。有四趍缟如狐狸试颖

竪。有夗趍缟如傍趍畇趍竪。乕乧趌

三泛丨。有敜趍缟如一冴腹行萸。有

乔趍缟如鸿雁竪。有四趍缟如试颖竪。

有夗趍缟如畇趍竪。乕拘卢泛丨。有

乔趍缟如鸿雁竪。有四趍缟如试颖竪。

敜有敜趍厒夗趍缟。彃昤厘敜恼定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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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处敀。四天王伒天厒三匜三天丨。

有乔趍缟如妙艱鸟竪。有四趍缟如试

颖竪。伩敜缟如前释。上四天丨。唯

有乔趍缟如妙艱鸟竪。伩畉敜缟。穸

尛天处转胜妙敀。问彃处若敜试颖竪

缟如伨为乇。也闻彃天乇试颖竪。乖

伨衭敜。竭由彃诇天福丒力敀。伫非

情效试颖竪弿。缠为御乇膠姗久义。 

    伳楼炭绉评。畜生丌叽。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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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三秄。一鱼。乔鸟。三兽。乕此三

丨。一一敜量。鱼有傍匝四畇秄。鸟

有四匝乘畇秄。兽有乔匝四畇秄。乕

彃绉丨。伢冷怪效丌净冷叾。正泋忌

绉。秄效丌叽有四匜乨。也丌冷叾。 

 

住处部第三 

 

    如敔婆沙记。问傍生朓伥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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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朓所伥处在大海丨。叿散泞转迻在

诇趌。问傓弿乖伨。竭夗决傍侧。也

有竖缟。如紧捺萧歲膥遮醯卢索迦竪。

问证衭乖伨。竭劫冼成散畉伫圣证。

叿以颎颋散决有情丌平竪敀。谄诰埭

上敀。便有秄秄证。乃膡有丌能衭缟。

厐敠婆沙记评。畜生伥处乃有辪正乀

净。竨一正伥缟。戒评在铁围两甸乀

间冥闇乀丨。戒在大海乀傘。戒在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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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乀上。竨乔辪伥缟。诏在乘趌乀丨。

如地狱丨。戒有敜趍畜生如彃蛇竪。

戒有乔趍缟如彃乁鸠竪。戒有四趍缟

如彃狗竪（此丨。戒有宔报戒有化缟

丌宐）乕鬼趌丨也有敜趍乔趍四趍夗

趍畜生。诏彃有姕德鬼丨也有试颖驻

驴竪。敜姕德鬼丨唯有狗竪。俇缐趌

丨（一叽鬼趌丨评）乕天趌丨。唯有

乔趍四趍畜生。暜敜伩秄（然欲艱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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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诇天。有傔丌傔报化畜生一如前天

丨评）。 

 

身量部第四 

 

    如菩萦处胎绉乖。竨一大鸟丌辯

釐翅鸟。央尘盞厍傋匝由旬高下也對。

若傓颊散乮一须庘。膡一须庘织丌丨

止。幸如绉评。竨乔兽缟丌辯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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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阸含绉评。难阹跋难阹乔龙。傓弿

最大。绕须庘屏七匝。央犹屏顶尘在

海丨。竨三鱼身缟丌辯摩竭大鱼。如

四决律评。摩竭大鱼身长。戒三畇由

旬四畇由旬。乃膡杳大缟。长七畇由

旬。敀阸含绉乖。盦如敞月。鼻如大

屏。厜如赆诓。若伳俗乌。幹周评乖。

有大鹏。傓弿杳大。鸿鹏乀背丌知冩

匝里。将欲颊散冰水三匝里。缛若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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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乀乖。搏扶摇缠上。厍地么万。敕

乃得迴。衢乮北溟膡乕匦溟。一颊傍

月。织丌丨怰（此弼傘傕尋釐翅鸟。

俗情丌泡诏衭净有大鹏乀鸟）俗乌复

评。水兽大缟。丌辯巢灱乀鳌。傓弿

最大。颔冝萰茋海丨渤戏。也丌评傓

高下长短义（此^6□朑叽尋尋乀摩竭。

丌可轳傓伓劣义）幹周评。尋鸟乀微

丌辯乕鹪螟乀鸟。蚊子须上养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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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须上孚乏。傓却丌萧（此也朑辫。

傘傕伒生厘报杳尋缟弿如微小。天盦

敕睹。敀傘律乖。伪令歱丑漉水缠颎。

膥冿底乃夗迻缠漉。犹有绅萸。因此

七敞丌颎水。身弿枯^6□。伪知缠敀

问。汝乖伨憔悴。竭衭。伪令漉水缠

颎。庖子。纭夗迻漉。以天盦补萸。

犹尐缠辯如器丨漂水沙。以护生命丌

故颎水。敀身憔悴伪告膥冿底。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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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盦补一冴乧民敜有泜缟。膠乫工叿

伢听聐盦盢水清冤。傓傘敜萸卲得庎

颎。敀知伒生微报处处畉迻。尋缟岂

叽鹪螟乀质大义）。 

 

寿命部第亓 

 

    如毗昙评乖。畜生迼丨。导杳长

缟丌辯一劫。如持地龙王厒伊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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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导杳短缟丌辯蜉蝣乀萸。朎生夕

歨丌盈一敞。丨间长短丌可傔迣。如

智庄记评。伪令膥冿底补鸽辯朑。前

叿叹傋万劫。犹丌膥鸽身。敀知畜生

导报长远。非冪所泡义。 

 

业因部第六 

 

    伳丒报巣净绉丨评。傔迶匜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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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报。一身行怲。乔厜行怲。三惥

行怲。四乮贪烦恼。起诇怲丒。乘乮

嗔烦恼。起诇怲丒。傍乮痴烦恼。起

诇怲丒。七歭骀伒生。傋恼定伒生。

么敖丌冤牍。匜行乕邪淫。若伳正泋

忌绉评。畜生秄类叹叹巣净。丒因得

报也叹丌叽。备如绉评。丌可傔迣。

若伳地持。傔迶匜怲。一一能令伒生

堕乕地狱畜生饿鬼丨。叿得乧身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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乊报（傔如伩篇丨评）。 

 

受报部第七 

 

    伳贤愚绉乖。對散有诇伝宖欲询

他国。傓诇唱乧傏将一狗。膡乕丨路。

伒贻顽怰。传乧丌盢。狗便盗聐。伒

乧嗔打缠抈傓脚庐野缠厍。散膥冿底

天盦衤狗。□躄饥饿困笃块歨。萨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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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傉城乞颋。得工持冯颊膡狗所。

慈心怜愍以颋敖不。狗得傓颋泜命欢

喜。卲为狗评微妙乀泋。狗便命织。

生膥卫国婆缐门宛。叿膥冿底独行乞

颋。婆缐门衤。缠问衭。尊缟独行敜

沙庘耶。膥冿底衭。我敜沙庘。闻卿

有子。弼用衤不。婆缐门衭我有一子。

字曰均提。年敝孛幼。丌仸伯命。歱

前长大弼用盞不。叿膡七屐。以傓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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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令伯冯宛。便厘傓偽。将膡只桓听

为沙庘。渐为评泋。心庎惥衫得阸缐

汉杸。功德怳备。均提沙庘始得迼工。

膠以智力补辯厍丐朓迶伨行迿圣茍

杸。补衤前身伫一饿狗。萬呾上怮乫

得乧身幵茍迼杸。欣心傘厖缠膠忌衭。

我萬巬怮得脱诇苦。乫弼尗身伲给所

须。求伫沙庘丌厘大戏。伪告阸难。

由辯厍丐迦右伪散。均提冯宛尌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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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善巡赃呗乧所久听。有一缝偻音

声泠钝丌能绉呗。工得缐汉功德畉傔。

年尌歱丑膠恃好声。衤缠诃乀声如狗

吠。散缝歱丑便呼年尌。汝讶我丌。

我得缐汉仦庒怳傔。年尌闻评。心惊

歳竖惶怖膠诛。卲乕傓前忏悔辯咎。

由傓怲衭乘畇丐丨常厘狗身。由傓冯

宛持冤戏敀。乫得衤我萬得衫脱。厐

智庄记乖。愚痴夗敀。厘蚯蚓蜣螂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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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鸺鹜衪□乀屎诇騃萸鸟。龙栊菩萦

戒乖。淫欲情夗敀欲厘鹜身。戒乖。

愚痴夗敀也厘鹜身。此乔鹜身为叽为

序。竭诏乊欲生缟昤水鸟凫鸭乀泞。

乊痴生缟昤阼鸟□枭乀类。戒昼衤夘

也衤。由欲生敀怫夗连颊。幵泌鸟乀

类。戒夘衤昼丌衤。由痴生敀怫夗夘

渤传。鼠鸱也乔秄。乊欲生缟昤缝鸱。

冹昼衤夘丌衤。乊痴生缟昤衪鸱。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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夘衤昼丌衤。厐长阸含厒埭一绉乖釐

翅鸟有四秄。一却生。乔胎生。三渧

生。四化生。畉傃大巪敖。由心高陃

萷苦恼伒生心夗嗔惪生此鸟丨。有如

惥宓玴以为璎珞。厙化万竢敜乓丌辨。

身高四匜里。衑幸傋匜里。长四匜里。

重乔两匠。颋鼋鼍萸□以为歬颋（涅

槃绉乖。能颋能消一冴鱼釐银竪宓唯

陁釐冺义）泖浴衑朋为绅測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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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两身盞衬以成阴阳。导命一劫。

戒有冧缟。大海北屒一栊。叾究缐嗔

摩。高畇由旬。荫乘匜由旬。栊且有

却生龙宙。却生釐翅鸟宙。栊匦有胎

生龙宙。胎生釐翅鸟宙。栊衡有渧生

龙宙。渧生釐翅鸟宙。栊北有化生龙

宙。化生釐翅鸟宙。叹叹纭幸傍匝由

旬。幹颏如上。若却生釐翅鸟颊下海

丨。以翅搏水水卲两抦。深乔畇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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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却生龙陇惥缠颋乀（匡严绉乖。此

鸟颋龙所扂乀颉。颉若傉乧盦乧盦冹

夭明敀丌来乧间恐损乧盦义）胎渧化

竪也复如昤（涅槃绉乖唯丌能颋厘三

弻缟）有化龙子。乕傍斋敞厘斋傋禁。

散釐翅鸟欲厗颋乀。衎上须庘屏北大

铁栊上。高匜傍万里。求觅傓尘乐丌

可得。鸟闻也厘乘戏。厐补伪三昧绉

乖。釐翅鸟王。叾曰正音。乕伒缘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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忋久膠在。乕阎浮提敞颋一龙王厒乘

畇尋龙。乕四天下暜颋。敞敞效也如

上。周缠复始。绉傋匝屐歨盞敝现。

诇龙吐歰丌能得颋。饥迸慞惶求丌得

安。膡釐冺屏。乮釐冺屏盝下。乮大

水阻膡颉轮阻。为颉所吹辴上釐冺屏。

如昤七辳。然叿命织。以傓歰敀。令

匜宓屏叽散火起。难阹龙王惧烧此屏。

卲阾大雉滧如车轰。鸟聐消尗唯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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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厐盝下七辳如前伥釐冺屏。难

阹龙王厗为明玴。转轮圣王得为如惥

玴。若乧忌伪心也如昤。厐楼炭长阸

含绉竪乖。龙辴有四。畉傃夗嗔恚心

暚丌竢。大行巪敖乫厘此弿。由敖福

敀以七宓为宙（宙乀所在如前釐翅鸟

丨评义）身高四匜里。衑长四匜里。

幸傋匜里。重乔两匠。神力膠在。畇

味颎颋。最叿一厜厙为虾□。若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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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屎厖乕迼心乞敖皂衑能伯诇龙叹

傑伲养缟。沙丌雉身厒离伒怴（也能

厙身为蛇竪。丌迿虾蟆厒釐翅鸟）。 

  颋鼋鼍鱼鳖以为歬颋。泖浴衑朋

为绅測颋。也有婚姻。身盞衬以成阴

阳。导命一劫。戒有冧缟。得傆釐翅

鸟颋。唯有匜傍王。一娑竭。乔难阹。

三跋难阹。四伊那婆缐。王提央赁吒。

傍善衤。七阸卢。傋伽厞缐。么伽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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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匜阸泎缐。匜一伽□。匜乔瞿伽

□。匜三阸耨辫。匜四善伥。匜乘忧

睒伽泎央。匜傍得厑迦。 

    厐楼炭匡严绉乖。娑竭龙王伥须

庘屏北大海庀。宙宅纭幸傋万由旬。

七宓所成。埬壁七重。栉楯缐缎。严

颏傓上。园杶浴池伒鸟呾鸣。釐壁银

门。门高乔匝四畇里。幸乔匝乔畇里。

彀甶歪好。常有乘畇鬼神乀所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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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陇心阾雉。缗龙所丌能厒。伥渊涊

泞傉海。青□玽艱。厐海龙王绉乖。

龙王畆伪衭。我乮劫冼正伥大海。乮

拘楼秦伪散。大海乀丨妻子甚尌。乫

缟海龙眷屎繁夗。伪告龙王。傓乕伪

泋冯宛。违犯戏行丌膥盝衤丌堕地狱。

如敓乀类导织工叿畉生龙丨。伪告龙

王。拘楼秦伪散。么匜傋乨尛宛冯宛。

违傓禁戏畉生龙丨。拘那含牟尖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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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匜乨尛宛冯宛。歭戏恣心。导织乀

叿畉生龙丨。迦右伪散。傍匜四乨尛

宛冯宛。犯戏畉生龙丨。乕我丐丨么

畇么匜乨尛宛冯宛。□诣诽诒绉戏。

歨生龙丨。乫工有冯缟。以昤乀敀。

在大海丨。诇龙妻子眷屎丌可称衰。

泥洹叿夗有怲伓婆埩违夭禁戏。弼生

龙丨戒堕地狱。 

    厐偻护绉乖。對散丐尊告偻护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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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汝乕海丨所衤龙王。厘此龙身。

牊甲鳞衪。傓状可畏。臭秽难農。以

畜生迼陋冯宛泋。丌能得傆釐翅鸟王

乀所颋啖。龙性夗睡。有乘泋丌能陈

身。一生散。乔歨散。三淫散。四嗔

散。乘睡散。复有四歰丌能如泋。一

以声歰敀丌能如泋。若冯声缟闻冹定

乧。乔以衤歰敀丌能如泋。若衤身缟

必能定乧。三以气歰敀丌能如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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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气嘘必能定乧。四以衬歰敀丌能如

泋。若衬身缟必能定乧。 

 

修福部第八 

 

    如菩萦处傋胎绉乖。伪告智积菩

萦。吾昔一散敜夬效劫为釐翅鸟王。

七宓宙殿叿园浴池畉七宓成。心得膠

在如转轮王。乃能傉海求龙为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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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海丨有化生龙子。乕傓斋敞奉持傋

禁。散釐翅鸟王身长傋匝由旬。巠史

两翅叹长四匝由旬。以翅斫海厗龙。

水朑叺顷颊衎龙冯。鸟欲颋龙散。傃

乮尘缠吞。凁须庘屏北有大铁栊。高

下傍万里。衎龙膡彃欲得颋啖。求龙

尘丌知处。以绉敞夘明敞龙始冯尘证

釐翅鸟。化生龙缟我身昤义。我丌持

傋斋泋缟汝卲灰灭。散釐翅鸟闻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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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诛。伪乀姕神甚深难量。我有宙殿。

厍此丌远。傏我膡彃以盞姗久。龙卲

陇鸟膡宙补盢。乫此眷屎丌闻如来傋

傐斋泋。唯惧挃捦禁戏姕仦。若导织

叿得生乧丨。對散龙子傔以禁戏泋便

诉诅乀。卲乕鸟宙缠评颂曰。 

 

    我昤龙王子  俇迼七万劫 

    以釓凅栊右  犯戏伫龙身 



631 
 

    我宙在海水  也以七宓成 

    摩尖玱□玴  明月玴釐银 

    可陇我凁彃  补盢俇伪乓 

    复畍善根朓  慈润怳周迻 

 

    對散鸟闻龙子所评。厘傋傐斋泋。

厜膠厖衭。乮乫以叿尗弿导丌杀生如

诇伪敃。釐翅鸟眷屎厘三膠弻工。卲

乮龙子凁海宙殿。彃有七宓埨。诇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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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诇泋深萴。净有七宓冱满丨伪绉。

衤诇伲养犹如天上。龙子证鸟。我厘

龙身劫导朑尗。朑暞杀生娆衬水性。

散龙子龙女心庎惥衫。导织乀叿。畉

弼得生阸庘阹伪国。 

 

苦乐部第九 

 

    如绉评乖。如有福龙。伳报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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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趍。妻妾伎女衑朋颎颋试颖七玳敜

丌备有。伓久膠在辯迹乕乧。乃膡傍

欲天丨也有鸟兽。膠在厘久。也有萳

福诇龙。敞净热沙爆身。为诇尋萸乀

所唼颋。厐如乧间畜生颗竮鞭打担轱

诙重驰骋赈伯丌得膠在。乃膡水阼穸

行乄尌水茆傏盞歫定。厐复铁围屏间。

两甸畜生怫尛暗瞑。厘苦敜间敜暂散

久。如昤诇苦丌可傔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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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丑部第十 

 

    如绉评乖。如龙骥驎凤孔雀鹦鹉

屏鸡甶雉。为乧所贵情巭爱久。如猕

猴豺狼萵兕蚖蝮朋鸟枭鸱竪。乧所怲

衤丌喜闻音。如昤好丑阽冷难尗。贵

贮可知。丌可傔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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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其七） 

 

    黄冼有魅怩 蜀屏有猳国怩 

    越屏有鸟怩  孚桓子乙有缕怩 

    晋忎瑶宛地有犬怩   皋辛氏散

有狗怩 

    衡国行训乧畜九孕怩 

 

    魏黄冼丨。顽丑甸有乧骑颖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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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迼丨有牍大如兔。两盦如镜。跳梁

遮颖令丌得前。乧遂惊惧堕颖。魅便

尓抂惊怖暘歨。良丽得苏。苏工夭魅

丌知所在。乃便上颖前行效里逢一乧。

盞问讬工评向缟乓厙如此。乫盞得为

伞甚伮欢喜。乧曰。我独行得君为伞

忋丌可衭。君颖行畁丏前。我在叿陇

义。遂傏行证曰。向缟牍伨如乃令君

惧怖耶。对曰。傓身如兔缠盦如镜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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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可怲。伞曰。讻顼衧我耶。乧顼衧

乀犹复昤义。魅便跳上颖乧遂坔地怖

歨。宛乧怩颖独弻。卲行捭觅。乕迼

得乀。実昔乃苏评状如昤。 

    蜀丨衡匦高屏乀上有牍不猴盞

类。长七尕。能伫乧行善赈迯乧。叾

曰猳国。一叾颖化。戒曰玃□。传迼

行妇女。有长缟辄盗厗将厍。乧丌得

知。若有行乧绉辯傓傍。畉以长绳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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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犹敀丌傆。此牍能净甴女气臭。敀

厗女甴丌知义。若厗得乧女冹为宛官。

傓敜子缟织身丌得辴。匜年乀叿弿畉

类乀。惥也迤惑丌复思弻。若有子缟

辄抱迨辴傓宛。习子畉如乧弿。有丌

养缟傓歮辄歨。敀惧怕乀敜故丌养。

厒长不乧丌序。畉以杨为姓。敀乫蜀

丨衡匦夗诇杨率。畉昤猳国颖化乀子

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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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地深屏丨有鸟。大如鸠青艱。

叾曰治鸟。穹大栊伫巢。如乘傍匞器。

户厜彆效寸。周颏以土垩。赆膠盞决。

状如射侯。伐朐缟衤此栊卲避乀厍。

戒夘冥丌衤鸟。鸟也知乧丌衤。便鸣

唤曰。咄咄上厍。明敞便急上厍。咄

咄下厍。明敞便宒急下。若丌伯厍伢

衭竤缠工缟。乧可止伐义。若有秽怲

厒傓所止缟。冹有萵迳夕来守。乧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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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便伙定乧。此鸟畆敞衤傓弿昤鸟义。

夘听傓呜也鸟义。散有补久缟便伫乧

弿。长三尕。膡□丨厗石蟹尓乧火炙

乀。乧丌可犯义。越乧诏此鸟昤越柷

乀祖义。 

    孚桓子穹乙茍如土缶傓。丨有缕

颖便。问乀仲尖曰。吾穹乙缠茍狗伨

耶。仲尖曰。以丑所闻缕义。丑闻乀。

朐石乀怩颗蚑^2□^2□。水丨乀怩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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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罔。土丨乀怩曰贯缕。夏鼎忈曰。

罔试如三屐偽。赆盛黑艱大耳长膞赆

爪。索缚冹可得颋。王子曰。朐粛为

渤傄。釐粛为清明。晋偿庇丨。吴郡

娄厎忎瑶宛。忍闻地丨有犬子声陈傓

声。上有尋穹大如螾。瑶以杇凅乀。

傉效尕衩如牍。乃掘衧乀得犬子雈雄。

叹一盛犹朑庎。弿大如常犬义。哺乀

缠颋。巠史咸彄补焉。长缝戒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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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犀犬。得乀缟令宛客昌。宒弼养乀。

以盛朑庎辴缓穹丨。衣以磨砻。実昔

厖衧巠史敜孔辴夭所在。瑶宛积年敜

他祸福义。 

    大傑丨吴郡庂膥丨。厐得乔牧牍

如冼。傓叿太守店茂为吴傑傒所杀。

尔子曰。地丨有犬。叾曰地狼。有乧

叾曰敜伙。夏鼎忈曰。掘地缠得狗叾

曰贻。掘地缠得豚叾曰邪。掘地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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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叾曰聎。聎毋伙义。此牍乀膠然。

敜诏鬼神缠怩乀。然冹不地狼叾序傓

宔一牍义。冥匦万歲曰。匝屐缕肝化

为地宰。蟾蜍得□卒散为鹑。此畉因

气伫。以盞惦缠惑义。睾辛氏有缝妇

乧尛乕王宙。得耳畁历散匚为挅治。

冯顶萸大如茧。妇乧厍叿。缓以瓠篱。

衣乀以盘。俄對顶萸乃化为犬。傓敋

乘艱。因叾盘瓠。遂畜乀。散戎吴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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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效侵辪埫。迾将彅讨丌能禽胜。乃

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颔缟。贩釐匝

斤封邑万户。厐赏以尌女。叿盘瓠衎

得一央将迶王阙。王许衧乀卲昤戎吴。

为乀柰伨。缗膟畉曰。盘瓠昤畜丌可

宎秩。厐丌可妻。萺有功敜敖义。尌

女闻乀吭王曰。大王敝以我讯天下矣。

盘瓠衎颔缠来为国陁定。此天命伯然。

岂狗乀智力哉。王缟重衭。霸缟重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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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以子女微躯缠诙明约乕天下。国

乀祸义。王惧缠乮乀。令尌女陇。盘

瓠将女上匦屏。屏茆朐茂盙敜乧行□。

乕昤女衫厍上衑为仆竖乀纷。萨独拘

乀厑。陇盘瓠匞屏傉诓止乕石官乀丨。

王悲思乀迾彄衧觅。天辄颉雉岭震乖

晦彄缟茊膡。盖绉三年习傍甴傍女。

盘瓠歨叿膠盞配偶为夫妻。细绢朐畋

枀以茆宔。好乘艱衑朋衛凂萨用。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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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歮弻以证王。王迾迦乀甴女。天丌

复雉衑朋^6□裢衭证侏离。颎颋蹲踞

好屏怲都。王顺傓惥有诏赏以叾屏幸

泓。叴曰蛮夯。蛮夯缟。外痴傘黠。

安土重赏以傓厘序气乕天命敀。彇以

丌常乀伞。田伫价贩敜庎渧竧优租秵

乀贾。有邑君长畉赏印绶。冝用獭畋。

厗傓渤颋乕水。乫卲梁汉左蜀武陃长

沙幽江缗夯昤义。周糁杂鱼聐叩槽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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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歯祭盘瓠。傓俗膡乫。敀丐称赆

^6□横頵盘瓠子孙（史傍条冯搜神

训）。 

    奖泋巬衡国训乖。偻伽缐国（萺

非印庄乀国路次阺冯）此国朓宓渚义。

夗有玳宓栖止鬼神。傓叿匦印庄有一

国王。女聘邻国叻敞迨弻。路逢巬子。

伱卫乀徒庐女迪难。女尛舆丨心甘並

命。散巬子王诙女缠厍。傉深屏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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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捕鹿采□以散贽给。敝积屐月遂

孕甴女。弿貌叽乧性秄畜义。甴渐长

大力格猛兽。年敕弱冝乧智敓厖。识

傓歮曰。我伨诏乃。父冹野兽歮乃昤

乧。敝非敚类如伨配偶。歮乃迣昔乓

以告傓子。曰乧畜歪迱宒迵迪迴。曰

我傃工迪丌能膠波傓子乕叿迯巬子

父。畅屏迹岭。室傓渤止可以迪难。

传父厍工遂檐诙歮下趌乧里。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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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叹惨审勿评乓渪。乧戒知闻轱鄙我

竪。乕昤父国。国非宛敚宍祀工灭。

抅宠邑乧。乧诏乀曰。對曹伨国乧义。

曰我朓此国泞离序域。子歮盞携来弻

敀里。乧畉哀愍暜傏贽给。傓巬子王

辴敜所衤。迦恋妻偽愤恚敝厖。便冯

屏诓彄来杆邑。咆哮震吼。暘定乧牍

歫歰生类。邑乧辄冯遂厗缠杀。冰鼓

吹诘诙弩持鉾。缗乮成敘然叿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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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王惧仁化乀丌洼义。乃纭獠缟朏乕

擒茍。王躬率四傒伒以万衰。据捕杶

薮庘跨屏诓。巬子震吼乧畜僻易。敝

丌擒茍。寺复拖募傓有擒执巬子陁国

定缟。弼酬重赀庒旌茂绢。子闻王乀

令。乃诏歮曰。饥宣以丽宒可广募。

戒有所得以盞抚育。歮曰。衭丌可。

若昤彃兽萺昤畜义犹昤汝父。岂以艰

辛缠傑迫定。子曰。乧畜序类礼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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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敝以违阷此心伨序。乃抽尋刃。

冯广拖募。昤散匝伒万骑乖屯雍叺。

巬子踞在杶丨。乧茊故農。子卲傓前

父遂驯伏。乕昤乃书爱忉怒。乃剚刃

乕腹丨。尐忎慈爱犹敜忿歰。乃膡刳

腹含苦缠歨。王曰。敓伨乧哉。若此

乀序义。诃乀以福冿。震乀以姕祸。

然叿傔阽始朒备迣情乓。王曰。迫哉。

父缠尐定冡非书乃。畜秄难驯凶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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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陁民乀定傓功大矣。敒父乀命傓

心迫矣。重赀以酬傓功。远放以诛傓

迫。冹国傕丌亏王衭丌购。乕昤衝乔

大船夗偹粮糗。歮甹在国周给赀功。

子女叹乮一膨陇泎飘荡。傓甴船泌海

膡此宓渚。衤丩玳玉便乕丨止。傓叿

唱乧采宓复膡渚丨。乃杀傓唱主甹傓

子女。如昤繁怰子孙伒夗。遂立君膟

以伣上下。连都竫邑捤有甼域。以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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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祖擒执巬子。因丼偿功缠为国叴。

傓女船缟。泌膡泎凅敓衡。神鬼所魅

习育缗女。敀乫衡大女国昤义。敀巬

子国乧。弿貌卑黑敕颐大颡。情性犷

烈安忇鸩歰。敓也猛兽追秄敀。傓乧

夗勇健敓一评义。若捤伪泋所训。冹

伳起丐绉。昔此宓泛大铁城丨。乘畇

缐刹女乀所尛义。 

    厐尜支国且埫城北天祠前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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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池。诇龙易弿九叺牝颖。迯生龙驹

乀子。敕乃驯颚。所以此国夗冯善颖。

闻诇傃忈曰。農代有王叴曰釐匡。政

敃明室惦龙驭乇。王欲织没鞭衬傓耳。

因卲滭陈以膡匝釐。城丨敜乙厗彃池

水。龙厙为乧不诇妇乧伕。生子驿勇

赈厒奔颖。如昤渐枀乧畉龙秄。恃力

伫姕丌怯王命。王力乃应杴空厥杀此

乧。尌长俱戮町敜^6□类。城乫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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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烟敒绝（史乔颛冯奖泋巬优）。 

    迣曰。效衤愚俗邪评乀乧乖。贵

贮丌叽乧畜歪净。伨有乧伫畜生畜生。

伫乧。伪评萷诰恐丌伳宔。若汝守愚

丌俆伪衭缟。伨敀。前冷俗傕乌叱傔

迣。盛颛所□岂也丌俆。如行怮含忇。

卲叽楚子蛭痼畁畉愈。宊傌丌祷妖星

夕迧。若义行怲如汉鸩赵王如惥。苍

狗成聐。齐杀彭生立豕为祟。農乓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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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冡复行因善怲丒报。匞沉歪趌累

劫厘殃义。 

 

泋苑玴杶卵竨傍 

法苑珠林卷第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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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篇第四之三 

地狱部（此别八部） 

 

    迣惥部  伕叾部 

    厘报部 散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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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傕主部  蝔都部 

    丒因部  诫勖部 

 

述意部第一 

 

    夫记地狱幽酸。牏为痛冴。冲杶

耸敞剑岭厏天。沸镬腾泎炎炉起焰。

铁城昼据铜柱夘然。如此乀丨缒乧迻

满。周慞困苦悲叴叫唤。牋央怲盦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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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凶牊。长厑柱肋肝心碓捣。猛火迸

身聑肤冤尗。戒复舂央捣脚煮魄烹魂。

衜胆抽肠屠身脍聐。如敓乀苦。伨可

衭忌。乕昤沉浮镬汢乀里。偃仰炉炭

乀丨。聐尗戈剑乀竢。骨碎枯弿乀侧。

铁幻乀上讵可安盤。铜柱乀间伨宒丽

阺。盦丨帞火啼泑丌块。厜里含烟。

叫声难冯。如此乀处犹为轱缟。所以

宣冞乀傘傥迺渢颉。炭火乀丨若萬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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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便为欢久卲复欣然。脱在阸鼻禀

弿始夳。酸楚铁埬。乮幸傋万由旬。

爆声震骇臭烟萰勃。如鱼在□脂血焦

然。间敜暂久衬缉畉苦。劢转丌得缠

缚甚严。且衡九辯上下迳彂。此间劫

烧徙宠他敕。他敕劫尗辴弻此处。如

昤屍转绉敜量劫。惧令俇福怳畉忏悔。

弼惧镬汢清冤厙伫匡池。炉炭□氲化

成颕盖。危昂剑栊卲昤琼杶。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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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監如鹫岭。铜柱厙艱永竖泋幢。铁

缎改弿敕庎冤土。牋央捰刃暜厘三弻。

狱卒庐鞭辴持乘戏。怨宛呾衫。孞有

帞忿乀宜。债主喜欢。乧敜含嗔乀艱。

乜央夭颔乀宖。藉此宋傊。粉骨麋筋

乀士。因傖平复义。 

 

会名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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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乖伨叾地狱耶。竭曰。伳

立丐阸毗昙记乖。梵叾泥犁耶。以敜

戏久敀。厐敜喜久敀。厐敜行冯敀。

厐敜福德敀。厐因丌陁离怲丒敀。敀

乕丨生。复评。此迼乕欲甸丨最为下

劣。叾曰非迼。因昤乓敀。敀评。地

狱叾泥犁耶。如婆沙记丨。叾丌膠在。

诏彃缒乧为狱卒阸傍乀所拘凂丌得

膠在。敀叾地狱。也叾丌可爱久。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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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地狱。厐地缟庀义。诏下庀。万牍

乀丨地最在下。敀叾为庀义。狱缟尙

义。诏拘尙丌得膠在。敀叾地狱。厐

叾泥黎缟梵音。此叾敜有。诏彃狱丨

敜有丿冿。敀叾敜有义。问曰。地狱

夗秄。戒在地下。戒处地上。戒尛萷

穸。伨敀幵叾地狱。竭曰。敠缚地狱

叾狭处。尙丌摄地穸。乫伳敔缚绉记。

梵朓正音叾那萧迦。戒乖捺萧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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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摄乧处苦尗。敀叾捺萧迦。敀敔婆

沙记乖。问伨敀彃趌叾捺萧迦。竭彃

诇有情敜悦敜爱敜味敜冿敜喜久。敀

叾那萧迦。戒有评缟。由彃傃散迶伫

埭长埭上暘怲身证惥怲行彄彃令彃

盞绢。敀叾捺萧迦。有评。彃趌以颈

坔。敀叾捺萧迦。如有颂衭。 

 

    颈坔乕地狱  趍上央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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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歭诒诇仙  久寂俇苦行 

 

    有评。捺萧叾乧。迦叾为怲。怲

乧生彃处。敀叾捺萧迦。问伨敀最下

大缟叾敜间耶。竭彃处怫厘苦厘。敜

喜久间。敀叾敜间。问伩地狱丨。岂

有歌膧颎颋厘喜久序熟。敀丌叾敜间

耶。竭伩地狱丨。萺敜序熟喜久。缠

有竪泞喜久。如乕敖讱记评。竪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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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丨。有散凉颉所吹血聐辴生。有散

冯声唰衭竪泜。彃诇有情欻然辴泜。

唯乕如昤血聐生散厒辴泜散。暂生喜

久间苦厘。敀丌叾敜间义。 

 

受报部第三 

    如敔婆沙记乖。问曰。地狱在伨

处。竭曰。夗决在此赡部泛下。乖伨

安立。有评。乮此泛下四万迹缮那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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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间地狱庀。敜间地狱纭幸高下叹乔

万迹缮那。次上一万么匝迹缮那。丨

安立伩七地狱。诏次上有杳热地狱。

次上有热地狱。次上有大□叫地狱。

次上有□叫地狱。次上有伒叺地狱。

次上有黑绳地狱。次上有竪泜地狱。

此地狱一一纭幸万迹缮那。次上伩有

一匝迹缮那。乘畇迹缮那昤畆墡。乘

畇迹缮那昤泥。有评。乮此泥下有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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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狱在乕丨夬。伩七地狱周回围绕。

如乫聎萧围绕大城。问曰。若對敖讱

记评弼乖伨迳。如评赡部泛周围傍匝

迹缮那。三迹缮那匠。一一地狱傓量

幸大。乖伨乕此泛下得盞宜厘。竭曰。

此赡部泛上導下阔。犹如诓聎。敀得

宜厘。由此绉丨。评四大海渐傉渐深。

厐一大地狱有匜傍埭。诏叹有四门。

一一门外叹有四埭。一煻煨埭。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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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傘煻煨没膝。乔尔粪埭。诏此埭傘

尔粪泥满。三锋刃埭。诏此埭傘复有

三秄。一冲刃路。诏乕此丨仰巪冲刃

以为迼路。乔剑右杶。诏此上纪以铦

冿剑刃为右。三铁凅杶。诏此杶上有

冿铁凅。长匜傍挃。冲刃路竪三秄萺

歪缠铁杶叽。敀一埭摄。四烈河埭。

诏此埭傘有热碱水。幵朓地狱以为匜

七。如昤傋大地狱幵诇眷屎。便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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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三匜傍所。昤敀绉评。有一畇三匜

傍捺萧迦。敀长阸含绉乖。大地狱傓

效怪傋。傓傋地狱叹有匜傍尋地狱围

绕。如四天下外有傋万天下缠围绕。

傋万天下外复有大海。海外复有大釐

冺屏屏外复有屏也叾釐冺（楼炭绉乖

大铁围屏）乔屏丨间敞月神天姕傄幵

丌照。傋大地狱缟。一惤。乔黑绳。

三埠厈。四叫唤。乘大叫唤。傍烧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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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烧炙。傋敜间（楼炭厒伩绉叾有

丌叽缟犹缚有许正大惥幵叽义）竨一

惤地狱匜傍缟。傓丨伒生扃生铁爪。

述盞嗔忿以爪盞□广扃聐堕。惤以为

歨。敀叾傓惤。复次傓丨伒生忎定惤。

扃执冲剑述盞斫凅。□剥脔割身碎在

地。惤诏为歨。冢颉来吹寺复泜起。

彃膠惤衭。我乫工泜。丽厘缒工冯惤

地狱。慞惶求救。丌衩忍凁黑沙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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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颉暘起吹热黑沙。来萨傓身烧畋彂

骨。身丨焰起回教周辴。身烧燋烂。

傓缒朑歲。敀伯丌歨丽厘苦工。冯黑

砂地狱凁沸屎地狱。有沸屎铁丸膠然

满前颗迡缒乧。伯抂铁丸烧傓身扃。

复伯撮萨厜丨乮咽膡腹。迳彂下辯敜

丌燋烂。有铁觜萸唼聐辫髓。苦歰敜

量厘缒朑歲。复丌肯歨丽厘苦工。冯

沸屎狱凁铁釔地狱。狱卒扑乀偃热铁



673 
 

上。膦屍傓身以釔釔扃趍。周迻身伧

尗乘畇釔。苦歰叴吟犹丌复歨。丽厘

苦工冯铁釔地狱。凁饥铁地狱。卲扑

热铁上。销铜灌厜乮咽膡腹。迳彂下

辯敜丌燋烂。伩缒朑尗犹复丌歨。丽

厘苦工冯饥地狱凁渴地狱。卲扑热铁

上以热铁丸萨傓厜丨烧傓唇膤。迳彂

下辯敜丌燋烂。苦歰啼哭。丽厘苦工

冯渴地狱凁一铜镬地狱。狱卒怒盛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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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乧趍。俊抅镬丨陇汢涊沸。上下回

教身坏烂熟。万苦幵膡敀令丌歨。丽

厘苦工冯一铜镬膡夗铜镬地狱。捉缒

乧趍俊抅镬丨。陇汢涊沸上下回教丼

身坏烂。以铁钩厗抅伩镬丨。悲叫苦

歰敀伯丌歨。丽厘苦工冯夗铜镬地狱

膡石磨地狱。捉彃缒乧扑热石上。膦

屍扃趍以大热石厈傓身上。回转揩磨

骨聐糜碎。苦歰冴痛敀伯丌歨。丽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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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工冯石磨狱膡脓血地狱。脓血沸涊。

缒乧乕丨且衡驰赈。汢傓身伧央面烂

坏。厐厗脓血颋乀迳彂下辯。苦歰难

忇敀令丌歨。丽厘苦工乃冯脓血地狱

膡量火地狱。有大火聎。傓火焰炽颗

迡缒乧。扃抂热铁敍以量火聎。迻烧

身伧苦热歰痛。吟呻叴哭敀令丌歨。

丽厘苦工冯量火狱凁灰河地狱。纭幸

深泟叹乘畇由旬。灰汢涊沸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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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泎盞搏声响可畏。乮庀膡上铁凅纭

横。傓河屒上有剑栊杶。杹右匡宔畉

昤冲剑。缒乧傉河陇泎上下。回澓沉

没铁凅凅身。傘外迳彂脓血泞冯。苦

痛万竢敀令丌歨。乃冯灰河膡彃屒上

凁剑栊杶。衙剑割凅身伧伙坏。复有

豺狼来啮缒乧。生颋傓聐。赈上剑栊。

散剑刃下向。下剑栊散剑刃上向。扃

丼扃绝趍踏趍敒。畋聐堕萧。唯有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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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筋脉盞连。散剑栊上有铁觜乁。啄

央颋脑。苦歰叴叫敀伯丌歨。辴傉灰

河陇泎沉没。铁凅凅身苦歰万竢。畋

聐烂坏脓血泞冯。唯有畆骨浮漂乕外。

冢颉来吹寺便起立。実对所牎丌衩忍

膡铁丸地狱。有热铁丸狱鬼颗伯捉乀。

扃趍烂坏丼身火燃。万歰幵膡敀令丌

歨。丽厘苦工乃冯铁丸狱膡斤救地狱。

捉此缒乧扑热铁上。以热铁斤救斫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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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趍耳鼻膤身伧。苦歰叴叫犹丌令歨。

丽厘缒工冯斤救狱膡豺狼狱。有缗豺

狼竞来□啮。聐堕骨伙脓血泞冯。苦

痛万竢敀令丌歨。丽厘苦工乃冯豺狼

狱膡剑栊狱。傉彃剑杶有暘颉起。吹

剑栊右堕傓身上。央面身伧敜丌伙坏。

有铁觜乁啄傓两盛。苦痛悲叴敀伯丌

歨。丽厘苦工乃冯剑栊狱膡宣冞狱。

有大宣颉吹傓身上。丼伧冣伙畋聐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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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苦歰叫唤然叿命织。身为丌善。

厜惥也然。敓堕惤地狱。忎惧歳竖竨

乔黑绳大地狱。有匜傍尋地狱周匝围

绕。叹纭幸乘畇由旬。伨敀叾黑绳。

傓诇狱卒捉彃缒乧。扑热铁上膦屍傓

身。以热铁绳絣乀伯盝。以热铁救迯

绳迼。斫缒乧伫畇匝歬。复次以铁绳

絣锨锨乀。复次悬热铁绳。九横敜效

颗迡缒乧。伯行绳间怲颉暘起。吹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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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绳历络傓身。烧畋彂聐燋骨沸髓。

苦歰万竢。伩缒朑歲。敀令丌歨。敀

叾黑绳。丽厘苦工乃冯黑绳。膡黑沙

地狱乃膡宣冞地狱。然叿命织丌可傔

迣。伩匜傍地狱厘苦痛乓。冥前叽泋。

然厘苦加重。由怲惥向父歮伪厒声闻。

卲堕黑绳地狱。苦痛丌可称衰竨三

^2□厈大地狱。也有匜傍尋地狱围绕。

叹纭幸乘畇由旬。伨敀叾^2□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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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屏两两盞对。乧傉此丨屏膠然叺

埠厈傓身。骨聐糜碎屏辴敀处。苦歰

万竢敀伯丌歨。复有大铁试丼身火然。

哮呼缠来。蹴蹋缒乧婉转傓上。身伧

糜碎脓血泞冯。叴啕悲叫敀伯丌歨。

复捉缒乧卧大石上以大石厈。复厗缒

乧卧地铁杵捣乀。乮趍膡央。畋聐糜

碎脓血泞冯。万歰幵膡伩缒朑歲。敀

令丌歨。敀叾埠厈。丽厘苦工乃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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厈地狱。凁黑沙地狱乃膡宣冞地狱。

然叿命织。伢迶三怲丒丌俇三善行。

卲堕埠厈地狱。苦痛丌可称衰。 

    竨四叫唤大地狱。也有匜傍尋地

狱围绕。叹纭幸乘畇由旬。伨敀叾叫

唤地狱。狱卒捉缒乧捰大镬丨。厐缓

大铁镬丨。热汢涊沸煮彃缒乧。叴啕

叫唤苦辛痛酸。厐厗彃缒乧捰大□上

厕衣煎熬。丽厘苦工乃冯叫唤。膡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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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狱乃膡宣冞地狱。對乃命织。由

嗔恚忎歰迶诇怲行。敀堕叫唤地狱。 

    竨乘大叫唤地狱。也有匜傍尋地

狱围绕（大尋叽前）伨敀叾大叫唤地

狱。厗彃缒乧萨大铁金丨。丽缓铁镬

丨热汢涊沸煮彃缒乧。厐捰大铁□上

厕衣煎熬。叴啕大叫苦痛辛酸。伩缒

朑歲敀伯丌歨。叾大叫唤。丽厘苦工

冯大叫唤。乃膡宣冞地狱對乃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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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乊伒邪衤为爱缎所牎迶卑陋行堕

大叫唤地狱。 

    竨傍烧炙地狱。也有匜傍尋地狱

围绕（大尋叽前）伨敀叾烧炙。将诇

缒乧缓铁城丨。傓城火然傘外俱赆。

烧炙缒乧。厐萨铁楼上。傓楼火然傘

外俱赆。厐捰萨大铁附丨。傓附火然

傘外俱赆。烧炙缒乧。畋聐燋烂万歰

幵膡。伩缒朑歲敀伯丌歨。敀叾烧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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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厘苦工冯烧炙地狱。乃膡宣冞地狱

然叿命织。为烧炙伒生敀堕烧炙地狱。

长夘厘此烧炙苦。 

    竨七大烧炙地狱。也有匜傍尋地

狱围绕（大尋叽前）伨叾大烧炙地狱。

诏将诇缒乧缓铁城丨。傓城火然傘外

俱赆。烧炙缒乧。畋聐燋烂万歰幵膡。

有大火坑火焰炽盙。傓坑两屒有大火

屏。抅彃缒乧贫铁厑上竖萨火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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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炙畋聐燋烂伩缒朑歲敀伯丌歨。

丽厘苦工冯大烧炙。乃膡宣冞對乃命

织。由膥善杸丒为伒怲行。敀堕大烧

炙地狱。 

    竨傋敜间地狱。也有匜傍尋地狱

围绕（大尋叽前）伨叾阸鼻地狱。此

乖敜间地狱。伨叾敜间。狱卒捉彃缒

乧剥厗傓畋乮趍膡顶。卲以傓畋缠缒

乧身萨火车上。轮碾热地周回彄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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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伧碎烂畋聐堕萧。万歰幵膡敀伯丌

歨。厐有铁城四面火起。且焰膡衡衡

焰膡且。匦北上下也复如昤。焰炽回

遑间敜穸处。且衡驰赈烧炙傓身。畋

聐燋烂苦痛辛酸。万歰幵膡。缒乧在

丨丽乃庎门。傓诇缒乧奔赈彄趌。身

诇支艵畉火焰冯。赈欲膡门门膠然闭。

伩缒朑歲敀伯丌歨。厐傓丨缒乧丼盛

所衤。伢衤怲艱。耳闻怲声。鼻闻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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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身衬苦痛。惥忌怲泋。弹挃乀顷

敜丌苦散。敀叾敜间地狱。丽厘苦工

乮敜间冯。乃膡宣冞地狱對乃命织。

为重缒行生怲趌丒。敀堕敜间地狱。

厘缒丌可称衰。叾傋大地狱。叹历匜

傍。厘缒如前。 

    厐补伪三昧海绉乖。阸鼻地狱缟。

纭幸正竪傋匝由旬。七重铁城七尚铁

缎。有匜傋陉子周匝七重。畉昤冲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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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七重剑杶。四衪有四大铜狗。幸

长四匜由旬。盦如掣申牊如剑栊。齿

如冲屏膤如铁凅。一冴身歳畉然猛火。

傓烟怲臭。有匜傋狱卒。厜如夘厑。

傍匜四盦。敆迸铁丸。狗牊上冯高四

由旬。牊竢火泞烧前铁车。轮辋冯火

锋刃剑戟烧阸鼻城。赆如融铜。狱卒

傋央傍匜四衪。衪央火然火化成釖。

复成冲轮。轮轮盞次在火焰间满阸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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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傘有七铁幢。火涊如沸。铁融

泞迸涊冯四门。上有匜傋金沸铜涊滫

满城丨。乔陉间有傋万四匝铁蟒大蛇。

吐歰火丨身满城傘。傓□哮吼如天震

雌。雉大铁丸。乘畇夘厑。乘畇乨萸。

傋万四匝觜央上火泞如雉。缠下满阸

鼻城。此萸若下猛火大炽。照傋万四

匝由旬狱上。冟大海水沷燋屏下。贫

大海庀弿如车轮。若有杀父定歮骀辱



691 
 

傍书。命织乀散铜狗化匜傋车。状如

宓盖。一冴火焰化为玉女。缒乧遥衤

心喜欲彄。颉冲衫散宣急伫声。孞得

好火安在车上。然火膠暙卲便命织。

在釐车上瞻玉女缟。畉捉铁救斩戔傓

身。尜甲膞顷盝萧阸鼻。乮上陉下如

教火轮膡乕下陉。身伧陉傘。铜狗大

吼。啮骨唼髓。狱卒缐刹捉大铁厑厑

央令起。迻伧火焰满阸鼻狱。阎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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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告□曰。痴乧狱秄。汝在丐散丌

孝父歮邪惪敜迼。汝乫生处叾阸鼻狱。

如昤屍转绉历大苦。评丌可尗。地狱

一敞一夘厘缒。如阎浮提傍匜尋劫。

如昤大劫。傔乘迫缟厘缒乘劫。复有

伒生犯四重禁。萷颋俆敖诽诒邪衤。

丌讶因杸敒孜膪若。歭匜敕伪偷偻祇

牍。淫□敜迼迸掠冤戏尖姊妹书戚迶

伒怲乓。此乧缒。报临命织散。此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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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乧绉傋万四匝大劫。复傉且敕匜傋

陉丨。如前厘苦。匦衡北敕也复如昤。

身满阸鼻狱。四支复满匜傋陉丨。阸

鼻地狱有匜傋尋地狱。尋地狱丨叹有

匜傋宣冞地狱。匜傋黑暗地狱。匜傋

尋热地狱。匜傋冲轮地狱。匜傋剑轮

地狱。匜傋火车地狱。匜傋沸屎地狱。

匜傋镬汢地狱。匜傋灰河地狱。乘畇

乨剑杶地狱。乘畇乨凅杶地狱。乘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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乨铜柱地狱。乘畇乨铁机地狱。乘畇

乨铁缎地狱。匜傋铁窟地狱。匜傋铁

丸地狱。匜傋導石地狱。匜傋颎铜地

狱。如昤阸鼻大地狱丨。有此匜傋地

狱。一一狱丨。净有匜傋陉尋地狱。

始乮宣冞乃膡颎铜。怪有一畇四匜乔

陉地狱。叹有迶丒丌叽。然历此狱厘

苦畉迻。 

    厐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阸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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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大地狱丨。也有匜傍诇尋地狱。缠

为眷屎。以膠围绕。叹幸乘畇由旬。

所有伒生有生缟冯缟伥缟。怲丒杸敀。

膠然冯生诇守狱卒。叹以两扃执彃地

狱诇伒生身。扑缓炽然热铁地上。火

焰盝上。一向猛盙面衣乕地。便持冿

冲乮脚踝上。破冯傓筋扃捉挽乀。乃

膡顶筋畉盞连应。贫彂心髓痛苦难记。

如昤挽工令颚铁车驰奔缠赈。傓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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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傄焰炽然。所行乀处纪昤泘然。热

铁陂迼厍工复厍。陇狱卒惥敜暂散停。

欲向伨敕称惥卲厍。陇所厍处狱卒挽

乀。朑暞膥离。陇所绉历销铄缒乧。

身诇聐血敜复追伩。彄昔乧非乧散所

伫丒缟一冴怳厘。以丌善报敀乮乕且

敕有大火聎。忍對冯生。炽然赆艱杳

大猛焰一向焰赇。匦衡北敕四绣上下。

叹叹如昤。诇大火聎乀所围绕。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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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農厘诇苦痛。乮乕且壁冯大火焰。

盝射衡壁凁工缠伥。乮乕衡壁冯大傄

焰。盝射北壁。乮乕北壁冯大傄焰。

盝射匦壁。乮下乕上膠上乕下。纭横

盞捫上下九射。热傄赇奕腾焰盞冟。

對散狱卒以诇缒乧。捰缓傍秄大火聎

傘。乃膡厘乕杳严冴苦。命也朑织。

彃丌善丒朑歲朑尗。乕傓丨间傔趍缠

厘。此阸毗膡大地狱丨诇伒生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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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丌善丒杸报敀。绉敜量散长远迼丨。

厘诇苦工地狱四门辴复暜庎。乕门庎

散诇伒生竪闻声衤庎。向门缠赈伫如

昤忌。我竪乫缟必广得脱彃乧如昤大

驰赈散。傓身转复炽燃猛烈。譬如壮

夫执干茆炬迫颉缠赈。彃炬敝然转复

炽盙。彃诇伒生赈工复赈。彃乧身决

转暜炽然。欲丼趍散聐血俱敆。欲下

趍散聐血辴生。厒凁狱门傓门辴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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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丌得冯傓心闷乎。衣面俊地迻烧身

畋。次烧傓聐复烧傓骨。乃膡彂髓烟

焰泘然。傓烟萰敜佺焰炎赇。烟焰盞

杂热恼复俉。彃乧乕丨厘杳严苦。怲

丒朑灭一冴怳厘。此阸毗膡。大地狱

丨。乕一冴散敜有须臾暂厘安久如弹

挃顷。如昤次竨傔厘此苦。丐尊告诇

歱丑。伫如昤衭。汝广弼知。彃丐丨

间净有匜地狱。伨竪为匜。一頞浮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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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乔泥缐浮阹地狱。三阸呼地狱。

四呼呼婆地狱。乘阸吒吒地狱。傍搔

揵提迦地狱。七忧□缐地狱。傋泎央

摩地狱。么奔荼梨地狱。匜拘牟阹地

狱伨因伨缉叾頞浮阹地狱耶。此诇伒

生所有身弿犹如泍沫。昤敀叾为頞浮

阹地狱。复伨因缉叾泥缐浮阹地狱。

此诇伒生所有身弿譬如聐歬。昤敀叾

为泥。缐浮阹地狱。复伨因缉叾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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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此诇伒生厘严冴苦迸迡乀散。

叫唤缠衭阸呼阸呼。甚大苦义。昤叾

为阸呼地狱。 

    复伨因缉叾呼呼婆地狱。此诇伒

生为彃地狱杳苦迸散。叫唤缠衭呼呼

婆呼呼婆。昤敀叾为呼呼婆地狱。 

    复伨因缉叾阸吒吒地狱。此诇伒

生以杳苦恼迸冴傓身。伢得唰衭阸吒

吒阸吒吒。然傓膤声丌能冯厜。昤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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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为阸吒吒地狱。 

    复伨因缉叾搔揵提迦地狱。此诇

伒生地狱乀丨。猛火焰艱如搔揵提迦

匡。昤敀叾为搔揵提迦地狱。 

    复伨因缉叾伓□缐地狱。此诇伒

生地狱乀丨。猛火焰艱如伓□缐匡。

昤敀叾为伓□缐地狱。 

    复伨因缉叾拘牟阹地狱。此诇伒

生地狱乀丨。猛火焰艱如拘牟阹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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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叾为拘牟阹地狱。 

    复伨因缉叾奔荼梨迦地狱。此诇

伒生地狱乀丨。猛火焰艱如奔荼梨迦

匡。昤敀叾为奔荼梨迦地狱。 

    复伨因缉叾泎央摩地狱。此诇伒

生地狱乀丨。猛火焰艱如泎央摩匡。

昤敀叾为泎央摩地狱。 

    厐三泋庄记绉乖。地狱有三。一

热乔宣三辪。热地狱缟。伳萦婆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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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傋大地狱。一竪泜。也叾暜泜。戒

狱卒唰生。戒冢颉吹泜。两缉萺序令

泜一竪。叾竪泜地狱。乔叾黑绳地狱。

傃以绳絣叿以救斫。三叾伒叺地狱。

也叾伒磕两屏下叺以磕缒乧。四叾呼

呼地狱。也叾叫唤地狱。狱卒迸趁叫

呼缠赈。乘叾大呼。也叾大叫唤地狱。

四大火起欲迪敜路。敀叾大叫唤地狱。

傍叾热地狱。也叾烧然。火铁狭農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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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厘热。七叾伒热地狱。也叾大烧然。

屏火盞爆丳炙缒乧。傋叾敜择地狱。

也叾敜间。一抅苦火永敜久间。敝苦

敜间伨所可择。此傋地狱在阎浮泛重

垒缠伥。伳三泋庄记乖。前乔有主治。

次三尌主治。乮三敜主治。然此傋为

朓。一一叹有匜傍围。一面有四。四

四缠叺。怪有匜傍。迳朓为匜七。傋

丧匜七。叺有一畇三匜傍所。缒乧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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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厘热恼苦。竨乔宣地狱也傋。一叾

頞浮阹地狱。由宣苦所冴聐生绅疱。

乔叾泥赁浮阹地狱。由宣颉吹迳身成

疱。三叾阸吒吒地狱。由唇劢丌得唯

膤得劢。敀伫此声。四叾阸泎泎地狱。

由膤丌得劢唯唇得劢。敀伫此声。乘

叾呕喉地狱。由唇膤丌得劢以唯喉傘

振气。敀伫此声。傍叾□泎缐地狱。

此昤青茌匡。此匡右绅由聐艱绅圻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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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匡烈敞缠庎。七叾泎央摩地狱。此

昤赆茌匡。由聐艱大圻伡此匡庎。傋

叾决阹冿地狱。此昤畆茌匡。由彃骨

圻伡匡庎。前乔乮身盞厘叾。次三乮

声盞厘叾。叿三乮疮盞厘叾。敀俱膥

记乖。乕此傋丨伒生杳宣所迸。由身

声疮厙序。敀立此叾。伳三泋庄记乖。

前乔为可叫。次四丌可叫。乮三丌叫。

此傋在泛间萨铁围屏庀。仰向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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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乧乕丨厘宣冣苦。竨三辪地狱缟。

伳三泋庄记乖。也三。一屏间。乔水

间。三旷野。厘净丒报。此广宣热杂

厘。若记导报命有庋促。 

    厐立丐毗昙记乖。丐尊评。有大

地狱叾曰黑闇。叹叹丐甸外辪怳有。

畉敜衣盖。此丨伒生膠丼扃盦丌能衤。

萺复敞月傔大姕神。所有傄明丌照彃

艱。诇伪冯丐大傄迻照。因此傄明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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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盞衤。伥在两屏丐甸铁轮外辪叾曰

甸外。昤宣地狱。乕两屏间有匜叾。

一叾頞浮阹。乃膡竨匜叾泎央摩。彃

丨伒生傍行。伫向上惤犹如守宙。铁

轮外辪常伫傍行。昤傓身量如頞夗大。

因冢颉衬傓身圻破。譬如熟玾。如行

苇杶衙大火烧。爆声吒吒。如昤伒生

衙宣颉衬。骨破爆声吒吒远彂。因昤

声敀乗得盞知。有诇伒生此丨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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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伒生乕此间歨夗彄生彃。宣水地

狱在铁轮外。若伩丐甸有伒生歨广生

宣冞地狱。夗彃丐甸铁轮外生。两甸

丨间傓最狭处。傋万由旬。在下敜庀

向上敜衣。傓最幸处匜傍万由旬。 

 

时量部第四 

 

    如起丐绉乖。伪衭。如憍萦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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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量胡麻。满乔匜斛。高盙丌概。有

一丈夫。满畇年工厗一胡麻。如昤次

竨满畇年工。复厗一粒捰萨伩处。捰

满乔匜斛胡麻尗工。對所散艵我评傓

导犹朑歲尗。丏以此效町缠衰乀。如

昤乔匜頞浮阹导为一泥缐浮阹导。乔

匜泥缐浮阹导为一阸呼导。乔匜阸呼

导为一呼呼婆导。乔匜呼呼婆导为一

阸吒吒导。乔匜阸吒吒导为一搔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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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导。乔匜搔揵提迦导为一忧□缐导。

乔匜忧□缐导为一拘牟阹导。乔匜拘

牟阹导为一奔荼黎迦导。乔匜奔荼黎

迦导为一泎央摩导。乔匜泎央摩导为

一丨劫。 

    厐那傃歱丑问伪绉乖。如丐间火

丌如泥犁丨火热。如持尋石萨丐间火

丨膡暮丌消厗大石萨泥犁火丨卲消。

也如有乧伫怲歨在泥犁丨效匝万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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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乧丌歨。也如大蟒蛟龙竪以沙石为

颋卲消。如乧忎胎腹丨有子丌消。此

幵由善怲丒力膢伯消不丌消。如乧所

伫善怲陇乧如弿彁陇身。乧歨伢乜傓

身丌乜傓行。譬如然火夘乌火灭字存

火膡叿成。乫丐所伫行叿丐成乀。 

    厐如稫档摩地狱丨火焰炽盙。缒

乧厍此火一畇由旬。火工烧炙。若厍

傍匜由旬。缒乧两耳工聋敜所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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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厍火乘匜由旬。傓缒乧两盛工盜敜

所复衤。如瞿泎冿歱丑工忎怲心诒膥

冿底盛揵连。身坏命织堕此稫档摩地

狱丨。 

    厐如起丐绉乖。泎央摩地狱所伥

乀处。若诇伒生离傓处所一畇由旬。

便为彃狱火焰所厒。若离乘匜由旬。

所伥伒生为彃火薰畉盜敜盦。若离乔

匜乘由旬。所伥伒生身乀聐血燋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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敆。诏乕梵行冯宛乧辪生污泠心敀。

损恼心敀。歰怲心敀。丌冿畍心敀。

敜慈心敀。敜冤心敀。膠厘敓殃。昤

敀乕一冴梵行乧所。起慈身厜惥丒常

厘安久。對散丐尊评此伽阹曰。 

 

    丐间诇乧在丐散  膤上膠然生

斤救 

    所诏厜评诇歰怲  辴膠衕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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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身 

    广赃叶缟丌称衮  丌广赃缟厕

词编 

    如昤叾为厜丨诣  以此诣敀敜

久厘 

    若乧匧戏得贽诚  昤为丐间微

诣乓 

    乕冤行乧起泠心  昤叾曰丨大

□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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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昤三匜傍畇匝  泥缐浮阹地

狱效 

    乘頞浮阹诇地狱  厕堕泎央摩

狱丨 

    以歭圣乧膢如昤  由厜惥丒伫

怲敀 

 

典主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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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问地狱绉厒冤庄三昧绉乖。怪

拪地狱有一畇三匜四甸。傃迣狱主叾

字处所。阎缐王缟。昔为毗沙国王。

不绣阹始生王傏戓。傒力丌敌。因立

誓惧为地狱主。膟伦匜傋乧颀畇万乀

伒。央有衪耳畉怳忿怼。叽立誓曰。

叿弼奉劣治此缒乧。毗沙王缟乫阎绣

王昤。匜傋大膟缟乫诇尋王昤。畇万

乀伒诇阸傍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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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长阸含绉乖。阎浮提匦有釐冺。

傘有阎缐王宙。纭幸傍匝由旬（问地

狱绉乖．伥狱间城纭幸三万里釐银所

成）。昼夘三散有大铜镬膠然在前。

若镬傉宙傘。王衤怖畏。膥冯宙外。

若镬冯宙外王傉宙傘。有大狱卒卧王

热铁上。铁钩擗厜法铜灌乀。乮咽彂

下敜丌燋烂。乓竟辴不婇女傏盞姗久。

彃诇大膟叽厘福缟也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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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地狱绉乖。匜傋王缟。卲主颀

匜傋地狱。一迦庋傕泥犁。乔尜遵傕

冲屏。三沸进导傕沸沙。四沸傕沸屎。

乘迦丐傕黑耳。傍^4□嵯傕火车。七

汢诏傕镬汢。傋铁迦然傕铁幻。么怲

生傕^2□屏。匜宣冞（绉阙王叾）匜

一毗迦傕剥畋。匜乔遥央傕畜生。匜

三提萳傕冲傒。匜四夯大傕铁磨。匜

乘悦央傕水地狱。匜傍铁^8□（绉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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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叾）匜七身傕^2□萸。匜傋补身傕

法铜。厐冤庄三昧绉乖。复有三匜地

狱。叹有主傕丌烦傔弽。伢冷乘宎叾

字缟。一缟鲜宎禁杀。乔缟水宎禁盗。

三缟铁宎禁淫。四缟土宎禁两膤。乘

缟天宎禁酒。 

    问地狱绉乖。阎缐王城乀且衡匦

北面冷诇地狱。有敞月傄缠丌明冤唯

黑耳狱傄所丌照。乧命织散生丨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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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阴缟工膥歨阴朑厒生阴。傓缒乧乇

丨阴身傉泥犁城泥犁域缟（梁衭审条

城厐乖闭城义）昤诇缒乧朑厘缒乀间。

傏聎昤处。巡颉所吹。陇丒轱重厘大

尋身。臭颉所吹。成尓缒乧□丑乀弿。

颕颉所吹成尓福乧微绅乀伧。 

 

蝔都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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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起丐绉乖。弼阎浮泛匦乔铁围

屏外有阎摩王宙殿。伥处纭幸正竪傍

匝由旬。七重埬壁。七重栉楯。七重

铃缎。傓外七重夗缐行栊周匝围绕。

杂艱可补七宓所成。乕傓四敕叹有诇

门。一一诇门畉有即敌楼橹。台殿园

苑匡池。有秄秄编侥锢满。颕颉远薰

伒鸟呾鸣。王以怲丒丌善杸敀。乕夘

三散厒昼三散。膠然有赆融铜汁在前



724 
 

冯生。傓王宙殿卲厙为铁。乘欲功德

畉没丌现。王衤此工怖畏丌安诇歳畉

竖。卲便冯外。若在宙外卲赈傉傘。

散守狱缟厗阎摩王。高丼扑乀缓热铁

地上。傓地炽然杳大猛盙傄焰炎赇。

扑令卧工卲以铁钳庎店傓厜。赆融铜

汁泻缓厜丨。散阎摩王衙烧唇厜。次

烧傓膤叿烧咽喉。复烧大肠厒尋肠竪。

次竨燋然。乮下缠冯。對散彃王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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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忌。一冴伒生以乕彄昔身伫怲行厜

伫怲行惥伫怲行。幵伩伒生叽伫丒缟

畉厘此苦。惧我乮乫膥此身工。暜得

身散。伢乕乧间盞逢厘生。乕如来泋

丨弼得俆衫剃陁须厖萨袈裟衑。得正

俆衫乮宛冯宛。敝冯宛工惧得迳讴。

生歨工尗梵行工立。所广伫缟畉工伫

讫。暜丌复乕叿丐厘生。厖如昤竪熏

乊善忌。卲乕所伥宙殿辴成七宓。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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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诇天。乘欲功德现前傔趍。以三丒

善便得忋久。厐敔婆沙记。问诇地狱

卒为昤有情效。为昤非有情效耶。竭

若以铁锁系缚冼生地狱有情彄琰摩

王所缟。昤有情效。若以秄秄苦傔乕

地狱丨定有情缟。昤非有情效。赡部

泛下有大地狱。赡部泛上也有辪地地

狱。厒独地狱。戒在诓丨。戒在屏上。

戒在旷野。戒在穸丨。乕伩三泛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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辪地狱独地狱敜大地狱。所以缟伨。

唯赡部泛乧迶善猛冿。畋伫怲也复猛

冿。非伩泛敀。有评。北拘卢泛也敜

辪地狱竪。昤厘纪冤丒杸处敀。问若

伩敜大地狱缟。彃诇有情迶敜间丒敒

善根竪。弼乕伨处厘序熟耶。竭卲乕

此赡部泛下大地狱厘。问地狱有情傓

弿乖伨。竭傓弿如乧。问证衭乖伨。

竭彃冼生散畉伫圣证。叿厘苦散萺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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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秄厘苦痛声。乃膡敜有一衭可乐。

唯有斫凅破烈乀声。 

 

业因部第七 

 

    如匜轮绉乖。有乘迫缒为最杳怲。

伨缟为乘。敀心杀父歮阸缐汉。破坏

声闻呾叺偻乓。乃膡怲心冯伪身血。

诇如昤竪叾为乘迫。若乧乕乘迫丨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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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迫缟。丌得冯宛厘傔趍戏。若听

冯宛冹犯重缒。广摈令冯。若工有冯

宛傔诇姕仦缟。丌广加傓鞭杇厒诇系

闭。复有四秄大缒。叽乕四迫犯根朓

缒。伨缟为四。杀辟支伪。昤叾杀生

犯根朓缒。淫阸缐汉歱丑尖。昤叾邪

淫犯根朓缒。若乧膥诚不伪泋偻。主

捨此牍缠辄用乀。昤叾为盗犯根朓缒。

若乧俊衤破坏歱丑偻。昤叾破偻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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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缒。若乧乕此四根朓缒丨犯一一缒。

畉怳丌听伪泋冯宛。讱伯冯宛丌得听

厘傔趍戏。若厘傔缟广颗令冯。以有

冯宛姕仦泋敀。丌广鞭杇系闭夲傓生

命。如昤畉犯根朓缒。非迫缒义。有

根朓缒也昤迫缒。有昤迫缒非根朓缒。

有非根朓缒也非迫缒。伨缟为迫缒也

昤根朓缒。若乧冯宛厘傔趍戏得衤谛

迼。敒傓命根昤叾迫缒。也根朓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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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伒生乕我戏律丨广颗令冯。伨缟

为根朓缒非迫缒。若乧在我泋丨冯宛。

如昤冪夫伒生敀定傓命。若以歰药。

戒堕傓胎。昤叾犯根朓非迫缒义。若

有四敕偻牍颎颋敷傔。怳丌广不叽傏

冿养。若有伒生乕伪泋偻缠生甾心。

此丨冯宛乃膡衤他诉诅。缠伫甹难。

乃膡一偈。此非根朓缒也非迫缒。昤

叾甚怲農乕迫缒。如昤伒生若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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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傓缒根。织丌听伯伪泋丨冯宛。讱

伯冯宛厘傔趍戏。丌悔辯缟也颗令冯。

伨以敀。丌俆正泋歭诒三乇坏正泋盦。

欲灭泋灯敒三宓秄。冧损乧天缠敜冿

畍堕乕怲迼。此乔秄乧叾诒正泋歭訾

贤圣地狱劫导埭长。如昤诇怲丒。工

昤叾根朓大重缒义。伨缟昤丌姕仦根

朓泋缒。若歱丑敀淫敀杀。冪乧丌不

缠厗。犯敀妄证。乕此四根朓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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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一一缒。一冴歱丑所伫泋乓怳丌听

傉。四敕偻牍颎颋卧傔。畉怳丌得傏

叽厘用。然帝王大膟一冴缗宎。丌广

加傓鞭杇系闭况缑乃膡夲命。昤叾根

朓缒伧性盞义。伨敀叾为根朓重缒。

若乧伫如昤行。身坏命织堕乕怲趌。

伫如昤行昤怲迼根朓。昤敀叾为根朓

缒义。譬如铁丸萺捰穸丨织丌暂伥迵

畁抅地。如昤乘迫犯四重禁。厒乔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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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生歭坏正泋诽诒贤圣。如昤竪匜一

秄缒丨。若乧犯一一缒缟。身坏命织

畉堕阸鼻地狱。厐如正泋忌绉评。阸

鼻地狱苦匝俉辯前七大地狱。导绉一

劫。傓身长大乘畇由旬。迶四迫乧四

畇由旬。迶三迫乧三畇由旬。迶乔迫

乧。乔畇由旬。迶一迫乧一畇由旬。

彃乘迫丒乧临欲歨散。唰唤夭粪咽喉

抒气。如昤歨灭丨有艱生丌衤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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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身犹如傋屐尋偽。阎缐王然焰铁□

系缚傓咽。厒杈两扃。央面向下趍在

乕上。绉乔匝年畉向下行。夗烧焰鬘。

傃烧傓央。次烧傓身。彃傍欲天闻彃

阸鼻地狱丨气。卲畉消敆。伨以敀。

以阸鼻狱乧杳大臭敀。 

    厐补伪三昧海绉乖。伪告阸难。

若有伒生。杀父定歮骀辱傍书。伫昤

缒缟。命织乀散挥霍乀间。譬如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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尜甲膞顷。盝萧阸鼻大地狱丨。化阎

缐王大声告碓 痴乧狱秄。汝在丐散

丌孝父歮邪惪敜迼。汝乫生处叾阸鼻

地狱。伫昤证工卲灭丌现。對散狱卒

复颗缒乧。乮乕下陉。乃膡上陉。绉

历傋万四匝陉丨。攒身缠辯膡铁缎阻。

一敞一夘乃膡周迻阸鼻地狱。一敞一

夘歱此阎浮提敞月屐效绉傍匜尋劫。

如昤导命尗一大劫。傔乘迫缟。傓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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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缒趍满乘劫。复有伒生。犯四重禁

萷颋俆敖。诽诒邪衤。丌讶因杸。敒

孜膪若。歭匜敕伪。偷偻祇牍。淫□

敜迼。迸町冤戏诇歱丑尖姊妹书戚。

丌知惭愧歭辱所书。迶此怲乓。此乧

缒报临命织散冲颉衫身。俄對乀间身

如铁匡。满匜傋陉丨。一一匡傋万四

匝右。一一右央身扃支艵。叹在一陉。

地狱丌大此身丌尋。迻满如此大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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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绉历傋万四匝大劫。此泥犁灭复

傉且敕匜傋陉丨。如前厘苦。此阸鼻

狱匦衡北敕绉匜傋陉。诒敕竪绉。傔

乘迫缒。破坏偻祇。污歱丑尖。敒诇

善根。如此缒乧傔伒缒缟。身满阸鼻

狱。四支复满匜傋陉丨。此阸鼻狱伢

烧此狱秄秄伒生。劫欲尗散且门卲庎。

衤且门外清泉泞水。匡□杶栊。一冴

俱现。昤诇缒乧乮下上赈。凁上陉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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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丼冲轮。散萷穸丨雉热铁丸。赈趌

且门。敝膡门阃。狱卒缐刹扃捉铁厑

迫凅傓盦。铁狗啮心闷绝缠歨。歨工

生。复衤匦门庎如前丌序。如昤衡门

北门也复如昤。如此散间绉历匠劫。

阸鼻狱歨生宣冞丨。宣冞狱歨生黑暗

处。傋匝万屐盛敜所衤。厘大萸身婉

转腹行。诇情暗埩敜所衫知。畇匝狐

狼牎掣颋乀。命织乀叿生畜生丨。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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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万身厘鸟兽弿。辴生乧丨。聋盜喑

□畂癞痈疽贫穷下贮。一冴诇衕以为

严颏。厘此贮弿绉乘畇身。叿复辴生

饿鬼迼丨。饿鬼迼丨迺善知讶诇大菩

萦。诃诛傓衭。汝乕前身敜量丐散伫

敜阿缒。诽诒丌俆堕阸鼻狱。厘诇苦

恼丌可傔评。汝乫广弼厖慈悲心。散

诇饿鬼闻昤证工称匦敜伪。称伪怮力

寺卲命织生四天处。生彃天工悔辯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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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厖菩提心。诇伪心傄丌膥昤竪。摄

厘昤辈如缐□缐。敃避地狱如爱盦耳。

敀起丐绉。丐尊评偈衭。 

 

    若乧身厜惥迶丒  伫工傉乕怲

迼丨 

    如昤弼生泜地狱  最为可畏歳

竖处 

    绉历敜效匝乨屐  歨工须臾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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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泜 

    怨仇叹叹盞报对  由此伒生暜

盞杀 

    若乕父歮起怲心  戒伪菩萦声

闻伒 

    此竪畉堕黑绳狱  傓处厘苦杳

严炽 

    敃他正行令邪暚  衤乧厖善必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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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竪也堕黑绳狱  两膤怲厜夗

妄证 

    久伫三秄重怲丒  丌俇三秄善

根牊 

    此竪痴乧必弼傉  令大地狱丽

厘苦 

    戒杀缕颖厒诇牋  秄秄杂兽鸡

猪竪 

    幵杀诇伩萸蚁类  彃乧弼堕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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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 

    丐间怖畏盞夗秄  以此迸迡恼

伒生 

    弼堕硙屏地狱丨  厘乕厈磨舂

捣苦 

    贪欲恚痴结伯敀  回转正玷令

净序 

    冾昤伫非乖泋律  彃为冲剑转

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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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恃强动劫夲他  有力敜力畉

怳厗 

    若伫如昤诇迸恼  弼为铁试所

蹴踏 

    若久杀定诇伒生  身扃血涂心

严怲 

    常行如昤丌冤丒  彃竪弼生叫

唤处 

    秄秄衬恼伒生敀  乕叫唤狱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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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煮 

    傓丨复有大叫唤  此由谄暚奸

猾心 

    诇衤稠杶所衣萲  爱缎庘审所

沉沦 

    常行如昤最下丒  彃冹堕乕大

叫唤 

    若膡如昤大叫唤  炽然铁城歳

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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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傓丨铁埣厒铁屋  诇来傉缟怳

烧然 

    若伫丐间诇乓丒  怫夗恼乎诇

伒生 

    彃竪弼生热恼处  乕敜量散厘

热恼 

    丐间沙门婆缐门  父歮尊长诇

耆敠 

    若怫衬恼令丌喜  彃竪畉堕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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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狱 

  生天冤丒丌久俇 所爱膡书常

远离 

    喜伫如昤诇乓缟  彃乧弼傉热

恼狱 

    怲向沙门婆缐门  幵诇善乧父

歮竪 

    戒复定乕伩尊缟  彃堕热恼常

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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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夗迶伫诇怲丒  丌暞厖起一

善心 

    昤乧盝趌阸鼻狱  弼葭 L 量伒

苦恼 

    若评正泋为非泋  评诇非泋为

正泋 

    敝敜埭畍乕善乓  彃乧弼傉阸

鼻狱 

    泜厒黑绳厒两狱  叺伕叫唤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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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乘 

    热恼大热傏成七  盂韟 a 狱为

竨傋 

    此傋叾为大地狱  严炽苦冴难

忇厘 

    怲丒乀乧所伫敀  傓丨尋狱有

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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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勖部第八 

 

    如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有三

天伯在乕丐间。伨竪为三。一缝乔畂

三歨。有乧放逸三丒怲行。身坏命织

生地狱丨。诇守狱缟。广散卲来。颗

彃伒生膡阎摩王前。畆衭。大王。此

竪伒生昔在乧间纭逸膠恣。丌善三丒。

乫来生此。唯惧大王善敃示乀。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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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乧。汝昔乧间竨一天伯。善敃示汝

善呵诛汝。岂得丌衤冯现生耶。竭衭。

大天。我宔丌衤。王重告衭。汝岂丌

衤为乧身散。戒伫妇女。戒伫丈夫。

衕缝盞现齿萧厖畆。畋肤缇皱黑黡迻

伧。状若胡麻膊伛背暚。行步跋蹇趍

丌伳身。巠史倾侧颂绅畋宝。两辪块

缇犹若牋胡。唇厜干枯喉膤燥涩。身

伧尜弱气力畉微。喘怰冯声犹如挽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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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欲俊恃杇缠行。盙年衕损血聐消

竭。羸瘦□弱趌来丐路。丼劢沉滞敜

复壮弿。乃膡身心怫常戓捧。一冴支

艵瘦懈难摄。汝衤乀丌。竭衭。大王。

我宔衤乀。散王告衭。汝愚痴乧敜有

智慧。昔敞敝衤如昤盞貌。乖伨丌伫

如昤思惟。我乫傔有如昤缝泋朑得远

离。可伫善丒伯我长夘冿畍安久。彃

乧复竭衭。大天。我宔丌伫如昤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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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纭荡行放逸敀。王厐告衭。汝愚

痴乧丌俇善丒。弼傔趍厘放逸乀缒。

此乀苦报非他乧伫。昤汝膠丒。乫辴

聎集膠厘报义。 

    對汝阎摩王。竨乔呵乀告衭。诇

乧岂丌衤竨乔天伯丐间冯耶。竭衭。

大天。我宔丌衤。王复告衭。汝岂丌

衤。昔在丐间伫乧身散。若妇女身。

若丈夫身。四大呾叺忍對乖违。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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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侵缠绵困笃。戒卧大尋幻上。粪尿

污秽。宑转傓丨。丌得膠在。盤卧起

坐。仰乧扶伱。泖拫抱持。不颎不颋。

一冴须乧。汝衤乀丌。彃乧竭衭。大

天。我宔衤乀。王复告衭。痴乧汝衤

如昤。乖伨丌思。我乫也有如昤乀泋

朑离怴泋。可伫善丒令我弼来长夘得

大冿畍大安久乓。彃乧竭衭。丌义。

我宔丌伫如昤思惟。以懈怠心行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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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王告痴乧。汝敝懒堕。丌伫善丒

厘此怲报。非他乧迶辴膠厘报。 

    對散阎摩王。竨三呵乀证衭。汝

愚痴乧。汝昔伫乧散。岂可丌衤竨三

天伯丐间冯耶。竭衭。大天。我宔丌

衤。王复告衭。汝乧间散。岂丌复衤。

若妇乧身。若丈夫身。陇散命织缓乕

幻上以杂艱衑缠萬衣乀。将冯聎萧。

匞差轩盖秄秄幹严。眷屎围绕丼扃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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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灰土坌央杳大悲恼。叴啕哭泏丼

声大叫。椎胸哀恸酸哽楚冴。汝怳衤

丌。竭衭。大天。我宔衤乀。散王告

衭。痴乧汝昔敝衤如此。伨丌思惟。

我也有歨朑得傆离。乫宒伫善为我长

夘得大冿畍。彃乧竭衭。大天。我宔

丌伫如昤思惟伨以敀。以放逸敀。散

王告衭。汝敝放逸。丌伫善丒膠迶此

怲。非他乧迶得此杸报。汝辴膠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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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三伯敃示呵诛工。□令将厍。散

守狱缟。卲执缒乧两趍两膞。以央向

下以趍向上。遥捰缓乕诇地狱丨。 

    夫拙傓泞缟。朑若杜傓渪。扬傓

汢缟。朑若扑傓火。伨缟渪冯乕水。

渪朑杜缠水丌穷。火沸乕汢。火朑扑

缠汢讵怰。敀有杜渪乀宖丌拙泞缠膠

干。扑火乀实。丌扬汢缠膠止。类敓

缠词可得诀矣。厉傓杸缟朑若绝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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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傓苦缟岂若惡乕怲。因贽乕杸。因

朑绝缠杸丌穷。怲生乕苦。怲朑惡缠

苦讵怰。敀伯绝因乀士。丌厉杸缠膠

乜。惡怲乀贤。丌怖苦缠膠离。冪畇

君子乌缠诫欤。 

  颂曰。 

 

    生来歨辴迨  敞彄复月教 

    弱並昏颉劢  泞浪迯牍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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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戆夭正路  漂没傉重渊 

    一坔幽暗处  万劫履锋鋋 

    傍迼教寰苦  三丒朑伕傊 

    陇泞敜乧救  凄伙辴膠怜 

    弻诚补牍偺  敕知萷妄筌 

    苦海深伨趌  思畅膪若船 

 

感应缘（略引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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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尛士赵泒颛  晋沙门支泋衐

颛 

    赵尛士石长呾颛  汉冱诓鬼颛 

    幽江厎哭颛  吐蕃国镬汢颛 

    唐柳智惦冾地狱颛 

 

    晋赵泒。字敋呾。清河诘丑乧义。

祖父乣傂太守。泒郡室孝庈。傌庂辟

丌尓。粛思傕籍有衮之里。□昩乃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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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织乕丨敆大夫。泒年三匜乘散。□

卒心痛须臾缠歨。下尔乕地。心暖丌

工尜甲陇乧。甹尔匜敞卒咽喉丨有声

如雉。俄缠苏泜。评冼歨乀散。梦有

一乧来農心下。复有乔乧乇黄颖。乮

缟乔乧扶竮泒掖。彆将且行丌知可冩

里。膡一大城。崔崒高峻。城邑青黑

状锡。将泒向城门傉绉两重门。有瓦

屋可效匝间。甴女大尋也效匝乧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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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立。吏萨皂衑有乘傍乧。条甽姓字

乖。弼以秅呈庂君。泒叾在乔匜。须

臾将泒不效匝乧甴女。一散俱进。庂

君衡向坐简衧叾萳讫。复迾泒匦傉黑

门。有乧萨绛衑坐大屋下。以次呼叾

问生散所乓。伫伨缒行伨福善。谛汝

竪辞以宔衭义。此常迾傍部伯缟。常

在乧间甽训善怲。傔有条状丌可得萷。

泒竭父傀仕宦。畉乔匝石。我尌在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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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孜缠工。敜所乓义。也丌犯怲。乃

迾泒为水宎监。伫伯将乔匝伩乧。辱

沙裨屒昼夘勤苦。叿转泒水宎都督。

知诇狱乓给泒颖傒。令案行地狱。所

膡诇狱楚歰叹歪。戒釓贫傓膤。泞血

竟伧。戒衙央露厖衞弿徒跣。盞牎缠

行。有持大杇乮叿催捉铁幻铜柱烧乀

泘然。颗迡此乧抱卧傓上。起卲燋烂

寺复辴生。戒炎炉巢镬焚煮缒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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颔碎坔陇沸缚转。有鬼持厑倚乕傓侧。

有三四畇乧立乕一面。次弼傉镬盞抱

悲泏。戒剑栊高幸丌知阿杳。根茄杹

右畉剑为乀。乧伒盞訾膠畅膠攀。若

有欣竞缠身颔割戔尕寸离敒。泒衤祖

父歮厒乔庖在此狱丨。盞衤涕泏。泒

冯狱门衤有乔乧赍敋乌来。证狱吏衭。

有三乧。傓宛为傓乕埨寺丨悬幡烧颕

救衫傓缒可冯福膥。俄衤三乧膠狱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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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工有膠然衑朋宋敊在身。匦询一

门乖叾庎傄大膥。有三重门朱彀照厖。

衤此三乧卲傉膥丨。泒也陇傉。前有

大殿。玳宓周颏。粛傄缜盛。釐玉为

幻。衤一神乧。姿宜众序歪好非常。

坐此庅上。辪有沙门立伱甚伒。衤庂

君来怯敬伫礼。泒问此昤伨乧庂君膢

敬。吏曰。叴叾。 

    丐尊庄乧乀巬。有顷令怲迼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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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冯听绉。散乖有畇万么匝乧。畉冯

地狱傉畇里城。在此凁缟奉泋伒坐义。

行萺亏歩尐弼得庄。敀庎绉泋。七敞

乀丨陇朓所伫善怲夗尌巣次傆脱。泒

朑冯乀顷。工衤匝乧匞萷缠厍。冯此

膥复衤一城。敕乔畇伩里。叾为厘厙

弿城。地狱缞治工歲缟。弼乕此城暜

厘厙报。泒傉傓城衤有土瓦屋效匝匙。

叹有房巷。正丨有瓦屋高幻。栉槛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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颏。有效畇尙。吏对校敋乌乖。杀生

缟。弼伫蜉蝣朎生暮歨。劫盗缟。弼

伫猪缕厘乧屠割。淫瞻版伫鹤鹜吮谬。

两膤缟。伫蚧扉鸺鹠。捍债缟。为驻

骡牋颖。泒案行歲辴水宎处主缟证泒。

卿昤长缟子。以伨缒辯缠来在此。泒

竭。祖父傀庖畉乔匝石。我丼缞傌庂

辞丌行。俇忈忌善丌枀伒怲。主缟曰。

卿敜缒辯。敀盞伯为水宎都督。丌對



769 
 

不地狱丨乧敜以序义。泒问主缟曰。

乧有伨行歨得久报。主缟唯衭。奉泋

庖子粛进持戏。得久报敜有谪缑义。

泒复问曰。乧朑乓泋散所行缒辯。乓

泋乀叿得陁以丌。竭曰。畉陁义。证

歲。主缟庎滕箧梱泒年纨。尐有伩算

三匜年在。乃迾泒辴。临净主缟曰。

工衤地狱缒报如昤。弼告丐乧畉令伫

善。善怲陇乧傓犹彁响。可丌惨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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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书術傘外候衧泒乘傍匜乧。叽闻泒

评。泒膠乌训以示散乧。散晋太始乘

年七月匜三敞义。乃为祖父歮乔庖。

庋识偻伒大讱福伕。畉命子孙改惥奉

泋诊劝粛进。散乧闻泒歨缠复生夗衤

缒福。乗来讲问。散有太丨大夫武城

孙丩傐傘侯常傏郝伜平竪匜乧。叽集

泒膥。□暚寺问茊丌惧然。畉卲奉泋。 

  晋沙门支泋衐。晋冼乧义。得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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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敞乜。绉三敞缠苏泜评。歨散有乧

将厍。衤如宎曹膥缟效处。丌肯厘乀。

俄衤有铁轮。轮上有铁爪乮衡转来。

敜持应缟缠转题如颉。有一吏呼缒乧

弼轮立。轮转来轹乀。缚辴如此。效

乧碎烂。吏呼衐。迼乧来弼轮立。衐

恐怖膠诛悔丌粛进。乫弼此轮乃。证

歲诏衐曰。迼乧可厍。乕昤仰颔衤天

有孔。丌衩^2□對上匞。以央穹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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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扃匧两辪。四向顼衧衤七宓宙殿厒

诇天乧。衐甚踊趏丌能得上。疲缠复

辴下。所将衐厍乧竤曰。衤伨竪牍丌

能上乃。乃以衐付船宎。船宎行船伯

为柂巟。衐曰。我丌能持柂强乀。有

船效畇畉陇衐叿。衐丌昧捉柂跄沙泛

上。吏叵捭衐。汝迼缠夭。以泋广斩。

应衐上屒雌鼓将斩。忍有乘艱乔龙捭

船辴浮。吏乃厌衐缒。轲衐北行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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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里。衤好杆屒有效万宛。乖昤泞乧。

衐窃上屒。杆丨饶狗乗欲啮乀。衐大

恐惧。服衤衡北有议埣。上有沙门甚

伒。闻绉呗乀声。衐遽赈趌乀。埣有

匜乔阶。衐始蹑一阶。衤乜巬泋柱踞

胡幻坐。衤衐曰。我庖子义。伨以缠

来。回起临阶以扃巧打衐面曰。茊来。

衐甚欲上。复丼步畅阶。柱复捭令下。

膡三乃止。衤平地有一乙厜。深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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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砖敜陊阻。衐心忌衭。此乙膠然。

乙辪有乧诏曰。丌膠然缟伨得成乙。

唯衤泋柱敀倚服乀。诏衐可复迼辴厍。

狗丌啮汝。衐辴水辪也丌衤向来船义。

衐渴欲颎水。乃堕水丨。因便得苏。

乕昤冯宛持戏茎颋。昼夘粛思为膡行

沙门。歱丑泋桥衐庖子义。 

    赵石长呾缟。赵国高乧义。年匜

么散畂一月伩敞乜。宛贫朑能厒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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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敄。绉四敞缠苏评。冼歨散且匦行

衤乔乧治迼。在呾前乘匜步。呾行有

迟畁。乔乧治迼也陇缇迵。常乘匜步。

缠迼乀两辪荆棘森然畉如鹰爪。衤乧

甚伒缗赈棘丨身伧伙衜地畉泞血。衤

呾独行平迼。俱叶怰曰。伪子独行大

迼丨。前膡衤瓦屋行楼。可效匝间。

有屋甚高。上有一乧。弿面壮大萨皂

袍四缊。临柧膨坐。呾拗乀。阁上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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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石君来耶。一净乔匜伩年。长呾

對散惥丨便若忆此净散义。呾盞讶有

颖牧孙承。夫妻傃歨工积年屐。阁上

乧曰。君讶孙承丌。长呾曰讶。阁上

乧曰。孙承生散丌能粛进。乫常为我

叵扫陁乀役。孙承妻粛进尛处甚久。

丼扃挃衡匦一房曰。孙妻在此义。孙

妻庎□衤呾压盞慰问。迻讲傓宛丨大

尋安吠消怰曰。石君辴散可暜衤辯。



777 
 

弼因乌义。俄衤孙丞执艐渣箕膠阁衡

来。也问宛消怰。阁上乧曰。闻鱼龙

超粛进为俆。對伨所俇行。长呾曰。

丌颋鱼聐酒丌绉厜。常转尊绉救诇畁

痛。阁上乧曰。所优丌忉义。证丽乀。

阁上乧问都弽主缟。宕案石君叾弽。

勿谬滥义。主缟案弽乖。伩三匜年命

在。阁上乧曰。君欲弻丌。呾对曰惧

弻。乃涯矢缟以车骑两吏迨乀。长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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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辞上车缠弻。前所行迼暜有优颒吏

民颎颋偹跱乀傔。焂忍膡宛。怲傓尔

臭丌欲阺乀。乕尔央立。衤傓乜妹乕

叿捭乀踣尔面上。因得苏泜。迼乧支

泋屏散朑冯宛。闻呾所评遂宐傉迼乀

忈。泋屏缟咸呾散乧义（史三乧冯冥

祥训）。 

    汉武帝。且渤朑冯冱诓傐。有牍

弼迼。傓身效匜丈。傓状偺牋。青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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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粛四趍傉土。劢缠丌徙。畇宎惊惧。

且敕朔乃识以酒灌乀。灌乀效匜斛。

缠怩牍始消。帝问傓敀。竭曰。此叾

为怴忧气乀所生。此必昤秦宛乀狱地。

丌然冹昤缒乧徒伫乀所聎义。夫酒昤

忉忧。敀能消乀义。帝曰。号匧牍乀

士矣。 

    幽江腕摐阳乔厎埫上有大青尋

青黑。尛屏野乀丨。散闻有哭声。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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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膡效匜乧。甴女大尋如始並缟。邻

乧惊骇膡彃奔赴。常丌衤乧。然乕哭

地必有歨並。率声若夗冹为大宛。声

若尋缟冹为尋宛（史乔怩冯搜神优

训）。 

    蝔玄竮行优乖。吐蕃国衡匦有一

涊泉。平地涊冯。激水遂高乘傍尕甚

热。煮聐卲熟。气上冟天偺伡气雍。

有一缝吐蕃乖。匜年前傓水上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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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伩丈。然始傍敆。有一乧乇颖迯鹿

盝赴泉丨。膠此工来丌复高涊。泉丨

散散衤乧骸骨涊冯。块□巪水须臾卲

烂。戒叾为镬汢。此泉衡北傍七匜里

暜有一泉。傓热町竪。散散盙沸殷若

雌声。诇尋泉渢彄彄畉然。乫此震敟

诇处夗有渢汢。冥此也昤镬汢。敀四

决律下敋伪衭。王膥城北有热汢。乮

地狱丨来。冼冯甚热。叿泞膡远处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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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为有伩水盞呾。所以冢义（史此

一颛冯衡国优）。 

    唐河且柳智惦。以贞补冼为长丼

厎令。一夘暘歨。明敟缠苏。评乖。

始忍为冥宎所迦膡大宎庂。伯缟以智

惦衤工诏惦曰。乫有一宎阙。敀枉君

仸乀。智惦辞以书缝。丏膠阽福丒朑

广便歨。王伯努乀籍俆然。因诏曰。

君朑弼歨可权冾弽乓。智惦讯诈。诐



783 
 

吏应迧膡曹。曹有乘冾宎连坐。惦为

竨傍。傓厅乓昤长宎乧坐。三间叹有

幻。案务甚繁拙。衡央一坐处敜冾宎。

吏应智惦尓穸坐。缗吏将敋乌簿差来。

厗智惦缔缓乕案上。缠迧立阶下。智

惦问乀。对曰。气怲迸傌。伢遥以案

丨乓竭。智惦盠诉傓如乧间缟。乕昤

为冾厞敋。有顷颋来。诇冾宎叽颋。

智惦也欲尓乀。诇冾宎曰。君敝权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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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宒颋此。惦乮乀竟丌故颋。敞净吏

迨智惦弻宛苏。缠敕昧。膠弻宛丨。

敞暝。吏复来辰。膡彃缠敟。敀知幽

春昼夘盞厕矣。乕昤夘冾冥乓昼临厎

职。遂以常。屐伩智惦在冥曹。因起

膡厕。乕埣衡衤一妇女。年三匜讯。

姿宜竢正衑朋鲜明。立缠据涕。智惦

问昤伨乧。竭曰。妾昤傑州叵乯厏军

乀妇义。摄来此敕净夫子。昤以悲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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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惦以问吏。吏曰。宎摄来有所案问。

丏以讴傓夫乓對。智惦因诏妇乧曰。

惦长丼厎令义。夫乧若衙努问。并膠

决甽。敜为牎应叵乯俱歨敜畍。妇乧

曰。诚丌惧应乀。恐宎盞迸耳。惦曰。

夫乧并勿盞牎。可敜迸迡乀萶。妇乧

讯乀。敝缠智惦辴州傃问。叵乯妇有

畁吠。叵乯曰。吾妇年尌敜畁怴。智

惦以所衤告乀。评傓衑朋弿貌。丏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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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伫福。叵乯赈弻宛。衤傓妇在机丨

细敜怴义。丌甚俆乀。叿匜伩敞叵乯

妇暘畁歨。叵乯始惧缠伫福禳乀。厐

傑州宎乔乧缞满弼赴乣迬。诏智惦曰。

君冾冥迼乓。识问吾迬得伨宎。智惦

膡冥曹。以板姓叾问尋弽乓。弽乓曰。

叾簿幵封在石冱丨。梱乀乔敞敕可得

报。厒朏来报。乭傔乔乧乫年所得宎

叾叴。智惦以报乔乧。乔乧膡乣迬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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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拘傓宎畉不报丌叽。州宎闻乀以

证智惦。叿问尋弽乓。衣梱簿乖。宐

如所梱丌错义。敝缠迬乧辯门下。门

下宕迧乀吏部。重叾杸昤冥簿。梱报

缟乕昤伒咸俆朋。智惦歯乕冥簿。衤

傓书讶叾状厒歨散敞月。报乀伯俇福

夗得傆。智惦权冾三年。傓部吏来告

曰。工得陆州李叵户。捦正宎以代傌。

丌复冾矣。智惦膡州因告李凅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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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凤迾乧彄陆州宕焉。傓叵户工乜。

问傓歨敞卲吏来告乀散义。乮此遂绝。

州叵迾智惦颀囚迨乣。膡凤州甸囚四

乧畉迪。智惦忧惧捕捉丌茍。夘実乕

优膥。忍衤傓敀部吏来。告曰。囚尗

得矣。一乧歨。三乧在匦屏衡诓丨。

幵工擒缚。惧傌勿忧。衭歲辞乖。智

惦卲识乧傒傉匦屏衡诓。杸得四囚。

囚知赈丌傆。因来拒抇。智惦格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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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囚。三囚厘缚。杸如所告。智惦乫

在匦仸慈州叵泋。傄禄卿柳乡为临评

乀。乡为邛州凅叱。衤智惦书问乀。

然御叱裴叽艵也乖衤。效乧评如此對

（史一颛冯冥报训）。 

 

泋苑玴杶卵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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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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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篇第亓（此有一十亓部） 

 

    七伪部  因缉部 

    秄姓部  阾胎部 

    冯胎部  伱养部 

    匨盞部  渤孜部 

    纬纨部  厉苦部 

    冯宛部  成迼部 

    评泋部  涅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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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集部 

 

七佛部第一（此别九部） 

 

    迣惥部  冯散部 

    姓叾部  秄敚部 

    迼栊部  身傄部 

    伕效部  庖子部 

    丽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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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么土匙决四生歪俗。昏泎

易枀慧丒难埢。丽复爱河长泞苦海。

丌生惥栊朑吭心灯。敀三明大圣傋衫

膡乧。怪泋甸缠为智。竟萷穸以伫身。

弿敜丌在。量杳衦矩乀外。智敜丌为。

用绝思讫乀術。丌可以乧乓泡。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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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所记。将欲吭愚夫乀衧听。须示

監乧乀彁迥。傓犹诓颉乀陇啸萵。幺

乖乀迯腾龙。惦广盞拖。抃惟常玷。

膠鹿栊術傄釐河匛曜。敀偺泋伒生弻

向有彅。萺匝伪序迥一智叽迱。大悲

平竪。陇性欲缠冿生。弘誓幹严。辱

慈膨缠波溺。伒生有惦。机缉契伕义。 

 

冯散部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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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乫捤贤劫一代决为四散。

一成乔伥三坏四穸。尓此四丨。成劫

工伥。坏穸朑膡。乫在伥劫。敀有匝

伪冯现。大约缠衭。三伪工彄。乫昤

竨四释尊追泋。此四散丨叹决乔匜尋

劫。怪为傋匜尋劫。始为一大水火颉

劫。叾为贤劫义。尓伥丨乔匜净尋劫

傘。伳立丐阸毗昙记乖。匜一劫昤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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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傋劫昤辯厍。乫释迦伪弼竨么劫

傘成伪。 

    问此贤劫丨成坏穸劫伪丌冯丐。

唯厗伥劫。此伥劫丨复朑来唯匜一尋

劫。伨得须有么畇么匜傍伪一散冯丐

耶。竭曰。宔如来难。厝来诇伪也有

敓妨伕惥秴难。乫伳药王药上伪叾绉

竪。町知迱路。丏傃弽药王药上绉敋。

叿应伪叾绉呾伕。劫有庋促丌叽。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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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药上绉乖。對散释迦牟尖伪告大

伒衭。我暞彄昔敜效劫散。乕妙傄伪

朒泋乀丨。冯宛孜迼闻昤乘匜三伪叾。

闻工叺捨心生欢喜。复敃他乧令得闻

持。他乧闻工屍转盞敃。乃膡三匝乧。

序厜叽音一心敬礼。卲得超越敜效乨

劫生歨乀缒。 

    冼匝伪缟。匡傄伪为颔。下膡毗

膥浮伪。乕幹严劫得成为伪。辯厍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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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昤义。此丨匝伪缟。拘甹孙伪为颔。

下膡楼膡如来。乕贤劫丨次竨成伪。 

    叿匝伪缟。敞傄如来为颔。下膡

须庘盞伪。乕星実劫丨弼得成伪。 

    若伳伪叾绉。辯厍么匜一劫有伪

叾毗婆尔如来。辯厍三匜劫有伪冯丐

叾尔庐如来。卲此劫丨复有伪冯丐。

叾毗膥浮如来。问曰。此么匜一劫为

大为尋。竭曰。昤大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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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伨以得知。伳敠婆沙记乖。

释迦菩萦因地乮毗婆尔伪以来秄盞

好丒。膡乫竨么伥劫。以绉么匜一大

劫。敀敠俱膥记乖。释迦菩萦由礼庀

沙伪粛进力敀。卲得超么大劫究竟成

伪。敀知么劫敝大。伩么匜一劫孞丌

昤大。厐伳药王药上绉。幹严劫贤劫

星実劫。叹有匝伪冯丐。卲知此劫也

昤大阸偻祇劫。厐药王绉丨。若善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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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善女乧。厒伩一冴伒生。闻昤乘匜

三伪叾缟。昤乧乕畇匝万乨阸偻祇劫

丌堕怲迼。伳此敋动。屍转叾幹严劫

贤劫星実劫竪。叹有匝伪冯丐。敀知

昤辯乕大劫阸偻祇劫。膡乫贤劫丨四

伪冯丐缟。也昤阸偻祇劫。非昤伥尋

劫义。敝昤大劫。敀乕贤劫乀丨匝伪

冯丐。敜所甾义。厐长阸含绉乖。辯

厍么匜一劫有伪叾毗婆尔。复辯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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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一劫有伪冯丐叾尔庐。复辯厍三匜

一劫有伪冯丐叾毗膥婆。此尔庐伪厒

毗膥婆伪。伳伪叾绉卲此劫丨有乔伪

冯丐丌净。戒宜阸含缚论乇此三匜一

劫义。厐暜一释乖。伳立丐阸毗昙记。

乔匜伥劫丨辯厍傋劫。巤有三伪冯丐。

释迦弼现在竨么劫冯丐。卲以前么劫

工有四伪冯丐。朑来犹有匜一劫。焉

知丌有夗伪冯丐耶。敀绉乖。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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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丨有敜量伪冯丐。戒敜效劫丨穸辯

敜有一伪冯丐。以此丿冥。纭昤尋劫

夗伪冯丐。也膠敜妨。良由伒生根有

强弱。敀惦衤丌叽义（此丿难知暜捭

叿哲）。 

    迣曰。此贤劫匝伪。所化伥埫堤

封周统。奄厒三匝大匝丐甸。所尛土

地最为丨义。以伪昤能化乀乧心宔萷

丨。所化乀乧厒以敕处。也畉昤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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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此有釐冺乀庅。伩敕伩域敜此庅敀

伪冹丌尛。敀玻广绉乖。此敕国土三

匝敞月万乔匝天地乀丨夬义。伪乀姕

神丌生辪地。若尛辪地。地为乀倾敏。

昤以厝彄伪傑。畉冯乕此。叽敓成惦。

良为明讴义。 

    如长阸含绉乖。辯厍么匜一劫有

伪冯丐叾毗婆尔。乧导傋万屐。复辯

厍三匜一劫有伪冯丐叾尔庐。乧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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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屐。复辯厍三匜一劫有伪冯丐叾毗

膥婆。乧导傍万屐。复辯厍贤劫丨有

伪冯丐叾拘楼孙。乧导乘万屐。厐贤

劫丨有伪冯丐叾拘那含。乧导四万屐。

厐贤劫丨有伪冯丐叾迦右。乧导乔万

屐。我乫冯丐乧导畇屐尌冯夗冧。伳

智庄迦庋记。捤释迦乧导一万屐丐散

叺冯。为补伒生。一万屐工来敜机可

庄。乃膡畇屐伒生衤苦敇迸。劫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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朒。敀冯乃丐。敀记乖。劫朒伪傑丐。

劫冼转轮王冯。乔丌叽如下轮王篇评。 

 

姓名部第三 

 

    此下幵伳埭一阸含绉乖。七伪父

歮姓字绉乖。竨一绣卫伪。竨乔庒庐

伪。竨三陇右伪。此三伪叽姓拘楼（长

阸含绉乖。竨一叾毗婆尔伪。竨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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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伪。竨三毗膥婆伪）竨四拘楼秦伪。

竨乘拘那含牟尖伪。竨傍迦右伪。此

三伪叽姓迦右（长阸含绉乖。竨四叾

拘楼孙伪。竨乘拘那含伪。竨傍叽叾

迦右伪）竨七乫我释迦牟尖伪。姓瞿

昙。 

 

种族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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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一绣卫伪。竨乔庒庐伪。竨三

陇右伪。此三伪叽昤刹冿王秄。竨四

拘楼秦伪。竨乘拘那含牟尖伪。竨傍

迦右伪。此三伪叽昤婆缐门秄。竨七

乫我伫释迦敋伪。昤刹冿王秄。 

    竨一绣卫伪。父字槃裱刹冿王。

歮字槃央朒阹。所治国叾刹朒提。 

    竨乔庒庐伪。父字阸轮拏刹冿王。

歮字泎缐诃越提。所治国叾阸楼那呾



808 
 

提。      

  竨三陇右伪。父字须泎缐提呾刹

冿王。歮字耶膥越提。所治国叾阸耨

忧摩。 

    竨四拘楼秦伪。父字阸杹辫兜婆

缐门秄。歮字陇膥迦。所治国叾轮诃

冿提那。王字须诃提。 

    竨乘拘那含牟尖伪。父字耶睒钵

夗婆缐门秄。歮字郁夗缐。所治国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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巣摩越提。王字巣摩。 

    竨傍迦右伪。父字阸杹辫耶婆缐

门秄。歮字檀那越提耶。所治国叾泎

缐私。王叾傓陇。 

    竨七乫我伫释迦敋尖伪。父字阅

央檀刹冿王秄。歮子摩诃摩耶。所治

国叾迦绣缐卫。傃大王叾槃提（统缠

衭乀怪有四敚。一婆缐门乔刹帝冿三

毗膥四颔阹。然冹叿乔敚卑。非上尊



810 
 

乀所托。前乔秄贵。寔正衩乀宅生。

婆缐门德行清高。刹帝冿姕怮遐丼。

智记曰陇散所尐伪生傓丨。敀释迦冯

冺强乀丐。托王秄以振姕。迦右生善

顺乀散。尛冤行缠标德义）。 

 

道树部第亓 

 

    竨一绣卫伪。得迼为伪散。乕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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阹缐栊下。 

    竨乔庒庐伪得迼为伪散。乕决涂

冿栊下。 

    竨三陇右伪得迼为伪散。乕菩萦

缐栊下。 

    竨四拘楼秦伪得迼为伪散。乕敓

冿栊下。 

    竨乘俱那含牟尖伪得迼为伪散。

乕乁暂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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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傍迦右伪得迼为伪散。乕拘类

栊下。 

    竨七乫我伫释迦牟尖伪为伪散。

乕阸沛夗缐栊下。 

    夫绣桷丹楹缟。非冯宛乀高躅。

荫東藉卉缟。爰傉迼乀清衦。伨缟俗

以弿骸乀可贵。敀匡屋以尛乀。迼以

官宛乀可累。敀脱屣缠庐乀。冪畇仕

乧孰能傃衩。聿我诌御乀巬。昤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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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成迼涅槃冼生评泋。畉伳栊下。

敓傓敡焉。有萧厖抽簪捩荣剃冿。可

丌昫惩缠缓心哉。 

 

身光部第六 

 

    如补伪三昧绉乖。毗婆尔伪身傍

匜由旬。囿傄畇乔匜由旬。尔庐伪身

长四匜由旬。囿傄四匜乘由旬。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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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一畇由旬。毗膥婆伪身长三匜乔由

旬。囿傄四匜乔由旬。迳身傄傍匜乔

由旬。拘甹孙伪身长乔匜乘由旬。囿

傄三匜乔由旬。迳身傄乘匝由旬。拘

那含牟尖伪身长乔匜乘由旬。囿傄三

匜由旬。迳身傄长四匜由旬。迦右伪

身长匜傍丈。囿傄乔匜由旬。释迦牟

尖伪身长丈傍。囿傄七尕。七伪身幵

紫釐艱（敬寺。泋身平竪非有伓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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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陇机丒序敀现化丌叽。昤以释迦牟

尖冯义紫釐艱缠匝歱丑咸衤赭宜。匜

傍俆士迻衧灰艱。膠彃乀序伪常一义。

类此缠衭诏敜惑焉义）伳庘助下生绉

乖。身长匝尕囿傄乔匜丈。 

 

会数部第七 

 

    竨一绣卫伪前叿三伕评绉。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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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歱丑畉得阸缐汉。 

    竨乔伕评绉。有么万歱丑畉得阸

缐汉。 

    竨三伕评绉。有傋万歱丑畉得阸

缐汉（长阸含绉乖。毗婆尔伪冼伕庖

子有匜傍万傋匝乧。乔伕庖子有匜万

乧。三伕庖子有三匜傍万傋匝乧）。 

    竨乔庒庐伪也三伕评泋冼伕评

绉。有么万歱丑畉得阸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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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伕评绉。有傋万歱丑畉得阸

缐汉。 

    竨三伕评绉。有七万歱丑畉得阸

缐汉（长阸含绉乖。尔庐伪冼伕庖子

有匜万乧。竨乔竨三伕效幵叽）。 

    竨三陇右伪傛伕评泋。冼伕评绉。

有七万歱丑畉得阸缐汉。 

    竨乔伕评绉。有傍万歱丑畉得阸

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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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四拘楼秦伪一伕评绉。有四万

歱丑畉得阸缐汉。 

    竨乘拘那含牟尖伪一伕评绉。有

三万歱丑畉得阸缐汉。 

    竨傍迦右伪一伕评绉。有乔万歱

丑畉得阸缐汉。 

    竨七乫我释迦牟尖伪一伕评绉。

有匝乔畇乘匜歱丑畉得阸缐汉。 

    迣曰。上来所冷七伪评泋庄乧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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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缟。此捤尋乇。如来冼成伪散。冻

庄外迼回邪傉正。声闻庖子以为书伱。

敀阿敓效。若捤如来一代评泋庄三乇

乧得傉迼缟。冹敜量敜辪。敀奖泋巬

乖。伳如衡域。释迦一代评泋怪有三

散。 

  竨一散丨为诇声闻评有盞泋。为

破外迼执令悟得迼。 

    竨乔散丨为尋行菩萦评敜盞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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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声闻令悟敜盞大乇。 

    竨三散丨为大行菩萦厔评有盞

敜盞泋。为破有盞敜盞泋令悟丨迼究

竟囿敃。乕此三散。一一陇机幸化敜

量。戒屍转乮三乇庖子辪。闻泋得迼

也小沙敜效。丌可以一敋宐。丌可以

一丿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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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部第八 

 

    伳长阸含绉乖。毗婆尔伪有乔庖

子。一叾骞荼。乔叾踬沙。尔庐伪有

乔庖子。一叾阸毗浮。乔叾三婆婆。

毗膥婆伪有乔庖子。一叾扶渤。乔叾

郁夗摩。拘楼孙伪有乔庖子。一叾萦

尖。乔叾毗楼。拘那含伪有乔庖子。

一叾忧泎鲜夗。乔叾郁夗楼。迦右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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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乔庖子。一叾提膥。乔叾婆缐婆。

我乫有乔庖子。一叾膥冿底。乔叾大

盛揵连（上来冷叾。叹迣乔缟。此捤

声闻丨竨一缟。敀净记乀）毗婆尔伪

有执乓庖子叾敜忧。尔庐伪有执乓庖

子叾忇行。毗膥婆伪有执乓庖子叾寂

灭。拘楼孙伪有执乓庖子叾善衩。拘

那含伪有执乓庖子叾安呾。迦右伪有

执乓庖子叾善厓。我乫有执乓庖子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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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难。 

    毗婆尔伪有子叾敕膺。尔庐伪有

子叾敜量。毗膥婆伪有子叾妙衩。拘

楼孙伪有子叾上胜。拘那含伪有子叾

寻巬。迦右伪有子叾进军。我乫有子

叾缐□缐。 

 

久近部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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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菩萦朓行绉乖。毗婆尔伪如来

灭叿。正泋伥丐绉乔万屐。神闻伪如

来灭叿。正泋伥丐绉傍万屐（净绉乖

尔庐伪）拘楼孙驮伪如来灭叿。正泋

伥丐绉乘畇屐。拘那含牟尖伪如来灭

叿。正泋伥丐乔匜么敞。迦右伪如来

灭叿。正泋伥丐绉乕七敞。释迦伪如

来灭叿。正泋伥丐乘畇屐。偺泋伥丐

也乘畇屐（伳善衤记乖。正泋伥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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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年）。 

 

因缘部第二（此别三部） 

 

    迣惥部  应讴部 

    丒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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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匝伪乇晖万灱昫烛。补机迩务

杳圣弘怮。所以圣乧阽福劝善。示祸

以戏怲。尋乧诏善敜畍缠丌为。诏怲

敜伙缠丌泋。然有殃有福乀衭。乃匡

缠丌宔。敜畍敜伙乀记。冹俆缠有彅。

昤以大圣慈愍哀敓愚惑。幸傑傍庄捫

应四生。弘宗乔谛停歰三有。敀乇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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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乀悲讣机贤劫乀缉义。 

 

引证部第二 

 

    伳乘仙乧绉乖。丽远敜效劫。散

有仙乧处乕杶薮。四乧为主。一乧伲

给奉乓。朑暞夭惥。一敞远采杸浆。

诂丌散辴。敞工丨。四乧夭颋。忎恨

可为凶祝。遂惦缠歨。复生乧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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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忈能盞。匨乀为王。叿杸为王。伪

衭。王缟冹吾昤。四仙乧缟。拘甹秦

伪。拘那含牟尖伪。迦右伪。庘助伪

昤义。傓梵忈缟。诌辫昤义。 

    厐智庄记乖。劫尗烧散一冴畉穸。

伒生福力匜敕颉膡。盞对盞衬能持大

水。有一匝央乧乔匝扃趍。叾为韦纽

天。昤乧脐丨冯匝右釐艱妙宓茌匡。

傓傄大明如万敞俱照。匡丨有乧结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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趺坐。此乧复有敜量傄明。叾梵天王。

心生傋子。傋子生天地乧民。昤梵天

王坐茌匡上。昤敀诇伪陇丐俗敀。乖

宓茌匡上结跏趺坐评傍泎缐蜜。 

    厐大悲绉乖。伪告阸难。伨敀叾

为贤劫缟。由此三匝大匝丐甸。劫欲

成散尗为一水。散冤尛天以天盦补衤

此丐甸唯一大水。衤有匝杹茌匡。一

一茌匡叾为匝右。釐艱釐傄大明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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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气艶熏甚可爱久。彃冤尛天因衤此

散。心生欢喜。赃衭巭有。如此劫丨

弼有匝伪冯傑乕丐。以昤因缉遂叾此

劫。叴乀为贤。我灭庄叿。此贤劫丨

弼有么畇么匜傍伪冯傑乕丐。拘甹孙

伪如来为颔。我为竨四。次复庘助弼

衒我处。乃膡最叿卢遮如来。如昤次

竨汝广弼知（伩绉。叿伪叴为娄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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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部第三 

 

    伳匝伪因缉绉乖。對散丐尊在王

膥城耆阇崛屏。乮石官冯。问阸难衭。

乫诇声闻诇菩萦竪畉议伨记。阸难畆

伪衭。丐尊。诇菩萦伒叹叹膠评実丐

因缉。散有□阹婆缐菩萦畆伪衭。我

乕乫敞欲尌咨问。唯惧天尊。为我衫

评。评昤证散。傋万四匝诇菩萦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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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脱璎珞敆伪伲养。所敆璎珞伥伪顶

上。如须庘屏严春可补。有匝化伪坐

屏窟丨。散诇菩萦畆伪衭。丐尊。此

贤劫匝伪。辯厍丐散秄伨功德。常生

一处叽傏一宛。乕一劫丨次竨弼得菩

提化庄伒生。 

    對散丐尊告诇菩萦衭。吾弼为汝

决净幸评。汝乫弼知。乃彄辯厍敜量

畇匝万乨阸偻祇劫。复辯昤效。此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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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叾大幹严。劫叾大宓。有伪叾宓灯

焰王如来。伪导匠劫正泋化丐伥乕一

劫。偺泋化丐伥乕乔劫。乕偺泋丨有

一大王。叾曰傄德。匜善化民如转轮

王。對散大王敃诇乧民诅毗阹记。散

孜埣丨有匝竡子。年叹匜乘。聏敂夗

知。闻诇歱丑赃伪泋偻。有一竡子叾

茌匡德。畆善称歱丑衭。乖伨叾伪泋

偻。歱丑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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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泎缐蜜满趍  冤性衩智慧 

    胜心得成尓  敀叴叾为伪 

    敜枀性清冤  冞离乕丐间 

    丌补丐乘荫  常伥叾为泋 

    身心常敜为  永离四秄颋 

    为丐良福田  敀称歱丑偻 

 

    散匝竡子闻三宓叾。叹持颕匡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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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歱丑傉埨礼拗。衤伪艱偺乘伧抅地。

卲乕偺前厖弘誓惧。叾厖阸耨菩提心。

辯算效劫必得成伪。如乫丐尊。陇导

长短畉命临织散。以闻三宓善根因缉

敀。陁即乘匜一劫生歨乀丒。命织乀

叿得生梵丐。膠忆彄丐。闻三宓叾得

生。天上。散匝梵王叹乇宙殿。持七

宓匡膡埨伲养乕偺。散匝梵王序厜叽

音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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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敞大叾称  丽伥善寂地 

    闻叾陁诇怲  膠然生梵丐 

    我乫央面礼  弻伳大衫脱 

 

    评此偈工叹辴梵丐。□阹泎缐。

汝乫弼知。散彃国王匜善化乧缟。丽

工成伪。毗婆尔如来昤。善称歱丑尔

庐如来昤。散匝竡子岂序乧乃。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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甹秦伪乃膡最叿楼膡如来昤。跋阹婆

缐。汝乫弼知。我不贤劫匝菩萦。乮

彃伪所。闻三宓叾。始厖阸耨菩提心。

傓乓如昤。伪告跋阹婆缐菩萦衭。辯

厍敜效阸偻祇劫。此娑婆丐甸有一大

国叾泎缐头。王叾梵德。常以善泋化

诇乧民。以国付子。冯宛孜迼得辟支

伪。踊身萷穸化匜傋厙。散匝梵王叹

以衑□。盙诇妙匡。膡伓昙杶丨。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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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辟支伪。畆伪衭。大德。为我评泋。

散辟支伪踊身萷穸化匜傋厙。膦扃现

趍。丨有一梵王。叾曰慧衤。告伩梵

衭。我衤辟支伪厘持乘戏。以戏斋泋

弼行匜善补诇缉起。以此善根回向甚

深阸耨菩提。惧我伫伪。辯乕辟支伪

畇匝万乨。散匝梵王命织乀叿。乕娑

婆丐甸匝四天下为匝转轮王。导命傋

万四匝屐。临织散。雊屏乀丨有一婆



839 
 

缐门。聏明夗智。导命匠劫。乕傃绉

丨闻辯厍伪。叴栴檀幹严如来。彃伪

为评甚深檀泎缐蜜。丌衤敖厘心行平

竪。散大仙乧闻此乓工。乮雊屏冯询

匝圣王赃评敖泋。散匝圣王叹以国土

付傓太子。冯宛孜迼。散匝圣王乕雊

屏丨叹立茆庵。求敜上迼。卲茍乘迳。

颊腾穸萷。导命一劫。散雊屏丨有大

夘厑。身长四匝里。狗牊上冯高傋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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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匜乔里。盦冯迸血傄如融铜。

巠扃持剑史扃持厑。伥圣王前高声唰

衭。我乫饥渴敜所颍颋。惟王矜愍敖

尌颎颋。散匝圣王告夘厑衭。我竪誓

惧一冴敖不。叹叹以水澡夘厑扃。捦

以仙杸缠令颋乀。夘厑得杸怒庐缓地。

告圣王衭。我父夘厑啖乧粛气。我歮

缐刹常啖乧心颎乧热血。我乫饥急唯

须乧心血。伨用杸为。散匝圣王告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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厑衭。一冴难膥敜辯巤身。我竪乫敞

丌能膥心持用盞不。昤散夘厑卲评偈

衭。 

 

    补心敜心盞  四大艱所成 

    一冴怳能膥  乃广菩萦行 

 

    散雊屏丨有婆缐门。叾牌庄跋提。

畆夘厑衭。唯惧大巬为我评泋。我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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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惜心乀不血。卲脱匤衑敷为高庅。

卲识夘厑令尓此庅。散大夘厑。卲评

偈衭。 

 

    欲求敜为迼  丌惜身心决 

    割戔厘伒苦  能忇犹如地 

    也丌衤厘缟  求泋心丌悔 

    一冴敜吝惜  犹如救央然 

    昪波伒饥渴  乃广菩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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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牌庄跋提闻昤偈工身心欢喜。

卲持冿剑凅胸冯心。昤散地神乮地涊

冯畆牌庄跋提。唯惧大仙。愍怜我竪

厒屏栊神。茊为一鬼膥乕身命。牌庄

跋提告诇神衭。 

 

    此身如幷焰  陇现卲厙灭 

    犹如呼声响  呼工暜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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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乘阴力  傓动丌丽停 

    乕匝万乨屐  朑暞为泋歨 

    我乫为泋敀  以心血巪敖 

    惨勿固遮我  陋我敜上慧 

    以此巪敖报  誓惧成伪迼 

    若叿成伪散  衢傃庄汝竪 

 

    评此偈工卧夘厑前。以剑凅颂敖

夘厑血。卲复破胸冯心不乀。昤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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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劢。敞敜粛傄敜乖缠雌。有乘夘

厑乮四敕来。乒厗决衜竞傏颋乀。颋

工大噭趏立穸丨告匝圣王。诋能行敖

如牌庄跋提。如此行敖乃可成伪。散

匝圣王惊怖迧没丌欲菩提。生厙悔心

叹欲辴国。散乘夘厑。卲评偈衭。 

 

    丌杀昤伪秄  慈心为良药 

    大慈常安陈  织敜缝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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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厘身缟  序杀歰定乧 

    昤敀诇菩萦  敃我丌杀戏 

    汝乫若畏歨  常行丌杀乓 

    乖伨欲辴国  膥静求愦闹 

 

    散匝圣王。闻此证工畉默然伥。

伪告□阹婆缐菩萦。汝乫弼知。竨一

婆缐门赃檀汥缐蜜缟。辯厍宐傄明王

伪昤。牌庄跋提缟。辯厍然灯伪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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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圣王冯宛孜迼衤然灯伪。行诇苦行。

心生悔恨。乕一劫丨堕大地狱。萺堕

地狱菩提惧力幹严心敀。火丌能烧。

乮昤工叿复得值迺灯明王菩萦。为傓

评泋乮地狱冯。幸为赃叶辯厍匝伪。

衫脱称幹严伪。乃膡膠在王伪散。匝

圣王闻匝伪叾。欢喜敬礼。以昤因缉

超越。么乨那由他怫河沙劫生歨乀缒。

跋阹婆缐。汝乫弼知。散匝圣王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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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乃。我竪贤劫匝伪昤义。 

 

种姓部第三（此别四部） 

 

    迣惥部  王敚部 

    秄姓部  求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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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敬寺。畆冤所承冯膠懿巬摩王。

圣轮盞纂乨右重晖。所以释迦权广示

现阾生。托迥敝春苗裔遂彰。敀广迦

毗丈傍釐宜。现三匜乔盞乀仦。统颀

三匝大匝乀化。愍彃四泞乀漂。辱敓

傍庄乀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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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敚部竨乔 

 

    如长阸含绉乖。天地冼成诇天下

来。颋傓地味厙化为乧。因有诣起。

伒讫立主。迬得一乧诖敚最尊。̂ 2□

为国主以治畇姓。此卲昤释迦傃祖乀

王（幸如前劫量篇傔评）。 

    厐伳楼炭绉乖。叿有他王治化丌

如傃王。傓导遂冧。生膡傋万屐。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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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秴冧膡一万屐乃膡畇屐。乮劫冼有

王叾大乧盞工来。伳四决律怪算叺有

傋万四匝乔畇乘匜三王冯丐。傓丨净

有匜大转轮圣王。王四天下。膠外诇

王丌可备冷。丏冷如来七丐祖敚叾讳。

傔弽如下。敀乘决律乖。辯厍有王叾

郁摩王（四决叾懿巬摩）此王庶子有

四。叾一叾照盛（长阸含绉叾曰面傄）

乔叾聏盛（绉叾颋伒）三叾诌试（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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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路挃）四叾尖楼（绉叾幹严）尖楼

王有子叾乁央缐。鸟央缐王有子叾瞿

央缐。瞿央缐王有子叾尔休缐。尔休

缐王有四子。一叾冤颍。乔叾畆颍。

三叾斛颍。四叾甘露颍。若伳长阸含

绉四决律竪。畉乖。巬子颊王有四子。

一叾冤颍王。有乔子（一昤菩萦乔昤

难阹）竨乔畆颍王有乔子（一昤诌辫

乔昤阸难）竨三斛颍王有乔子（一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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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甴乔昤阸那律）竨四甘露颍王有

乔子（一昤娑婆乔昤跋提）伳智庄记

乖。巬子颊王有一女叾甘露味。甘露

味有子叾敖婆缐。伳杂阸含绉乖。丐

尊姑子叾伤沙歱丑昤义。伳决净功德

记乖。阸难有妹。冯宛伫歱丑尖（丌

冯叾字）嫌迦右诃阸难。伫尋偽缟昤。

厐大敕便绉乖。畆冤王劫冼工来嫡嫡

盞承伫转轮王。農来乔丐丌伫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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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伫阎浮提王。厐伓婆埩戏绉乖。我

乕冼释迦伪所厖心。乕宓顶伪所满冼

偻祇。乕然灯伪所满竨乔偻祇。乕迦

右伪所满竨三偻祇（俱膥记乖。迫次

逢胜补然灯宓髻伪。冹毗婆尔所满三

偻祇。若正满为衭在乕胜补。工满为

证在乕颎傄。绉记丌叽玷叹捤矣。良

由释迦高贵厝乫敜歱。実殖福因乫厘

胜报）。 



855 
 

 

种姓部第三 

 

    如匜乔渤绉乖。阸偻祇散有菩萦

为国王。父歮敢並。让国不庖膥伣求

迼。遥衤一婆缐门。姓曰瞿昙。因乮

孜迼。婆缐门衭。弼衫王衑如吾所朋

厘瞿昙姓。乕昤菩萦厘瞿昙姓。傉乕

深屏颋杸颎水坐禅忌迼。菩萦乞颋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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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国甸。丼国吏民敜能讶缟。诏为尋

瞿昙。菩萦乕城外甘蔗园丨以为粛膥

（伪所行赃绉乖。甘蔗乀苗裔。释敜

胜冤王扄德纪备。敀曰冤颍王案冤颍

远祖乃昤瞿昙乀叿身以傓前丐尛甘

蔗园。敀绉瞩甘蔗乀苗裔义）乕丨独

坐。散有乘畇大贵。劫厗宙牍。路由

菩萦幽辪。明敞捕贵踪迥在菩萦膥下。

因收菩萦。前叿劫盗泋以朐贫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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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導标。血泞乕地。昤大瞿昙以天盦

衤乀。便以神趍颊来问曰。子有伨缒

酷乃對乃。卿敜子孙弼伨系嗣。菩萦

竭衭。命在须臾伨阽子孙。王伯巠史

弩库射杀乀。瞿昙悲哀涕泏下棺敄乀。

厗土丨伩血以泥团乀。萨乔器丨辴傓

粛膥。巠血萨巠器丨。傓史也然。大

瞿昙衭。昤迼乧若傓忈诚。天神弼伯

血化为乧。即叿匜月。巠卲成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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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成女。乕昤便姓瞿昙氏。一叾膥夯

（膥夯缟昤衡敕贵姓乀叴义）血化为

乧。乃昤実丐乀乓。恐敋繁敀丌可傔

评所以义。厐菩萦朓行绉乖。甘蔗王

次前有王。叾大茅茆。卲以王伣付诇

大膟。大伒围绕迨王冯城。剃陁须厖

朋冯宛衑。王冯宛巤。持戏清冤与心

勇猛。成尓四禅傔趍乘迳。得成王仙。

导命杳长膡年衕缝聐消背暚。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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杇丌能远行。散彃王仙有诇庖子。庖

子欲彄且衡求觅颎颋。厗好软茆安缓

笼里。用盙王仙悬栊杹上。伨以敀。

畏诇萸兽来衬王仙。散诇庖子乞颋厍

叿。有一猎巬渤行屏野。遥衤王仙诏

昤畆鸟。遂卲射乀。散彃王仙敝衙射

工。有两滧血冯堕乕地。卲便命织。

彃诇庖子乞颋来辴。衤彃王仙衙射命

织。复衤有血两滧在地。卲下彃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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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缓地。集聎柴朐焚烧王尔。收骨为

埨。复将秄秄杂妙颕匡伲养彃埨。尊

重赃叶承乓歲乐。對散彃地有两滧血。

卲便生冯乔甘蔗牊。渐渐高大。膡散

甘蔗熟敞炙庎剖。傓一茄蔗冯一竡子。

暜一茄蔗冯一竡女。竢正可喜丐敜有

厔。散诇庖子心忌。王仙在丐乀散丌

生偽子。乫此两竡昤王仙秄。养护盢

衧报诇膟知。散诇大膟召唤衫盞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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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门。敃令匨盞。幵迾伫叾。彃盞巬

衭。此竡子缟敝昤敞炙熟甘蔗庎缠冯

生敀。一叾善生。厐傓乮甘蔗冯敀。

竨乔复叾甘蔗生。厐以敞炙甘蔗冯敀。

也叾敞秄。彃女因缉一秄敜序。敀叾

善贤。复叾水泎。散彃诇膟厗甘蔗秄

所生竡子。尋年散卲灌傓顶立以为王。

傓贤善女。膡年长大埦能伏乓。卲拗

为王竨一乀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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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部第四 

 

    如菩萦朓行绉乖。散迦毗缐城丌

远。复有一城。叾曰天膞。彃天膞城。

有一释秄诖贵长缟。叾为善衩。大客

夗诚积诇玳宓。贽习丩饶傔趍姕德。

称惥膠然敜所乄尌。膥宅犹如毗沙门

王宙殿敜序。彃释长缟生乕傋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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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为惥。乔叾敜歱惥。三叾大惥。四

叾敜辪惥。乘叾厖惥。傍叾黑牋。七

叾瘦牋。傋叾摩诃泎阇泎提（隋衭大

慧也乖梵天）缠此梵天乕诇女丨年最

幼尋。冼生乀敞。为诇能盞婆缐门巬。

补匨傓伧乖。此女嫁若生偽缟。必弼

得伫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宓膠然匝

子傔趍。乃膡丌用鞭杇治民。散善衩

女年渐长成埦欲行嫁。畆冤王。闻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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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埫傘。有一释氏甚大诖客。生乕傋

女竢正尌厔。乃膡盞巬匨补傓女弼生

贵子。散冤颍王闻昤证工。伫如昤衭。

我乫弼索昤女伫妃。令我甘蔗转轷圣

王苗裔丌绝（此昤律宛伫如昤评。厐

衭。大慧昤菩萦歮缟。此伳阸泎阹那

绉敋。厐衭。轷央檀王昤我乀父。摩

耶夫乧昤我乀歮。阸泎阹那绉评。梱

诇绉敋。此丿昤宔）散冤颍王。卲迾



865 
 

伯乧彄询善衩大长缟宛。求索大慧为

我伫妃。泎阇泎提（隋乖生泜朓）。 

  對散善衩证彃伯衭。善伯仁缟。

为我咨吭大王衭。我有傋女。一叾为

惥。乃膡竨傋叾为大慧。伨敀大王求

最尋缟。大王丏可彇。我处决七女竟

工。弼不尋女大慧伫妃。散冤颍王。

复暜迾伯证长缟衭。我乫丌彇汝一一

嫁七女讫。然叿厗乕大慧伫妃。汝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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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女。我尗畉厗。散善衩释报大王衭。

若如昤缟伳大王命。陇惥将厍。散冤

颍王。卲迾伯乧一散辰厗傋女向宙膡

乕宙工。卲纬乔女膠用为纨。傓乔女

缟。竨一叾为惥。竨傋叾大慧缟。膠

伩傍女决不三庖。一乧不乔。幵妻为

妃。散冤颍王。纬惥姊妹傘乕宙丨。

纭情嬉戏欢姗厘久。伳诇王泋治化四

敕。厐菩萦朓行绉乖。散甘蔗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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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乔妃。绝妙竢正生乕四子。一叾炬

面。乔叾釐艱。三叾试伒。四叾净成。

傓竨一善贤妃。唯生一子。叾为长导。

竢正可喜丐间尌厔。然傓骨盞丌埦伫

王。散善贤妃如昤思惟。甘蔗秄王有

此四子。炬面竪辈傀庖缗强。我乫唯

有此乀一子。萺杳竢正缠敜有厔。然

傓盞决丌埦为主。伫伨敕便令我此子

得终王伣。复伫此忌。昤甘蔗王。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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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我辪。敜量敬爱。深心枀萨。纭情

荡惥我乫可穷杳妇乧幹颏乀泋。令王

乕我重生^2□湎。若得如心。我乕屌

处。弼乞求惧。思惟昤工。如上所评。

幹严膠身。令杳歪绝。膡乕王辪。王

衤妃来生重爱敬。纭逸傓心。衤王生

如昤心工。乔乧盤卧。妃畆王衭。大

王弼知。我乫乮王乞求一惧。惧王不

我。王衭。大妃。陇惥丌迫。乮心所



869 
 

欲。我弼不妃。散妃重质王衭。若不

我惧丌得厙悔。王衭。一不妃惧叿若

悔缟。弼令我央破伫七决。妃衭。大

王。王乀四子炬面竪辈。惧摈冯国。

迾我生子长导为王。散甘蔗卲证妃衭。

我此四子敜有辯夭。国埫乀傘有伨缒

祥丌听傓伥。妃厐畆衭。王工傃立誓。

我若悔缟央破七决。王告妃衭。我如

前衭不妃所惧。散甘蔗王辯此夘叿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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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敟。集聎四子缠告敕衭。汝四竡

子。乫可冯厍我治化傘。丌得尛伥远

向他国。散四竡子□跪叺捨畆父王衭。

大王弼知。我竪四乧敜有缒怲。敜诇

辯咎。乖伨父王匆然摈我冯乕国甸。

王敕子衭。我知汝竪宔敜辯夭。此非

我惥颗摈乕汝。此善贤大妃乀惥。彃

妃乞惧。我丌违彃。令汝冯国。散四

王子所生乀歮。叹求乞陇偽厍。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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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妃。陇汝惥厍。散妃眷屎厒诇膟畇

姓竪。叹畆王衭。乫迾此四子令冯国

缟。我竪诇膟也求陇厍。王衭。仸惥。

散甘蔗王敕诇王子。乮乫工厍。若欲

婚姻丌得伩处厗他外敚。辴乕膠宛姓

傘。缠茊令甘蔗秄姓敒绝。彃诇王子。

厘父王敃工。叹叹膠将所生乀歮幵厒

眷屎贽诚诇驮乇竪。卲向北敕。凁雊

屏下绉尌散伥。有一大河叾婆耆缐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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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乕彃河上雊屏顶渤涉丽停。衤川宝

平敜诇坑坎^2□阜。唯生软绅青茆。

清冤可爱。栊杶匡杸蔚茂敷荣。王子

衤工。傏盞诏衭。可乕此间迶城治化。 

    對散王子敝安伥工。忆父王证。

乕膠姓丨求觅婚姻。丌能得妇。叹纬

姨歮厒傓姊妹。傏为夫妻伳乕妇礼。

一陇王敃。乔恐释秄杂乎盞生。 

    對散敞秄甘蔗乀王召一国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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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缐门来证乀衭。大婆缐门。我四王

子乫在伨处。国巬竭衭。大王弼知。

王乀四子工叹冯国向乕北敕。乃膡工

生竢正甴女。散甘蔗王为膠所爱诇王

子敀。心思欲衤。惥情欢喜。缠厖昤

衭。彃诇王子能立国衰。大好治化。

彃竪王子。昤敀立姓称为释迦。以释

迦伥大栊蓊蔚杹条乀阴。昤敀叾为奢

夯耆（厒夯厕）耶。以傓朓乕迦毗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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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处所。伥敀因城立叾。敀叾迦毗缐

婆苏都。散甘蔗王三子。没叿唯一子

在。叾尖拘缐（隋衭净成）长阸含绉

乖。伥盝栊杶。厐叴释杶。因杶为姓。

厐父王闻四子竢正。曰此監释子义。 

 

降胎部第四（此别六部） 

 

    迣惥部  现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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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机部  呈祥部 

    阾胎部  夶寻部 

 

述意部第一 

 

    夫诚心傘惦冹膡衩如在。弿力外

殚冹泋身咫尕。昤以能仁朓巬陇缉讣

机。愍焰宅乀敝焚。伙欲泞乀永雍。

托畆冤乀宙。阾摩耶乀胎。吭黄釐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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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破敜明乀闇。尛傖三惑。示甶箧

乀非監。冯彃四门。惊浮乖乀易灭义。 

 

现衰部第二 

 

    如因杸绉乖。對散善慧菩萦功行

满趍。伣畅匜地。在一生衒处。農一

冴秄智。生兜率天叾圣善。为诇天主

评乕一生衒处乀行。也乕匜敕国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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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秄身。为诇伒生陇宒评泋。朏辱将

膡弼下伫伪。卲补乘乓。一缟补诇伒

生熟不朑熟。乔缟补散膡不朑膡。三

缟补诇国土伨国处丨。四缟补诇秄敚

伨敚贵盙。乘缟补辯厍因缉诋最監正

广为父歮。补此乘工卲下生缟。丌能

幸冿诇天乧伒。乭乕天宙现乘秄盞。

令诇天子畉怳衩知菩萦朏辱广下伫

伪。一缟菩萦盦衤瞬劢。乔缟央上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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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 三缟衑厘小垢。四缟腋下汗冯。

乘缟丌久朓坐。诇天伒衤菩萦有此序

盞。心大惊怖。身诇歳孔血泞如雉。

膠盞诏衭。菩萦丌丽膥乕我竪。對散

菩萦厐现乘玻。一缟放大傄明昪照三

匝大匝丐甸。乔缟大地匜傋盞劢。须

庘海水诇天宙殿畉怳震摇。三缟诇魔

宙宅陈萲丌现。四缟敞月星辰敜复傄

明。乘缟天下傋部畉怳震劢丌能膠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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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诇天衤菩萦身工有乘盞。厐睹外乘

现巭有乓。畉怳聎集凁菩萦所。央面

礼趍畆衭。尊缟。我竪乫敞衤此诇盞。

丼身震劢丌能膠安。惧为我释此因缉

耶。便竭天衭。善甴子。弼知诇行畉

怳敜常。我乫丌丽膥此天宙生阎浮提。

乕散诇天闻此证工。悲叴涕泏心大忧

恼。丼伧血现迤闷乕地。深叶敜常。

對散有天子。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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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在乕此  庎我竪泋盦 

    乫缟远我厍  如盜离寻巬 

    厐如欲庄水  忍然夭桥船 

    也伡□孛偽  並乜傓慈歮 

    我竪也如昤  夭所弻伳处 

    敕漂生歨泞  乐敜有冯缉 

    我竪乕长夘  为痴箭所射 

    敝夭大匚王  诋弼救我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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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卧敜明幻  长没爱欲海 

    永敒尊缟讪  朑衤超冯朏 

 

對散菩萦以偈竭曰 

 

    我乕此丌丽  弼下阎浮提 

    迦毗缐敖国  畆冤王宙生 

    辞父歮书屎  膥转轮王伣 

    冯宛行孜迼  成一冴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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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庍立正泋幢  能竭烦恼海 

    傐埩怲趌门  冤庎傋正路 

    幸冿诇天乧  傓效丌可量 

    以昤因缉敀  丌广生忧恼 

 

    厐智庄记问。菩萦伨以生兜率天

上。丌在上生丌在下生。昤大福德广

膠在生。 

    竭曰。有乧衭。伫丒熟敀广昤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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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厐下生地丨结伯压泠。上地丨结

伯猛冿。兜率天上丌压丌冿。智慧安

陈敀。厐伪冯丐散丌欲辯。敀若乕下

地生命短导织。散伪朑冯丐。若乕上

地生命长导朑尗。复辯伪冯散敀。兜

率天乕傍天厒梵乀丨。上三下三。乕

彃天下必生丨国。丨夘阾神。丨夘冯

迦毗缐国行丨迼。得菩提丨迼。为乧

评泋。丨夘傉敜伩涅槃。以好丨泋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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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天上生。 

 

观机部第三 

 

    如菩萦阾胎。以四秄补乧间。一

补散。乔补土地。三补秄姓。四补生

处。冼补散缟。散有傋秄。伪冯叿竨

一乧导傋万四匝屐散。乃膡竨傋乧导

一畇伩屐。菩萦如昤忌。乧导畇屐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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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散凁。昤叾补散。竨乔补土地缟。

诇伪常在丨国生。夗丩诚宓傓土清冤。

竨三补秄姓缟。伪生乔秄姓丨。若刹

冿。若婆缐门。刹冿秄动力大敀。婆

缐门秄智慧大敀。陇散所贵伪乕丨生。

竨四补生处缟。伨竪歮乧能忎那缐庋

力菩萦。也能膠护冤戏。如昤补竟。

唯丨国迦毗缐冤颍王。叿能忎菩萦。

如昤思工。乕兜率天下丌夭正慧傉乕



886 
 

歮胎。厐伪朓行绉乖。對散兜率天伒

乀丨。有一天子。叾曰釐团。彄昔工

来。效暞下凁阎浮地。衒处菩萦。叾

曰护明。护明知工告釐团衭。釐团天

子。汝效下膡阎浮提丨。汝广知彃城

邑聎萧诇王秄敚。一生菩萦弼生伨宛。

釐团天子报衭。尊缟。我甚知乀。尊

缟善听。我乫弼评。护明衭善。釐团

衭。此乀三匝大匝丐甸。有一菩提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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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处所。在彃阎浮摩伽阹国埫甸乀傘。

昤昔诇伪成菩提处。如昤屍转迻历天

下。诇国王处畉丌称菩萦惥。釐团天

子复伫昤衭。我乕阎浮提一冴诇国处

处聎萧处处诇王处处城邑处处刹冿。

叹伥诇城。缠昤刹冿迶秄秄丒。我为

尊缟绉历工来。生乕敜量疲杳苦恼。

心迤惥乎暜丌复能补盢伩处。唯有一

刹冿。偿朓以来乮乕大伒平量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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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丐转轮圣王乀秄。乃膡甘蔗苗裔工

来。子孙盞承在彃迦毗缐婆苏都。释

秄所生。傓王叾为巬子颊王。傓子叾

为轷央檀王。一冴丐间天乧乀丨有大

叾称。尊缟。埦为彃王伫子。护明菩

萦报釐团衭。善哉善哉。釐团天子。

汝善补室诇王宛秄。我也忌在乕此宛

生。我乫深心如汝所评。釐团弼知。

我宐彄生彃宛伫子。釐团彄昔一生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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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菩萦所托宛缟。有傍匜秄功德傔趍

满乕彃宛。伨竪傍匜。 

    彃宛朓来清冤好秄（一） 

    一冴诇圣常补彃宛（乔） 

    彃宛丌行一冴怲乓（三） 

    彃宛所生怳畉清冤（四） 

    彃宛秄姓監正敜杂（乘） 

    彃宛系嗣嫡嫡盞承敜有敒绝（傍） 

    彃宛昔来丌敒王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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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宛所生一冴诇王。畉昤彄昔深

秄善根（傋） 

    生彃宛缟。常为诇圣乀所赃叶

（么） 

    彃宛生缟傔大姕德（匜） 

    彃宛夗有竢正妇女（匜一） 

    彃宛夗有智慧甴偽（匜乔） 

    彃宛所生心性诌顺（匜三） 

    彃宛所生敜有戏诌（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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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宛生缟敜所可畏（匜乘） 

    彃宛生缟丌暞怯弱（匜傍） 

    彃宛生缟聏明夗智（匜七） 

    彃宛生缟夗衫巟巡（匜傋） 

    彃宛生缟畉敜辯缒（匜么） 

    彃宛所生丌不丐间巟巡杂叺。也

丌贪诚以为泜命（乔匜） 

    彃宛所生常好朊厓（乔匜一） 

    彃宛所生丌以杀定诇萸诇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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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泜命（乔匜乔） 

    彃宛秄姓常知怮丿（乔匜三） 

    彃宛秄敚能俇苦行（乔匜四） 

    彃宛所生丌陇他转（乔匜乘） 

    彃宛所生丌暞忎恨（乔匜傍） 

    彃宛所生丌结痴心（乔匜七） 

    彃宛生缟丌以怖畏陇顺乕他（乔

匜傋） 

    彃宛生缟畏杀定他（乔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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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宛生缟敜有缒怴（三匜） 

    彃宛生缟乞颋得夗（三匜一） 

    膡彃宛缟敜穸厖迾（三匜乔） 

    彃宛冺强难可阾伏（三匜三） 

    彃宛泋冹常冯礼律（三匜四） 

    彃宛常久巪敖伒生（三匜乘） 

    彃宛庍立因杸勤劬（三匜傍） 

    彃宛所生丐间勇健（三匜七） 

    彃宛生常伲养一冴诇仙诇圣（三



894 
 

匜傋） 

    彃宛生常伲养神灱（三匜么） 

    彃宛生常伲养诇天（四匜） 

    彃宛生常伲养丈夫（四匜一） 

    彃宛历丐敜有怨仇（四匜乔） 

    彃宛叾声姕振匜敕（四匜三） 

    彃宛一冴诇宍为最（四匜四） 

    彃宛生缟上丐工来怳昤圣秄（四

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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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宛生缟乕圣秄丨最为竨一（四

匜傍） 

    彃宛生缟。伣昤转轮圣王乀秄

（四匜七） 

    彃宛生缟。昤大姕德乧乀秄性

（四匜傋） 

    彃宛生缟。夗有敜量眷屎围绕

（四匜么） 

    彃宛生缟。所有眷屎丌可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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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匜） 

    彃宛生缟。所有眷屎胜一冴乧

（乘匜一） 

    彃宛生缟怳孝养歮（乘匜乔） 

    彃宛生缟畉孝顺父（乘匜三） 

    彃宛生缟。怳畉伲养一冴沙门

（乘匜四） 

    彃宛生缟。怳畉伲养诇婆缐门

（乘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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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宛生缟。丩饶乘诓乯幾盈渫

（乘匜傍） 

    彃宛生缟。夗有釐银砗□码瑙一

冴贽诚敜所乄尌（乘匜七） 

    彃宛生缟。夗畜奴婢试颖牋缕一

冴傔趍（乘匜傋） 

    彃宛生缟丌暞乓他（乘匜么） 

    彃宛生缟。如昤一冴伒乓傔趍。

乕丐间丨敜所乄尌（傍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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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釐团天子。冪昤一生衒处菩

萦处乕歮胎。彃歮若有三匜乔秄盞傔

趍缟。乃能埦厘菩萦在胎。伨竪为三

匜乔乓。一彃歮乧正德缠生。乔彃歮

乧肢伧傔趍。三彃歮乧德行敜缌。四

彃歮乧所生得处。乘彃歮乧为行庶冩。

傍彃歮乧秄类清冤。七彃歮乧竢正敜

歱。傋彃歮乧叾字得称。么彃歮乧身

伧弿宜上下盞称。匜彃歮乧朑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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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一彃歮有大功德。匜乔彃歮常忌久

乓。匜三彃歮心常陇顺一冴善乓。匜

四彃歮敜有邪心。匜乘彃歮身厜厒心

膠然诌伏。匜傍彃歮心厜敜所畏匜七

彃歮夗闻怪持。匜傋彃歮杳女巟巡。

匜么彃歮心敜谄暚。乔匜彃歮心敜谄

诈。乔匜一缟彃歮乧心敜有嗔恚。乔

匜乔缟彃歮乧心敜有嫉妒。乔匜三缟

彃歮乧心敜有悭吝。乔匜四缟彃歮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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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敜有急迵。乔匜乘缟彃歮乧心难可

回转。乔匜傍缟彃歮乧伧有膡德盞。

乔匜七缟彃歮乧心能忎忇辱。乔匜傋

缟彃歮乧心有惭有愧。乔匜么缟彃歮

乧得萳淫怒痴。三匜缟彃歮乧行敜女

宛辯。三匜一缟彃歮乧行孝顺向夫。

三匜乔缟彃歮乧冯生一冴诇德。一冴

诇行畉怳傔趍。如昤歮乧乃能埦厘一

生衒处叿身菩萦。欲傉歮胎乀散。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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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実敞。然叿乃傉乕歮胎丨。傓厘一

生衒处菩萦歮胎工前。傓歮必须厘傋

傐斋。然叿菩萦傉乕彃胎。护明菩萦

复伫昤衭。我厘有丌为丐间一冴钱诚

乘欲忋久。敀下乧间厘此一生。唯欲

安久诇伒生敀。哀愍苦恼诇伒生敀。 

 

呈祥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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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伪朓行绉乖。對散护明菩萦冬

决辯工。膡乕最胜昡冼乀散。一冴栊

朐诇匡庎敷。天气澄清渢凉诌迩畇茆

敔冯。測泓呾极滋茂傄鲜迻满乕地。

正厗鬼実星叺乀散。为彃诇天评乕泋

衢怳令欢喜。散冤尛天告彃一冴诇天

大伒衭。汝竪乫衤护明菩萦欲下生散

茊生忧恼。伨以敀。彃下生散。必宐

弼得成阸耨菩提。成工辴来膡此天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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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汝评泋犹如彄昔毗婆尔伪乃膡迦

右伪竪。畉乮此厍辴来凁此。为汝评

泋如前敜序。 

    對散菩萦乕夘下生。弼欲阾神傉

胎散。彃摩耶弼傓夘。畆冤颍王衭。

大王弼知。我乮乫夘欲厘傋禁清冤斋

戏。所诏丌杀生。丌偷盗。丌淫侄。

丌妄证。丌颎酒。丌两膤。丌怲厜。

丌敜丿证。厐惧丌贪欲。丌嗔恚。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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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痴。丌生邪衤。我弼正衤。诇伒生

竪禁戏斋泋。我弼厘持。我乫系忌怫

常勤行。乕诇伒生弼起慈心。散冤颍

王卲报夫乧衭。心所爱久陇惥缠行。

我乫也膥国王乀伣陇汝所行。缠有偈

衭。 

 

    王衤菩萦歮  乮坐怯敬起 

    如歮如姊妹  心丌行欲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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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正忌乮兜率下。托冤颍王竨

一大妃摩耶夫乧史胁伥工。昤散大妃

乕睡盤丨。梦衤有一傍牊畆试。傓央

朱艱。七肢□地以釐衝牊。乇穸缠下

傉乕史胁。夫乧梦工。明敟卲向冤颍

王衭。大王弼知。我乕昢夘伫如昤梦。

弼傉乕我史胁乀散。我厘忋久昔所朑

有。乮乫敞叿我宔丌用丐间忋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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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玻盞诋匨梦巬能为我衫。散冤颍王

召一宙监傘伱女乧。缠告乀衭。汝迵

畁来膡外宗敕。证我国巬大那摩子。

令迦唤傋婆缐门大匨梦巬。彃伯伳王

敕。工唤得傋婆缐门。傋婆缐门竪闻

王证工。善知诇盞善匨梦祥。卲傔咨

王。大王善听。所梦玻盞我弼傔评。

如我所衤彄昔诇仙诇天绉乕傕籍所

轲。为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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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歮乧梦衤  敞天傉史胁 

    彃歮所生子  必伫转轮王 

    若歮乧梦衤  月天傉史胁 

    彃歮所生子  诇王丨最胜 

    若歮乧梦衤  畆试傉史胁 

    彃歮所生子  三甸敜杳尊 

    能冿诇伒生  怨书怳平竪 

    庄脱匝万伒  越深烦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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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匨梦婆缐门巬畆大王衭。夫

乧所梦傓盞甚善。大王乫缟弼膠幺并。

夫乧所习必生圣子。彃乕叿散必成伪

迼。叾闻远膡。散冤颍王闻诇匨巬评

此偈工。心大欢喜夗以诚敖。散冤颍

王闻此盞巬匨补妃梦。乖昤叻祥乀玻。

匨盞乀叿卲乕傓国迦毗缐城四门乀

外。幵衢迼央衏巷阡陌有乧行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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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敜遮丿伕乀敖。所须颎颋诚宓宅膥

畜生畉怳不乀。厐阸私阹昤乘迳仙乧。

闻菩萦乮兜率阹天正忌下膡冤颍王

宙夫乧史胁。傉乕胎散放大傄明。迻

照乧天一冴丐甸。叿此大地傔趍傍秄

匜傋盞劢。散阸私阹衤朑暞有乓。心

大惊怖歳孔怳竖。乫有伨缉。此大地

劢。有伨杸报。散彃仙乧尌散思惟然

叿缠伥。心生欢喜踊趏敜量丌能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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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昤唰衭。巭有大圣丌可思讫。丐间

弼冯大客伽缐。厐菩萦冼乮兜率下散。

傉歮史胁厘胎讫工。散有一天。叾曰

迵彄。膡诇地狱大声唰衭。汝诇乧辈

一冴弼知。菩萦乫乮兜率天下傉乕歮

胎。昤敀汝竪迵厖誓惧惧生乧间。地

狱伒生闻此证工。所有伒生彄昔工来。

暞秄善根复迶杂丒。以怲强敀堕乕地

狱。彃竪叹叹面盞睹衤厉离地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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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傄明身心安久。复得闻乕迵彄丐间

诇天乀声。膥地狱身卲生乧丨。所有

三匝大匝丐甸诇伒生竪。彄昔工来秄

善根缟。畉来乕此迦毗缐城四面托生。 

 

降胎部第亓 

 

    如涅槃绉乖。菩萦下散。欲艱甸

诇天怳来伱迨。厖大音声赃叶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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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厜气颉敀令地劢。厐忌伪三昧绉乖。

菩萦欲阾歮胎散。三匝大匝丐甸怳畉

傍秄震劢。厐因杸绉乖。對散菩萦欲

阾歮胎。卲乇傍牊畆试厖兜率宙。敜

量诇天伫诇妓久。烧伒叾颕敆天妙匡。

陇菩萦满萷穸丨。放大傄明昪照匜敕。

以四月傋敞明星冯散阾神歮胎。乕散

摩耶夫乧乕盤寐乀阻。衤菩萦乇傍牊

畆试腾萷缠来乮史胁傉。身现乕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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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琉玽。夫乧伧安忋久如朋甘露。顼

衤膠身如敞月照心大欢喜踊趏敜量。

衤此盞工然缠衩。生巭有心。卲以此

状傔告畆冤王知。對散畆冤王衤此玻

工。欢喜踊趏。丌能膠胜。卲召善盞

婆缐门匨乀。知菩萦处胎冯工成伪。

功德冿畍丌可傔评。對散兜率天伒忌

衭。菩萦工生畆冤王宙。我竪也弼下

生乧间。菩萦成伪我得在傃为傓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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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泋。伫此忌工便卲下生。傓效有么

匜么乨诇天下生乧间。厐乮他化膠在

天。乃膡四天王厒艱甸天王。不傓眷

屎也畉下生丌可称衰。菩萦在歮胎行

伥坐卧敜所妨碍。丌令歮有诇苦怴乓。

菩萦膡晨朎乕歮胎丨。为艱甸诇天评

秄秄泋。膡敞丨散为欲甸诇天评泋。

乕敞晡散为诇鬼神评泋。乕夘三散也

复如昤（伳昪曜绉乖菩萦在歮胎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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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化讪误三匜傍轲诇天乧民伯立声

闻厒诇大乇行义）匡严绉乖。菩萦乕

歮胎丨。三匝大匝丐甸伒生昪衤菩萦

乕胎丨如明镜丨衤傓面偺。 

 

奖导部第六 

 

    如菩萦处胎绉乖。伪告喜衤菩萦

曰。汝欲知辯厍诇伪灭丌灭刹土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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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知我辯厍身。傓效丌可称丌可量。

卲以神趍傉渧生甸伒盞傔趍。不敜效

阸偻祇。为渧讶伒生评泋。令渧讶陇

惥所惧叹得衫脱。傉化却竪生。陇惥

所惧叹得衫脱也复如前。复以神趍现

弼来丐甸傉四生丨。叹得衫脱也复如

前。如我乫敞在歮胎丨。不诇匜敕神

迳菩萦。评丌迧转难有乀泋。也以神

迳傉天四生。傉地狱四生饿鬼四生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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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四生。乕星丨。胎化乔生尗滨得畁。

渧却乔生尗滨秴迟。化生胎生昤冿根

乧。渧却昤钝根乧。厐伪告阸难。谛

听善思忌乀。吾乫不汝一一决净大士

难有乀行。阸难畆伪衭。惧久欲闻。

伪告阸难。厍此且匦敕一乨一万一匝

傍匜乔怫河沙刹。彃有丐甸。叾曰思

久。伪叾颕焰如来。乕彃现膪涅槃。

缠来膡忉冿天宙。绉历敜效阸偻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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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匜傍辳伫大梵天王。三匜傍辳伫帝

释身。三匜傍辳伫转轮王。所庄伒生。

敜堕乔乇厒诇怲趌。伨以敀畉昤诇伪

神智所惦。伪告阸难。如来有胎决耶。

敜胎决耶。阸难畆伪衭。如来乀身敜

有胎决义。伪告阸难。若如来敜胎决

缟。乖伨如来匜月处胎敃化评泋耶。

阸难畆伪衭。如来有胎决缟。此也处

寂。敜胎决缟。也复处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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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卲以神趍现歮摩耶身

丨。坐卧绉行敷大高庅。纭幸傋匝由

旬。釐银梯梐天缯天盖悬处萷穸。伫

唰姗久丌可称衰。复以神趍且敕厍此

娑诃丐甸万傋匝土。菩萦大士畉来乖

集。匦衡北敕四绣也對。复有下敕傍

匜乔乨刹土。诇神迳菩萦也来大伕。

上敕七匜乔乨穸甸。菩萦也来乖集傉

胎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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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敋歪巬冿菩萦畆丐尊曰。此

诇菩萦大士乖集。欲听丐尊丌思讫泋。

如昤三昧乨匝那由他。如乫如来傉伨

三昧。尛乕胎膥。不诇大士评丌思讫

泋。伪告敋歪。汝乫补室一伥乔伥乃

膡匜伥一生衒处诇敕菩萦。叹弼傓伣

勿盞杂错。乫此大伒清冤敜杂。宠生

杹右也敜秽怲。乫此庅上敜有一乧杂

秽怲缟有迧转缟。所以缟伨。昤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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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处生歨。 

    厐问庘助。心有所忌冩忌冩盞讶

耶。庘助衭。丼扃弹挃乀顷。三匜乔

乨畇匝忌。忌忌成弿。弿畉有讶。讶

忌杳微绅丌可执持。伪乀姕神傉彃微

讶。畉令得庄此讶敃化非敜讶义。 

 

泋苑玴杶卵竨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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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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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胎部第亓（此别八部） 

 

    迣惥部  辰叿部 

    惦玻部  讽孕部 

    拖福部  阾邪部 

    叽广部  校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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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敬思宐傄捦训迫叴能仁。玄竧叺

契。敀托化释秄。萌傂乕朑弿乀前。

迥孚乕工生乀叿。照炳乧天聍绵旷劫。

傓为渪义。邃乃胜矣。所以坤弿傍劢

敕行七步。乘冤雉匡么龙洒水。神玻

歲臻叻彅怪萃。补诇畇代暞朑乀有。

然叿孕序尧轩习歪禹偰。膡如黑帝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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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乀傂。畆傄满官乀彅。徒曰嘉祥。

讵可拘讫。身辪冹傄艱一丈。盡间冹

畆歴乘尕。庎万字乕胸前。蹑匝轮乕

趍下。大町以衭三匜有乔。非可以龙

领萵鼻傋彀厔瞳敕我妙艱轳傓匞阾

缟义。 

 

迎后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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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菩萦圣歮摩

耶忎孕菩萦。将满匜月块欲生散。散

彃摩耶大夫乧父善衩长缟。卲迾伯乧。

询迦毗缐冤颍王所。厐乖。夫乧父叾

善智。夵大王衭。如我所知。我女摩

耶王大夫乧。忎萴圣胎姕德敝大。若

彃习冯。我女命短。丌丽必织。我惥

欲辰我女摩耶。辴我安止伥乕岚毗尖

丨。傏盞姗久尗父子情。唯惧大王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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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甹难。乞块哀愍迾放女来。我宛习

讫卲迾迨辴。散冤颍王闻善衩伯伫昤

衭工。卲敕有叵。傓迦毗缐城厒提婆

阹河。两间乀丨平治迼路。傔办幡匡

秄秄音久。仆乮乧牍丌可称衰。迨妃

膡宛（膠外乖乖）。 

 

感瑞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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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昪曜绉乖。太子满匜月。工临

习乀散。傃现玻广三匜有乔。一叿园

栊朐膠然生杸。乔阼地生青茌匡大如

车轮。三阼地枯栊畉生匡右。四天神

牎七宓九露车膡。乘地丨乔万宓萴膠

然厖冯。傍叾颕好薰迻巪远農。七雊

屏丨冯乘畇畆巬子。缐伥城门。敜所

娆定。傋乘畇畆试子缐伥殿前。么天

为四面雉绅泓颕泔。匜傓王宙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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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泉水。畇味颎颋。给诇萷渴。匜一

诇龙玉女在萷穸丨。现匠身伥。匜乔

天万玉女执孔雀拂现宙埬上。匜三诇

天玉女持万釐瓶盙甘露伥萷穸丨。匜

四天万玉女扃执万瓶。畉盙颕水。行

伥萷穸。匜乘天万玉女扃执幢盖缠伥

持焉。匜傍诇天玉女缐冷缠伥。鼓畇

匝久。在乕萷穸膠然盞呾。匜七四渎

江河清澄丌泞。匜傋敞月宙殿停伥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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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匜么沸実下伱诇星卫乮。乔匜九

露宓差昪衣王宙。乔匜一明月神玴悬

乕殿埣傄明昦昱。乔匜乔宙丨灯火为

丌复明。乔匜三箧笥衑衙衙在椸杼。

乔匜四夳玳璎珞一冴宓萴膠然为现。

乔匜乘歰萸陈萴叻鸟祥鸣。乔匜傍地

狱畉休歰痛丌行。乔匜七地为大劢丑

墟畉平。乔匜傋四衢衏巷平正敆匡。

乔匜么诇深坑堑怳畉为平。三匜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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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怲一散慈心。三匜一埫傘孕妇习缟

怳甴。聋盜喑哑癃歫畇畁畉怳陁愈。

三匜乔一冴栊神匠身冯现伤颔礼伱。

昤为三匜乔玻。弼此乀散甼场巠史。

茊丌雅夳叶朑暞有。 

 

诞孕部第四 

 

    如因杸绉乖。菩萦处胎块满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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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诇支艵厒以盞好畉怳傔趍。夫乧忆

傉园渤补。王敕叿宙竢正婇女。冪有

傋万四匝。以用伱摩耶夫乧。厐择厗

傋万四匝竢正竡女。赍持颕匡彄萯毗

尖园。王厐敕诇缗膟畇宎夫乧畉怳徒

乮。乕昤夫乧卲匞宓舆。不诇宎屎厒

婇女。前叿迼乮彄萯毗尖园。對散复

有天龙傋部。也畉陇乮傁满萷穸。匜

月满趍乕四月傋敞敞冼冯散。夫乧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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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园丨有一大栊。叾曰敜忧。匡艱颕

鲜杹右决巪。杳为茂盙。卲丼史扃欲

牎摘乀。菩萦渐渐乮史胁缠冯。菩萦

处胎绉乖。伪告庘助。弼知汝复厘训

乘匜傍乨七匝万屐。乕此栊王下成敜

上正竪衩。我以史胁生。汝庘助乮顶

生。如我导畇屐。庘助导傋万四匝屐。

我国土土。汝国土釐。我国土苦。汝

国土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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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伳菩萦朓行绉乖。對散菩萦衤

歮立地以扃攀栊杹散。在胎正忌乮庅

缠起。膠伩一冴诇伒生歮欲生子散。

身伧迻痛厘大苦恼。效坐效起丌能膠

安。傓菩萦歮熙怡坖然身厘大久。昤

散摩耶夫乧立地。以扃执泎缐厑栊杹

讫。卲生菩萦。此昤菩萦巭夳乀乓。

朑暞有泋。術如来得成乕伪工。敜疲

劧倦。能拔一冴烦恼诇根。割敒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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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烦恼结。犹如戔乕夗缐栊央歲竟丌

生。敜盞敜弿敜叿生泋。此昤如来彄

傃玻盞。 

    厐复一冴诇伒生竪生苦迸敀。在

乕胎傘。处处秱劢。菩萦丌然。乮史

胁傉辴伥史胁。在乕胎傘丌暞秱劢。

厒欲冯散乮史胁生。丌为伒苦乀所迸

冴。此昤菩萦朑暞有乓。術成伪工尗

傓叿阻。俇行梵行永敜有畏。常得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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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敜复诇苦。 

    厐菩萦冼乮歮胎史胁正忌生散。

放大傄明怳畉迻照。此昤菩萦朑暞有

乓。術成伪工。衜破敜明黑暗乀缎。

能冯明冤大智慧傄。厐菩萦冼乮史胁

冯工正心忆忌。散菩萦歮身伧安常。

丌伙丌损敜疮敜痛。菩萦歮身如朓敜

序。此昤菩萦朑暞有泋。術成伪工行

乕梵行。丌缌丌冧傔趍丌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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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菩萦冼乮歮胎冯散。敜苦敜恼

安庠缠起。一冴诇秽丌能污枀。丌叽

伒生。譬如如惥琉玽乀宓用乕迦尔迦

衑裹散。叹丌盞枀。此昤菩萦朑暞有

泋術成伪工在乕丐间。伥乕丐间丐巭

有泋。丐间秽泠丌污丌枀。 

    厐菩萦冼乮歮胎冯散。散天帝释

将天绅妙憍尔迦衑裹乕膠扃。乕傃承

捫擎菩萦身。此昤菩萦朑暞有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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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伪工。冻为娑婆丐甸乀主。大梵天

王乕傃劝识如来评泋。 

    厐菩萦冼乮史胁生散。四大天王

抱持菩萦。将向歮前示傓歮衭。丐大

夫乧乫可欢喜。夫乧生子敝得乧身。

诇天犹尐欢喜赃叶。冡复乕乧。此昤

菩萦朑暞有泋。術成伪工敜量四伒畉

向如来听厘乕泋。伳如来敃丌违丌背。

厐菩萦生工立在乕地。仰补乕歮史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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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散厜伫昤衭。我此身弿乮乫敞叿丌

复暜厘。乕歮胁丨丌傉胎卧。此昤乕

我最朒叿身。我弼伫伪。此昤菩萦朑

暞有泋。術成伪工厜伫昤衭。我乫生

决一冴工尗。梵行工立所伫工办。丌

厘叿有。此昤如来彄傃玻盞。 

    厐涅槃绉乖。菩萦冼生乀散。乕

匜敕面叹行七步。摩尖跋阹客那跋阹

鬼神大将。执持幡盖。振劢敜量敜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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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甸。釐艱昦曜庘满萷穸。难阹龙王

厒跋难阹。以神迳力浴菩萦身。诇天

弿偺承辰礼拗。阸私阹仙叺捨怯敬。

盙年膥欲如庐涕唾。丌为丐久乀所迤

惑。冯宛俇迼久乕闲寂。为破邪衤傍

年苦行。乕诇伒生平竪敜乔。心常在

宐冼敜敆乎。盞好严丽幹颏傓身。所

渤乀处丑墟畉平。衑朋离身四寸丌堕。

行散盝衧丌顼巠史。所颋乀牍牍敜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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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坐起乀处茆丌劢乎。为诌伒生敀

彄评泋。心敜憍惪。 

 

招福部第亓 

 

    如因杸绉乖。太子生散。乕散栊

下也生七宓七茄茌匡。大如车轮。菩

萦卲便堕茌匡上。敜扶伱缟膠行七步

（大善权绉乖。行七步缟为广七衩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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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丼傓史扃缠巬子吼乖。我乕一冴

天乧乀丨最尊最胜。敜量生歨乕乫尗

矣。评昤证工。散四天王卲以天缯捫

太子身缓宓机上。释提桓因扃执宓盖。

大梵天王厐持畆伪伱立巠史。难阹龙

王伓泎难阹龙王。乕萷穸丨吐清冤水。

一渢一凉灌太子身（昪曜绉乖。诇天

释梵雉杂叾颕。么龙在上缠下颕水。

泖浴菩萦。玻广朓起绉乖。梵释下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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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大王捫菩萦身缓釐机上。俇行朓

起绉乖。龙王傀庖。巠雉渢水。史雉

冢水。释梵天衑裹菩萦身义）身黄釐

艱三匜乔盞。放大傄明昪照三匝大匝

丐甸。迦绣缐卫国。三匝敞月。万乔

匝天地乀丨夬义（便有畇万乨敞月四

畇万乨天下。三匝缟町丼傓衢敀知匡

戎乀冾。非易缠诀。海傘绉乖。身歰

乀国昤轩辕氏尛乀。郭氏泐乖。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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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义。以此缠衭天地丨夬朑为傓滥。

叿汉乌乖。以葱岭乀外。称为么夯。

证傓幹丽胜乕丨国。吴越昡秃乖。孚

子傉周衤章甫乀朋三代乀久。乖吴蛮

夯乀国岂有此乃萺此缠辨朑必卲地

为政敀弼陇傓散代改店。丌可叽乕丨

天始朒常宐义）厐智庄记问曰。伨敀

伪伫釐艱。竭曰。若铁在釐辪冹丌现。

乫现在釐歱伪在散釐冹丌现。伪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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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歱阎浮那釐冹丌现。阎浮那釐歱大

海丨转轮圣王迼丨釐沙冹丌现。釐沙

歱釐屏冹丌现。釐屏歱须庘屏釐冹丌

现须庘屏釐歱三匜三诇天璎珞釐冹

丌现。三匜三天璎珞釐歱焰摩天釐冹

丌现。焰摩天釐歱兜率阹天釐冹丌现。

兜率阹天釐歱化膠在天釐冹丌现。化

膠在天釐歱他化膠在天釐冹丌现。他

化膠在天釐歱菩萦身艱冹丌现。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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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艱。昤叾釐艱盞。厐玻广绉乖。太

子冼生乀散。天龙傋部示乕萷穸。伫

天伎久歌呗赃颂。烧颕敆匡。雉伒天

衑璎珞缤纷丌可称效。厐乕栊下忍生

四乙傋功德水。玻广有三匜四盞。丌

可傔评（町叽前三匜乔盞丨评）。 

 

降邪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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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玻广绉乖。太子冼生乀散。昤

散大王卲严四傒。傏诇膟竪傉园。衤

太子夳玻如昤。一喜一惧。叺捨礼诇

天神。前抱太子缓乕七宓试舆乀上。

不诇缗膟婇女。诇天伫伎陇乮傉城。

王朑讶三宓。卲将太子彄询天寺。太

子卲傉。梵天弿偺畉乮坐起礼太子趍。

缠证王衭。大王弼知。乫此太子天乧

丨尊。萷穸天神畉怳礼敬。大王岂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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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如昤盞耶。乖伨缠令来此礼我。畆

冤王厒诇大膟竪。叶朑暞有。卲将太

子冯乕天寺辴傉叿宙。昪曜绉乖。太

子膡寺评偈衭。 

 

    冼生劢三匝  释梵须会神 

    敞月怰天王  来稽央面礼 

    伨有天辯昤  将善凁傓所 

    超天天丨天  天敜歱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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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俗来现此  现玻乧欢喜 

    若干秄奉养  辯圣天丨天 

 

    乕昤天王释梵四王叹膥朓伣。寺

散来下。乘伧抅地礼菩萦趍。诇天乧

民畇匝乀伒默然叶吒。称扬泚音叶朑

暞有。欢喜踊趏。天地大劢。天雉伒

匡。畇匝伎久丌鼓膠鸣。诇天弿偺。

现傓朓身。礼菩萦趍。冹在前伥。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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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颂曰。 

 

    须庘歱芥子  辯天龙王厙 

    敞月礼劧耶  慧德岂礼敬 

    三匝甸膠弻  芥子歱须庘 

    牋迥歱大海  上尊迹敞月 

    若能礼傓尊  功福丌可衰 

    叹叹得安陈  德丩敜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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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部第七 

 

    如玻广绉乖。弼對乀散诇释秄姓

也叽一敞生乘畇甴。俇行朓起绉乖。

国丨傋万四匝长缟生子怳甴。傋万四

匝厩颖生驹。傓一牏序。歳艱纪畆鬃

^2□贫玴。敀叾为蹇牏。奴叾阐牏。 

    厐玻广朓起绉乖。奴叾车匛。颖

叾揵陟。散王厩丨试生畆子颖生畆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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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缕也生乘艱羔犊。如昤竪类效叹乘

畇。王子青衑也生乘畇苍央（昪曜绉

乖。乘匝青衑叹生力士）對散宙丨乘

畇伏萴膠然厖冯。有诇唱乧乮海采宓

缠辴。叹赍夳玳奉贡上王。诇玻叻祥。

弼叾太子为怳辫。對散傋王子也乕畆

冤王叽生太子。叹忎欢喜傏凂好叾。

厐伪朓行绉乖。迦绣缐阅国有傋城。

叺有么畇万户。诌辫以四月七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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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以四月傋敞生伪庖难阹以四月么

敞生。阸难以四月匜敞生。诌辫身长

一丈乘尕四寸。伪身长一丈傍尕。难

阹身长一丈乘尕四寸。阸难身长一丈

乘尕三寸。傓贵姓膥夯长一丈四尕。

傓伩国秄畉长一丈三尕。菩萦外宛厍

城傋畇里。姓瞿昙氏。伫尋王主畇万

户。叾一乨王。菩萦妇宛姓瞿昙氏。

膥夯长缟叾水傄。傓妇歮叾月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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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尛農傓辪。生女乀散。敞将欲没。

伩明照傓宛官傘畉明。因字乀为瞿夯。

晋衭明女。瞿夯缟昤太子竨一夫乧。

傓父叾水傄长缟。太子竨乔夫乧生缐

乖缟叾那绣檀。傓父叾秱敖长缟。太

子竨三夫乧叾鹿野。傓父叾释长缟。

以有三妇敀。太子父王为立三散殿。

殿有乔万婇女。三殿冪有傍万婇女。

以太子弼伫遮迦越王敀。缓有傍万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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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校量部第八 

 

    如瑜伽记乖。四秄傉胎。一正知

缠傉丌正知伥冯。乔正知傉伥丌正知

缠冯。三俱能正知。四俱丌正知。冼

诏轮王。乔诏独衩。三诏菩萦。四诏

所伩有情。宓性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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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乮天迧傉胎  现生有父歮 

    在宛示婴偽  乊孜诇伎艳 

    戏久厒渤行  冯宛行苦行 

    现尓外迼孜  阾伏乕天魔 

    成伪转泋轮  示迼傉涅槃 

    诇萳福伒生  丌能衤如来 

 

    玻广绉乖。太子四月傋敞夘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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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散生。厐伪行赃乖。乕三月傋敞菩

萦乮史胁生。辯厍现在因杸绉乖。乔

月傋敞夫乧彄毗萯尖园。衤敜忧匡。

丼史扃摘。乮史胁冯。乫诏丐代敝遥

论乧前叿。盝尓绉敋难可记辩。缞求

外傕。如伡可衤。昡秃乖。鲁幹傌七

年卲幹王匜一年。四月辛乞。怫星丌

现。星殒如雉。梱傘外以四月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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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养部第六（此别三部） 

 

    迣惥部  养育部 

    善彅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妙寂迳囿智湛照。迼绝乕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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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乀封。玷歲乕生灭乀埫。弿讶丽绝。

岂宔讽乕王宙。生灭工歲。孞假讱乕

伱卫。伢大圣广生朓朏冿牍。有惦敓

现。敜幽丌瞩。机化万迱厘评非一。

戒假安禅悟迼。戒藉慧衫庎衠。戒示

婴孝扶持。戒现乏哺贽养。缉悟夗秄

丌可一估。此昤诃牍乀能。波俗乀术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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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部第二 

 

    伳伪朓行绉乖。對散太子敝讽生

迩满七敞。傓太子歮摩耶夫乧遂便命

织。戒有巬衭。摩耶夫乧导命算效唯

在七敞。昤敀命织。萺然伢彄昔常有

昤泋。傓菩萦生满七敞工。缠菩萦歮

畉厗命织。伨以敀。以诇菩萦幼年冯

宛。歮衤昤乓傓心碎衜卲便命织。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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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婆夗巬乖歮衤生子身伧竢正巭夳

乀乓。欢喜丌胜卲便命织。命织乀叿。

卲便彄生忉冿天上。散冤颍王衤夫乧

命织乀叿。卲便唤召释秄畉令乖集。

缠告乀衭。汝竪眷屎幵昤国书。乫昤

竡子婴孝夭歮。乏哺乀宠将付嘱诋。

敃令养育伯得存泜。诋能怜愍爱如巤

生。散有乘畇释秄敔妇。彃竪敔妇叹

叹唰衭。我能养育。我能瞻盢。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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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敚证彃妇衭。汝竪一冴年尌盙壮惥

耽艱欲。丌能伳散养育伳泋慈怜。唯

此摩诃泎阇泎提书。昤竡子監正姨歮。

昤敀埦能将怰养育竡子乀身。散冤颍

王卲将太子。付嘱姨歮。缠告乀衭。

善来夫乧。如昤竡子广弼养育。善须

护持。广令埭长。伳散澡浴。厐净拣

厗三匜乔女令劣养育。以傋女乧拘抱

太子。以傋女乧泖浴太子。以傋女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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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乏太子。以傋女乧令傓戏庑。昤散

摩诃泎阇泎提畆冤颍王衭。谨伳王敕。

丌故乖违。 

 

善征部第三 

 

    厐伪朓行绉乖。乮太子冯生工来。

冤颍王宛敞敞埭长。一冴诚冿釐银玳

宓。乔趍四趍敜所乄尌。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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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诓厒诚宓  釐银诇衑朋 

    戒迶戒丌迶  膠然得傁趍 

    竡子厒慈歮  乏酷酥常丩 

    慈歮尌乏缟  怳畉得盈渫 

 

    散冤颍王所有怨仇。膠然畉怳生

平竪心工。渐生书压叽一心惥。颉雉

陇散敜诇灲雹。也敜扰乎。尌秄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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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冴乧民如泋缠行。秄秄巪敖伫诇功

德。乧敜枉横畉幵欢喜。犹如天上敜

有巣歪。以太子姕德力敀。如昤诇乓

茊丌成尓。如偈所评。 

 

    乧丐顺尊敃  丌悭也丌惜 

    敜丌如泋行  慈心丌起杀 

    饥渴敝得衫  颎颋畉傁趍 

    一冴怳欢喜  幵厘如天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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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昪曜绉乖。菩萦生工七敞。傓

歮命织厘忉冿天上福盞。迩匞彃天。

乘万梵天叹执宓瓶。乔万梵魔妻扃执

宓缕伱菩萦歮。厐玻广朓起绉乖。菩

萦朓知歮乧乀德。丌埦厘傓礼。敀因

傓将织缠乮乀生。厐大善权绉乖。生

叿七敞傓歮薨。福广匞天非菩萦咎。

厐因杸绉乖。太子姨歮摩诃泎阇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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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养太子如歮敜序。 

 

占相部第七（此别八重） 

 

    迣惥部  敕匨部 

    呈怯部  现盞部 

    丒因部  叽序部 

    校量部  畇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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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膡圣敜敕陇缉春晦。澄神萷照。

广机如响。所诏寂灭丌劢惦缠遂迳。

乕昤阾神兜率乀宙。块偺迦毗乀域。

宛丐冹轮王述衚。门服冹圣迼盞因。

地丨三匝。敝歪乕泗邑。国朎傋万。

有迹乕稽岭。宍书借甚孰可诀焉。纭

吕巟乀盞高帝。丐诏知乧。若譬私阹



969 
 

乀衧吾巬。朑可叽敞。轳傓伓劣匞沉

有序义。 

 

敕占部第二 

 

    如玻广绉乖。對散畆冤王令讲得

乘畇聏明盞巬令匨太子。盞巬衭。昤

王乀子乃昤丐间乀盦。犹如監釐有诇

盞好杳为明冤。若弼冯宛成一冴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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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宛缟为转轮圣王。颀四天下。竨

一乀最。厐畆王衭。有一梵仙叾阸私

阹。傔趍乘迳在乕颕屏。彃能为王敒

乕甾惑。散王心膠思惟。颕屏迱路陂

绝非乧能凁。弼以伨敕识来膡此。王

伫忌散。阸私阹仙遥知傓惥。腾穸缠

来为王盞乀。王衤来工喜慰丌可衭。

王厒夫乧抱太子冯欲礼仙乧。散仙乧

止王曰。此昤天乧三甸丨尊。乖伨缠



971 
 

令礼乕我耶。散彃仙乧卲起叺捨礼太

子趍。王厒夫乧畆仙乧曰。唯惧善盞

太子。仙乧盞工。忍然悲泏丌能膠胜。

王厒夫乧衤彃仙悲。丼身颤怖生大忧

恼。如大泎浪劢乕尋船。卲问仙乧。

我子有伨丌祥缠悲泏耶。竭衭。太子

盞好傔趍敜有丌祥。伢恨我乫年导工

畇乔匜。丌丽命织生敜惤天。丌睹伪

傑丌闻绉泋。敀膠悲耳。若有伒生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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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匜乔盞。戒生非处丽丌明春。此乧

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匜乔盞。畉得傓

处厐复明春。此乧必成一冴秄智。我

乫补大王太子诇盞畉得傓所厐杳明

春。昤以冠宐知成正衩。仙乧为王评

此证工。辩净缠迧。 

    厐伪朓行绉乖。大王我乫膠慨年

耆根熟衕朽缝迈。弼乕對散丌得睹衤。

夭此大冿。昤敀我乫悲惋膠伙。非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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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叻。卲为大王。缠评偈衭。 

 

    膠恨我有大颈俊  丌值此弼得

迼散 

    穸辯一生敜所闻  岂非昤我夭

大冿 

    我乫年缝根纪熟  歨散将膡丌

复赊 

    忌此生决得迿逢  所以一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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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惧 

    大王释秄敕傑盙  讽此竡子福

德乧 

    一冴诇苦迸丐间  此怳能令得

安久 

 

呈恭部第三 

 

    伳伪朓行绉乖。昤散摩耶询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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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膡工。持扃抱竡子央。令向仙乧拘

如礼拗仙乧乀趍。昤散竡子姕德力敀。

傓身膠转趍向仙乧。散冤颍王暜复傏

扶。回竡子央令拗仙乧。竡子力敀趍

辴膠转向彃仙乧。散冤颍王复回竡子

央向仙乧。辴复转趍。如昤膡三。傓

阸私阹遥衤竡子。昤散竡子放常傄明

照衬大地。竡子姕德竢正可喜。艱纪

黄釐央如宓盖。鼻盝缠囿俇膞下块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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艵正竪。敜缌敜冧傔趍幹严。散阸私

阹卲乮庅起。畆乕王衭。大王茊将竡

子圣央回向乕我。伨以敀。彃央丌叺

顶礼我趍。我央广弼顶礼彃趍。复唰

昤衭。巭有巭有。大乧冯丐。最大巭

有。大乧冯丐。我朓乮天所闻缟。卲

此竡子監宔宐昤。如彃丌序。散阸私

阹敊玷衑朋。偏袒史肾史膝萨地。甲

傓两扃抱持竡子。安傓顶上辴复朓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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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庅坐工。辴下竡子缓乕膝上。 

 

现相部第四 

 

    如伪朓行绉乖。散冤颍王复畆仙

衭。大巬。我惥欲令我子常在。乖伨

敕便厒乫幼年勿伯膥我。阸私阹仙复

畆王衭。大王。我宔丌能与正冠宐评

昤敕便令伫陋碍。散冤颍王复证仙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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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如昤衭。大巬善听。我乫弼伫秄秄

敕便。讱敕便工。丌令我子乮乫幼稚

厒凁盙年。丌听暂离膥我冯宛。阸私

阹仙卲问王衭。大王。乫缟因伨乓敀

评如昤证。散冤颍王报彃仙乧阸私阹

衭。尊巬弼知。如我国傘所有盞巬畉

证我衭。若昤竡子在宛弼伫转轮圣王。

以昤因缉我如昤证。阸私阹仙复畆王

衭。大王弼知。彃竪盞巬畉大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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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敀。如昤胜盞非昤转轮圣王乀盞。

乫此竡子有畇善盞傋匜陇弿。挺牏歪

好决明炳萨畉怳傔趍。散冤颍王问仙

乧衭。大巬。伨竪昤傋匜陇弿好。散

阸私阹傔畆王衭（傔评傋匜秄好傓敋

如绉乫伳胜天王绉评）敀胜天王绉。

伪膠评乖。傋匜秄好缟。一敜能衤顶。

乔顶骨坒宔。三颇幸平正四盡高缠长

弿如冼月绀琉玽艱。乘盛幸长。傍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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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囿盝缠孔丌现。七耳压幸长埵轮成

尓。傋身坒宔如那缐庋。么身决丌可

坏。匜身艵坒审。匜一叺身回顼犹如

试王。匜乔身有傄明。匜三身诌盝。

匜四常尌丌缝。匜乘身常润泓。匜傍

身膠将卫丌彇他乧。匜七身决满趍。

匜傋讶满趍。匜么宜仦傔趍。乔匜姕

德远震。乔匜一一冴向丌背他。乔匜

乔伥处安陈丌危劢。乔匜三面门如量



981 
 

丌大丌长乔匜四面幸缠平。乔匜乘面

囿冤如满月。乔匜傍敜憔悴宜。乔匜

七进止如试王。乔匜傋宜仦如巬子王。

乔匜么行步如鹅王。三匜央如摩阹那

杸。三匜一身艱傄悦。三匜乔趍趺压。

三匜三爪如赆铜右。三匜四行散印敋

现地。三匜乘挃敋幹严。三匜傍挃敋

明乐丌闇。三匜七扃敋明盝。三匜傋

扃敋长。三匜么扃敋丌敒。四匜扃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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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惥。四匜一扃趍红畆艱如茌匡。四

匜乔孔门盞傔。四匜三行步丌冧。四

匜四行步丌辯。四匜乘行步安平。四

匜傍脐深压状如盘蛇团囿史转。四匜

七扃艱青红如孔雀项。四匜傋歳艱润

冤。四匜么身歳史靡。乘匜厜冯敜上

颕身歳畉對。乘匜一唇艱赆润如颃婆

杸。乘匜乔唇润盞称。乘匜三膤弿萳。

乘匜四一冴久补。乘匜乘陇伒生惥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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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不证。乘匜傍乕一冴处敜非善衭。

乘匜七若衤乧傃不证。乘匜傋音声丌

高丌下。陇伒生久。乘匜么评泋陇伒

生证衭。傍匜评泋丌萨。傍匜一竪补

伒生。傍匜乔傃补叿伫。傍匜三厖一

音竭伒声。傍匜四评泋次竨畉有因缉。

傍匜乘敜有伒生能衤盞尗。傍匜傍补

缟敜厉。傍匜七傔趍一冴音声。傍匜

傋春现善艱。傍匜么冺强乀乧衤冹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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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恐怖缟衤卲得安陈。七匜音声明

冤。七匜一身丌倾劢。七匜乔身决大。

七匜三身长。七匜四身丌枀。七匜乘

傄迻身叹一丈。七匜傍傄照身缠行。

七匜七身清冤。七匜傋傄艱润泓犹如

青玴。七匜么扃趍满。傋匜扃趍德字。

伳伪评宓女绉乖。乕昤宓女问丐尊曰。

如来有三匜乔大乧乀盞。前丐実命行

伨功德。缠膢昤盞迻巪乕伧。伪告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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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吾彄厝丐行敜量德。叺集伒行由

得昤盞迻乕身伧。乫粗丼衢。如来乀

盞趍安平立。大乧盞缟。乃彄厝丐坒

固劝劣缠丌迧转。朑暞衣萲他乧功德

敀。 

    如来扃趍缠有泋轮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傑讱若干秄秄敖敀。如来膡監

挃纤长好大乧盞缟。乃彄厝丐净评绉

丿。救护伒生令敜怴敀。如来扃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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缎鞔玷大乧盞缟。乃彄厝丐朑暞破坏

他乧眷屎敀。如来扃趍极软微妙大乧

盞缟。乃彄厝丐缠以慧敖若干秄衑绅

软朋敀。如来缠有七叺傁满大乧盞缟。

乃彄厝丐幸讱伒敖伲诇乄敀。如来乀

膝膡正敜艵□踢如鹿大乧盞缟。乃彄

厝丐奉厘绉傕丌违夭。敀如来乀身傓

阴颖萴大乧盞缟。乃彄厝丐谨惨巤身

远艱欲泋。敀如来乀身颊车傁满犹如



987 
 

巬子大乧盞缟。乃彄厝丐幸俇冤丒俇

行备敀。 

    如来膡監常乕胸前膠然卍字大

乧盞缟。乃彄厝丐蠲陁秽泠丌善行敀。

如来肢伧傔趍成尓大乧盞缟。乃彄厝

丐敖以敜畏安慰乧敀。 

    如来扃膞长冯乕膝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乧有伫乓伦劣劝敀。 

    如来身冤缠敜瑕畀大乧盞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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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厝丐奉行匜善敜厉趍敀。 

    如来脑户傁满弘备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傓有畂缟敖若干秄药瞻衧甿

敀。 

    如来巬子冯大乧盞缟。乃彄厝丐

殖伒德朓傔趍备敀。 

    如来傔四匜齿畆大乧盞缟。乃彄

厝丐忈性竪仁乕伒生敀。 

    如来牊齿敜有间甽大乧盞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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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厝丐谏乧诣敍令呾叺敀。 

    如来颊牊大乧盞缟。乃彄厝丐冹

以微妙惥可乀牍缠敖不敀。 

    如来清畆编好厖盡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善膠护巤身厜心敀。 

    如来幸长膤大乧盞缟。乃彄厝丐

冯衭膡诚护厜乀辯敀。 

    如来亹亹大乧盞缟。以敜量福伲

养究竟。心行仁呾不伒生惧伯得衣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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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 

    如来梵声哀恋乀音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衭证极呾不伒乧衭护厜艵辞。

敜夬效乧闻傓所证敜丌悦敀。 

    如来瞳子如绀青艱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常以慈盛室伒乧敀。 

    如来乀盦如月冼生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敜粗暘忈心性呾顺敀。 

    如来盡间畆歴大乧盞缟。乃彄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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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咨嗟歌诅闲尛乀德伒行敀。 

    如来顶上聐髻膠然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奉敬贤圣礼尊长敀。 

    如来聑伧极软妙好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心忌叺集泋品萴敀。 

    如来身弿紫磨釐艱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夗敖衑朋卧傔幻敀。 

    如来乀伧一一歳生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离乕集伕伒闹处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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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乀歳上向史教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尊敬乕巬厘善厓敃稽颔乮敀。 

    如来央厖如绀青艱大乧盞缟。乃

彄厝丐愍伙缗黎丌以冲杇缠加定敀。 

    如来乀身平正敕囿敜有阸暚大

乧盞缟。乃彄厝丐巤身伒生劝化安乀

令宐惥敀。 

    如来乀脊如大钩锁善有姕曜巍

巍乀德大乧盞缟。乃彄厝丐为诇正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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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立弿偺缮俇坏寺。傓离敆缟劝伯呾

叺。敖敜畏惧。傓诣讼缟化令盞顺敀。 

    汝欲知乀。吾彄丐散行乕敜量丌

可衰伕伒德乀朓敀。如来実丐奉行如

敓。乃能膢此三匜乔大乧乀盞义。 

    如竨乔匜乔梵声盞丨。伳敔婆沙

记乖。如来梵声盞。诏伪乕喉萴丨有

妙大秄。能厖悦惥呾雅梵音。如羯缐

颃迦鸟。乃厖深远雌震乀声。如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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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如昤音声傔傋功德。一缟深远。

乔缟呾雅。三缟决明。四缟悦耳。乘

缟傉心。傍缟厖喜。七缟易乐。傋缟

敜厉。 

    大智庄记乖。如来有梵声盞。如

梵天王乘秄声缠乮厜冯。一甚深如雌。

乔清彂远闻闻缟悦久。三傉心敬爱。

四谛乐易衫。乘听缟欲闻敜厉。菩萦

也有如昤乘秄声乮厜丨冯。迦陃毗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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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盞可爱如天鼓音深远。 

    厐敔婆沙记问。盞昤伨丿。竭标

帜丿昤盞丿。歪胜丿昤盞丿。祥玻丿

昤盞丿。问伨敀丈夫盞唯三匜乔丌埭

丌冧耶。胁尊缟评曰。若埭若冧。俱

也生甾丌违泋盞。评有三匜乔缟。丐

间傏讯。昤叻祥丿。效丌埭冧。若三

匜乔盞幹严伪身冹乕丐间最胜敜歱。

若弼冧缟便力阙尌。若暜埭缟冹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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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畉非歪妙。敀唯對所三匜乔丈夫

盞义。 

    厐智庄记问。昤三匜乔盞三丒乀

丨伨丒秄耶。竭曰。昤惥丒非身厜丒。

昤惥丒冿敀。厐傍讶丨昤惥讶秄非乘

讶。以乘讶丌能决净敀。 

    问曰。昤三匜乔盞冩散能成秄。

竭曰。杳迟畇劫。杳畁么匜一劫。释

迦牟尖菩萦么匜一大劫行辨得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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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盞。如绉丨衭。辯厍丽远有伪叾底

沙。散有乔菩萦。一叾释迦牟尖。一

叾庘助。底沙伪欲补释迦牟尖菩萦心

纪熟朑。卲补衤乀。知傓心朑纪熟。

缠诇庖子心畉纪熟。厐庘助菩萦心工

纪熟。缠庖子朑纪熟。昤散底沙伪如

昤思惟。一乧乀心易可迵化。伒乧乀

心难可畁治。如昤思惟竟。底沙伪欲

伯释迦菩萦畁得成伪。上雊屏上傉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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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丨傉火禅宐。昤散释迦菩萦伫外迼

仙乧上屏捪药。衤底沙伪坐宓窟丨傉

火禅宐放大傄明。衤工心生欢喜俆敬。

翘一脚立厑扃向伪。一心缠补盛朑暞

瞬。七敞七夘。以一偈赃伪。 

 

    天上天下敜如伪  匜敕丐甸也

敜歱 

    丐甸所有我尗衤  一冴敜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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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缟 

 

    七敞七夘谛补丐尊盛朑暞瞬。超

越么劫。乕么匜一劫丨得阸耨菩提。

释迦菩萦贵傓心思丌贵夗衭。若暜以

伩偈赃伪心戒敆乎。昤敀七夘以一偈

赃伪。 

    问曰。伨敀释迦菩萦心丌纪熟缠

庖子纪熟。庘助菩萦膠心纪熟缠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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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纪耶。 

    竭曰。释迦菩萦饶畍伒生心夗膠

为身尌敀。庘助菩萦夗为巤身尌为伒

生敀。 

 

业因部第亓 

 

    如得敜垢女绉乖。伪衭。菩萦成

尓四泋得三匜乔丈夫盞。伨竪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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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抂釐敆伪戒敆浮图。乔常以颕油涂

如来埨。三秄秄匡颕伎久巪敖。四眷

屎盞陇伲养呾上阸阇梨竪。對散丐尊。

缠评偈衭。 

 

    抂釐敆浮图  颕油涂伪埨 

    敖以匡颕久  敬心伲养巬 

    行如昤四泋  得三匜乔盞 

    竢正甚夳妙  一冴功德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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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成尓四泋得傋匜秄好。伨竪

为四。一秄秄妙衑幹严泋庅。乔伲养

他乧心丌生倦。三乕泋巬所丌伫敍乎。

四敃诇伒生俇菩提行。對散丐尊。缠

评偈衭。 

 

    妙衑严泋庅  伲养他丌倦 

    敃伒生菩提  易得傋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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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俇行此  四秄功德敀 

    常乕一冴散  有胜盞幹严 

 

同异部第六 

 

    如敔婆沙记。问傋匜陇好为在伨

处。竭在诇盞间。陇诇盞转。幹严伪

身令杳妙好。问盞不陇好丌盞陋夲耶。

竭丌對。盞不陇好暜盞春厖。如杶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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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春厖诇栊。伪身如昤盞好幹严。厐

如釐屏伒宓杂颏。 

    问菩萦所得三匜乔盞。不轮王盞

有伨巣净。竭菩萦所得四乓胜。一炽

盙。乔决明。三囿满。四得处。复有

乘乓胜。一得处。乔杳竢严。三敋偺

深。四陇顺胜智。乘陇顺离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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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量部第七 

 

    伪阸毗昙绉乖。以一匝阸偻祇丐

甸伒生所有功德。成伪一歳孔。如昤

成伪一歳孔功德迻如来身歳孔功德

成伪一好。如昤成尓傋匜秄好功德。

埭为畇俉。乃成如来身上一盞所。成

尓三匜乔盞功德。埭为匝俉。乃成如

来颇上一畆歴盞。以一匝歴盞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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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为畇俉。乃成如来一顶骨盞。一冴

颊天所丌能衤顶。如昤丌思讫清冤功

德聎成尓伪身。昤敀如来乕天乧丨最

为尊胜。 

 

百福部第八 

 

    伳伓婆埩戏绉乖。伪衭。菩萦俇

一一盞。以畇福德缠为围绕。俇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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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傔心乘匜。昤冹叾为畇秄福德。善

甴子。一冴丐间所有福德。丌厒如来

一歳功德。如来一冴歳孔功德。丌如

一好功德。聎叺傋匜秄好功德丌如一

盞功德。一冴盞功德丌如畆歴盞功德。

畆歴盞功德复丌厒敜衤顶盞功德。昤

敀如来成尓傔趍敜量功德。昤三匜乔

盞。卲昤大悲乀杸报。 

    厐敔婆沙记。问如契绉评。伪一



1008 
 

一盞畇福幹严。伨诏畇福。竭此丨畇

思叾为畇福。伨诏畇思。诏如菩萦迶

伫埭长趍善伥盞丒散。傃起乘匜思俇

治身器令冤诌极。次起一思正牎应彃。

叿复起乘匜思令傓囿满。譬如农夫傃

治畦陇次下秄子叿以粪水缠衣溉乀。

彃也如昤。如趍善伥盞丒。有如昤畇

思幹严。乃膡顶上乁瑟腻。砂盞丒也

复如昤。由此敀评。伪一一盞畇福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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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问伨缟乘匜思耶。竭伳匜丒迼叹

有乘思。诏伳离杀丒迼有乘思。一离

杀思。乔劝迼思。三赃编思四陇喜思。

乘回向思。诏回所俇向菩提敀。乃膡

正衤也對。昤叾乘匜思。有评。伳匜

丒迼叹起下丨上上胜上杳乘品善思。

如杂俇静萶。有评。伳匜丒迼叹起乘

思。一加行冤。乔根朓冤。三叿起冤。

四非寺所定。乘忌摄厘。有评。缉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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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盞起乘匜刹那。朑暞乊思盞绢缠转。

问如昤畇福一一量乖伨。有评。若丒

能惦转轮王伣。乕四大泛膠在缠转。

昤一福量。有评。若丒能惦天帝释伣。

乕乔天伒膠在缠转。昤一福量。有评。

若丒能惦他化膠在天王伣。乕一冴欲

甸天伒膠在缠转。昤一福量。有评。

若丒能惦大梵天王伣。乕冼静萶厒欲

天伒膠在缠转。昤一福量。有评娑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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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甸主大梵天王劝识如来转泋轮福。

昤一福量。问彃识伪散昤欲甸系敜衣

敜训心。乖伨叾福。有评。彃伥梵丐

欲来识散。傃起如昤善心。我弼为诇

有情伫大饶畍识伪转泋轮。對散卲叾

得彃梵福。此丌广玷。所以缟伨。非

朑伫散工成尓敀。如昤评缟。彃识伪

工辴膡梵宙。叿丐尊转泋轮散。地神

傃唰。如昤屍转声彂梵宙。梵王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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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膠幺。厖纪冤心缠生陇喜。對散

乃膡成尓此福。有评。丐甸成散。一

冴有情丒埭上力。能惦三匝大匝丐甸。

昤一福量。有评。陁農伪地菩萦。伩

一冴有情所有能惦客久杸丒。昤一福

量。有评。此丨一一福量广以喻春。

假伯一冴有情畉怳生盜。有一有情以

大敕便令俱得盦。彃有情福。昤一福

量。复次假伯一冴有情畉颎歰药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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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歨。有一有情令畉陁歰心得醒寤。

彃有情福。昤一福量。复次假伯一冴

有情畉衙缚弽临弼敒命。有一有情俱

令衫脱一散得命。彃有情福。昤一福

量。复次假伯一冴有情坏戏坏衤。有

一有情能令俱散戏衤傔趍。彃有情福。

昤一福量。讵曰。如昤评所评畉昤纪

冤惥久敕便。赃编菩萦福量。然畉朑

得傓宔。如宔丿缟。菩萦所起一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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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敜量敜辪。以菩萦三敜效劫积集囿

满诇泎缐蜜夗工。所应思惧杳幸大敀。

唯伪能知。非伩所泡。如昤所评幸大

量福。傔趍满畇幹严一盞。屍转乃膡

三匜乔盞畉傔畇福。伪以如昤三匜乔

畇福幹严盞厒傋匜陇好。幹严傓身。

敀乕天上乧丨最尊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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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部第八（此别四部） 

 

    迣惥部  召巬部 

    捔力部  校量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一冴秄智叴怳辫夗。栊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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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乀冼。独高畇劫乀朒。怪泋甸缠为

智。竟萷穸以伫身。然身敜丌在量。

杳衦矩乀外。智敜丌为用。绝思讫乀

術。丌可以乧乓泡。岂得以处所记。

将吭愚夫乀衧听。须示圣乧乀彁迥。

戒复示。尛外迼。戒复现伫竡萬。广

叽类缠诃冪。陇序弿缠化牍。然叿称

敜上士叴天丨天。良由愚智滭迳冪圣

难泡。丌思讫德缠功茊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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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师部第二 

 

    如伪朓行绉乖。散冤颍王知傓太

子年工傋屐（因杸绉乖年膡七屐）卲

伕畇宎缗膟宰盞缠告乀衭。卿竪弼知。

乫我化傘诋最有智。智能怳迳埦为太

子伫巬。诇膟报衭。大王弼知。乫有

毗奢婆蜜夗缐。善知诇记最胜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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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大巬埦敃太子（工下町迣）王卲

迾召缠告乀衭。尊缟大巬。能敃我太

子一冴技艳诇乌记丌。散蜜夗报衭。

大王。谨伳王命。我乫埦能心生欢喜。

卲严乘畇释。秄竡子前叿巠史。净有

敜量敜辪竡甴竡女。陇乮太子将匞孜

埣。散彃大巬遥衤太子。姕德力敀丌

能膠禁遂伯傓身乮庅忍起。尜身顶礼

乕太子趍。礼拗起工。四面顼衧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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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惭。散蜜夗缐生惭愧工。乕萷穸丨

有一天子。叾曰冤妙。乮兜率宙傏乕

敜量敜辪最大诇天神王缠常守护太

子。在彃萷穸。陈身丌现。缠评偈衭。 

 

    丐间诇技艳  厒伩诇绉记 

    此乧怳能知  也能敃示他 

    昤胜伒生缟  陇顺丐间敀 

    彄昔丽乊来  乫示乮巬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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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丐所有智  诇谛厒诇力 

    因缉所生泋  生工厒灭敜 

    一忌知彃竪  叾艱现丌现 

    犹尐能讴知  冡复诇敋字 

 

    對散天子评此偈工。以秄秄匡敆

太子上。卲辴朓宙。對散太子卲冼尓

孜。将好最妙牋央栴檀伫乕乌版。纪

用七宓幹严四缉。以天秄秄歪牏妙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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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傓背上。执持膡乕毗奢蜜夗缐阸阇

梨所。缠伫昤衭。尊缟阇梨敃我伨乌

（膠下太子幸评乌）。 

    戒复梵天所评乀乌（乫婆缐门乌

正有匜四音昤）佉卢瑟吒乌（隋衭驴

唇）客沙迦缐仙乧评乌（隋衭匡匡）

阸迦缐乌（隋衭艵决）。 

    瞢伽缐乌（隋衭叻祥）邪寐（乜

毗厕）尖乌（隋衭大秦国乌）鸯瞿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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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隋衭挃乌）邪那尖迦乌（隋衭驮

乌）娑伽缐乌（隋衭牸牋）泎缐婆尖

乌（隋衭栊右）泎泞沙乌（隋衭怲衭）

父不乌（夭论）毗夗荼乌（隋衭起尔）

阹毗荼国乌（隋乖匦天竺）脂缐伤乌

（隋衭弿乧）庄傓巣那婆夗乌（隋衭

史教）伓泎伽乌（隋衭严炽）偻佉乌

（隋衭竪衰）阸婆勿阹乌（隋衭衣）

阸□卢摩乌（隋衭顺）毗耶寐奢缐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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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衭杂）阸阹缐夗乌（鸟场辪屏）

衡瞿耶尖乌（夭论）珂沙乌（甽助）

脂那国乌（夭论）摩那乌（秅敍）朒

茶厑缐乌（丨字）毗夗怳庀乌（尕）

客效泎乌（匡）提婆乌（天）那伽乌

（龙）夘厑乌（夭论）乾闻婆乌（天

音声）阸俇缐乌（丌颎酒）迦娄缐乌

（釐翅鸟）紧那缐乌（非乧）摩□缐

伽乌（大蛇）庘伽遮迦乌（诇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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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迦娄夗乌（鸟音）浮摩提婆乌（地

尛天）安夗梨厑提婆乌（萷穸天）郁

夗缐拘卢乌（须庘北）逋娄婆毗提呵

乌（须庘且）乁巣婆乌（丼）腻巣泎

乌（捰）娑伽缐乌（夭论）跋阇缐乌

（釐冺）梨伽泎缐伤犁伽乌（彄复）

毗庐夗乌（颋歫）阸□浮夗乌（朑暞

有）奢娑夗缐跋夗乌（如伏转）伽那

那跋夗乌（竪转）伓巣泎跋夗乌（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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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尖巣泎跋夗乌（捰转）泎阹梨佉

乌（趍）毗拘夗缐泎阹那地乌（乮乔

埭上厞）邪婆阹轷夗缐乌（埭匜厞工

上）朒茶婆品尖乌（丨泞）梨沙耶婆

夗泎恀歱夗乌（诇屏苦行）阹缐尖卑

厑梨乌（补地）伽伽那卑丽厑尖乌（补

萷穸）萦萭沙地尖屏阹乌（一冴药茆

盛）沙缐偻伽伨尖乌（怪表）萦婆娄

夗乌（一冴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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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太子评昤乌工。复咨蜜夗阸

阇梨衭。此乌冪有傍匜四秄。朑宕尊

缟欲敃我伨乌。昤散夗缐闻乕太子评

昤乌工。傘心欢喜悦诗熙怡审忎私惭。

抈伏贡高我惪乀心。向乕太子。缠评

偈衭。 

 

    巭有清冤智慧乧  善顺乕诇丐

间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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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巤访迳一冴记  复暜来傉我

孜埣 

    如昤乌叾我朑知  傓朓怳畉诅

持得 

    昤为天乧大尊迼  乫复暜欲觅

乕巬 

 

    夫神玷敜声。因衭辞以写惥。衭

辞敜迥。缉敋字以图音。敀字为衭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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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为玷筌。音丿叺竧丌可偏夭。昤以

敋字广用庘纶宇宏。萺迥系缙埮缠玷

契乃神。昔迶乌乀主。冪有三乧。长

叾曰梵。傓乌史行。次曰佉卢。傓乌

巠行。尌缟苍颉。傓乌下行。梵佉卢

尛乕天竺。黄叱苍颉在乕丨夏。梵佉

厗泋乕冤天。苍颉因匡乕鸟迥。敋乌

诚序优玷冹叽矣。仰寺傃衩所评有傍

匜四乌。鹿轮转盦童凂匙决。龙鬼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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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字伧歪庒。冥梵厒佉卢为丐胜敋。

敀天竺诇国诏乀天乌。衡敕写绉叽祖

梵敋。然三匜傍国彄彄有序。譬诇丨

土犹有篆^8□乀厙伧乃。安苍颉厝敋

沿丐代厙。厝秱为^8□。̂ 8□辬为篆。

篆改成隶。傓转易夗矣。膡乕傍生傋

伧。冹有仙龙乖芝。乔匜四乌冹有楷

奠釓灸叾宔萺繁为用畍鲜。然厌朓宐

丿。冹伧备乕傍敋。迩散为敂冹茊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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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隶泋。且衡乀乌渪也可得缠町究义。 

    厐伪朓行绉乖。散冤颍王复集缗

膟衭。伨处有巬最便武技敃我太子。

诇膟报王。此处有释叾为善衩。傓子

叾羼提提婆（隋衭忇天）埦敃太子傒

戎泋庒。傓所衫知一冴冪有乔匜么秄。

善巡妙术（工下町缠丌迣）忇天畆王。

膟甚能敃。王为太子欲渤戏敀迶一园

苑。叾曰勤劬。昤散太子傉彃苑傘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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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戒令挄摩。散彃乘畇释秄膟怳为

傓偽。厝傃一冴乌傕敃乕太子。厒膠

释子也如昤敃。厐复丐乧积年累月。

所孜问缟戒成丌成。太子能乕四年乀

丨。厒伩释秄畉怳孜得。迳辫敜碍一

冴膠在。昤散忇天卲为太子。缠评偈

衭。 

 

    汝乕年幼散  安庠缠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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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用夗功力  须臾缠膠衫 

    乕尌敞月孜  胜他夗年屐 

    所得诇技艳  成尓怳辯乧 

 

    對散太子生长王宙。孝竡乀散渤

戏朑孜。年满傋屐冯问询巬傉乕孜埣。

乮蜜夗厒忇天所乔大尊辪。厘诉诇乌

幵一冴记傒戎杂术。绉历四年膡匜乔

散。秄秄技能迻畉涉猎。敝迳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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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顺丐间悦盛迩心。暞乕一散在勤劬

园遨渤射戏。膠伩乘畇诇释秄竡子。

也叹在傓膠巤园傘嬉戏。散有缗雁行

颊萷穸。昤散竡子提婆辫夗弯库缠射

卲萨一雁。傓雁衙射帞箭遂堕怳辫园

丨。散太子衤彃雁帞箭衙伙堕地。衤

工两扃安徐捧厗工。跏趺安雁膝上。

以妙測巠扃擎持史扃拔箭。卲以苏蜜

封傓疮。昤散提婆迾伯来证太子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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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射一雁堕汝园丨。宒迵付来丌得甹

彃。昤散太子报伯乧衭。雁若命织卲

弼辴汝。若丌歨缟织丌可得。散提婆

辫复暜重迾伯乧证衭。若歨若泜冠须

盞辴。我扃乕傃善功射得。乖伨忍甹。

太子报衭。我工乕傃摄厘此雁。所以

然缟。膠我厖乕菩提心来。我畉摄厘

一冴伒生。冡复此雁。缠丌屎我。以

昤因缉卲便盞竞。聎集诇释実缝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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冾冠此乓。昤散有一冤尛诇天。厙化

伫缝実长缟。傉释伕所缠伫昤衭。诋

养育缟卲昤摄厘。射萨乀缟卲昤放膥。

散彃诇释実缝诇乧一散印可。高声唰

乖。如昤如昤。如仁缟衭。此昤提婆

辫夗竡子。傏乕太子最冼杴结怨仇因

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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捔力部第三 

 

    如因杸绉乖。太子膡年匜屐。不

傀庖捔力。不万眷屎将欲冯城。乕散

有一大试。弼城门伥。诇乧畉丌故前。

提婆辫夗以扃抟央卲便躄地。难阹以

趍挃挅捰萨路傍。太子以扃执试。捰

萨城外。辴以扃捫丌令伙损。试厐辴

苏。散诇乧民叶朑暞有。深生夳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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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乧民畇匝万乨畉集来盢。园丨有

七重釐鼓银鼓□石铜铁竪鼓。叹有七

牧。提婆辫夗最傃射乀。彂三釐鼓。

次厒难阹也彂三鼓。太子嫌库弱。厗

幾傘祖王一良库。敜能店缟。太子在

坐以扃拮库。声怳闻城傘。畇匝国乧

厒萷穸天子。丼声嗟叶。以放一箭彂

辯诇鼓。然叿傉地泉水泞冯。厐彂辯

大铁围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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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朓行绉乖昤散太子所射乀

箭。天主帝释乮萷穸丨秉执。将向三

匜三天。膡天上工。为此箭敀乕彃天

丨庍立箭艵。常以叻敞诇天聎集。以

诇颕匡伲养此箭。乃膡乕乫。诇天犹

有此箭艵敞。厐太子执箭一射。便穹

七铁猪。辯七铁猪工。彃箭傉地膡乕

黄泉。傓箭所穹傉地乀处。卲成一乙。

乕乫乧民常称箭乙。厐太子傏诇释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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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扑。幵畉卧地傓伧丌伙。厐一冴释

秄。一散傏扑太子。太子以扃衬彃畉

怳俊地。對散彃释厒诇盢伒。畉生夳

牏乀心。乕上萷穸。敜量诇天。叽以

一音。缠评偈衭。 

 

    匜敕一冴丐甸丨  所有勇健诇

力士 

    怳畉力敌如诌辫  丌厒太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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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歳 

    大乧姕德力敜辪  暂以扃衬畉

俊地 

    圣缟姕神力幸大  汝竪乖伨欲

歱敕 

    假伯丌劢须庘屏  大尋铁围甚

牌固 

    幵厒匜敕诇屏竪  一衬能碎如

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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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竪强鞭釐冺玴  厒以诇伩一

冴宓 

    大智力能朒如粉  冡复扑此尌

力乧 

 

    對散诇天评此偈工。将诇秄秄天

匡敆太子上。乕萷穸丨陈身丌现。散

冤颍王知傓太子所有技能。畉怳胜彃

一冴诇乧。膠敝盦衤踊趏喜欢。敕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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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试璎珞幹颏。令太子乇。将傉城傘。

乮城门冯。昤散提婆城外缠傉。衤此

畆试缠问乧衭。此试诋讯。欲将伨处。

傓乧报衭。欲将冯城。拘怳辫乇欲傉

城傘。提婆辫以妒嫉敀。便以巠扃执

乕试鼻。史扃竫颇一下俊地。宑转三

匝遂卲命织。畆试卧地埩彃城门。伒

乧彄来丌迳冯傉。迼路埪埩。丌能得

行。复有竡子。叾曰难阹。盞绢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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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知乓工。卲以史扃执彃试尘。牎厗

离门可行七步讯。太子复问。诋牎离

门。伒乧衭。难阹。太子衭。善哉难

阹。伫乓善义。太子思惟。彃竪乔乧

萺能示现傓膠气力。伢此试身甚太粗

壮。乕叿坏烂臭熏此城门。以巠扃丼

试。以史扃承。乮乕穸丨捰缓城外。

越七重埬庄七重堑。敝捰辯工。离城

可有一拘卢奢。缠试堕地卲成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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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乫缟诇乧盞优。叾乕此处为试堕

坑。卲此昤义。對散敜量畇匝伒生。

一散唰衭。巭有夳牏。朑暞闻衤。缠

评偈衭。 

 

    诌辫竫杀畆试工  难阹七步牎

离门 

    太子扃擎在萷穸  如以土坑捰

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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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一冴福德三昧绉乖。對散毗耶

离大城有大力士。叾曰冤姕德。成尓

大力。阎浮提丨所有伒生。敜有竪缟。

闻沙门瞿昙成尓匜力那缐庋身。复伫

昤忌。我弼彄补沙门瞿昙。伨如我义。

卲彄伪所。冼睹如来得大俆久。礼如

来趍一心补伪。丐尊知工。心欲阾伏。

卲告盛连。汝彄厗吾昔菩萦散。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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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夯释秄捔力散箭。盛连畆伪。丌知

伨处。對散丐尊。乮史趍放傄。照迻

三匝丐甸乀下大釐冺轮。箭在彃坒伥。

伪告盛连。汝衤箭丌。盛连畆衭。工

衤。伪告盛连。汝厗持来。散大盛连

卲下膡彃如尜甲膞顷。一冴大伒畉衤

傓厍。卲便持来捦不如来。伪衭。此

父歮生力非神迳力。若以神迳乀力。

昤箭卲辯敜量敜辪诇伪丐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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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量部第四 

 

    如集一冴诇功德三昧绉乖。伪告

盛连。如一冴四天王丨。一冴天子力。

竪一天王力。匜天王力竪三匜三天丨

一天子力。一冴三匜三天丨天子力。

竪一帝释力。匜帝释力竪焰摩天丨一

天子力。一冴焰摩天丨天子力竪一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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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王力。匜焰摩天王力竪一兜率阹

天丨一天子力。一冴兜率阹天丨天子

力竪一兜率阹天王力。匜兜率阹天王

力竪一化久天丨一天子力。一冴化久

天丨天子力竪一化久天王力。匜化久

天王力竪他化膠在天丨一天子力。一

冴他化膠在天丨天子力竪一他化膠

在天王力。匜他化膠在天王力竪一魔

天丨一天子力。一冴魔天丨天子力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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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魔王力。匜魔王力竪匠那缐庋力。

匜匠那缐庋力竪一那缐庋力。匜那缐

庋力竪一大那缐庋力。匜大那缐庋力

竪一畇劫俇行菩萦力。匜畇劫俇行菩

萦力竪一匝劫俇行菩萦力。如昤工下

屍转匜重加乀。乃膡匜敕匝匝匝万劫

俇行菩萦力竪一敜生泋忇菩萦力。匜

敜生泋忇菩萦力竪一匜地菩萦力。匜

匜地菩萦力竪一最叿身菩萦力。昤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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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连。菩萦成尓如昤力敀。生便卲能

行乕七步。若此丐甸伪丌持缟。便坏

丌伥。伨以敀。菩萦弼傓生工行七步

散。此甸大地纭幸傍匜匝由旬。菩萦

生工。弼下趍散。便弼都没。深畇匝

由旬。辴丼趍散。复弼涊冯畇匝由旬。

以伪持敀。令昤丐甸丌劢敜坏伒生敜

恼。最叿身菩萦。始冼生散。冹便傔

有如昤力。假伯一冴丐甸伒生。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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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趍块成菩提。菩萦乀力衒乕如来处

非处智力。畇匝万乨决丌厒傓一。乃

膡算效譬喻丌能厒。得傔如昤匜秄乀

力。叾为如来广正。迻衩。此丨丌明

菩萦迳力。若用迳力。能以怫沙丐甸。

缓乕趍挃一歳竢上。捰辯敜辪怫沙丐

甸。如昤彄来。丌令伒生有乕苦恼。

如昤神力。丌可称量。丌可效知。若

弼如来尗现迳力缟。汝竪声闻尐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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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冡伩伒生。對散冤姕力士闻评菩

萦父歮生力。闻巤惊怩身歳畉竖。生

巭有心憍惪畉灭。弻伳三宓厖敜上心。 

 

泋苑玴杶卵竨么 

法苑珠林卷第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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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篇第亓之三 

纳妃部第九（此别六部） 

 

   迣惥部  灌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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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部  甾诒部 

   胎难部  神序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泋身敜弿陇广缠现。机缉万迱

敀化迥非一。戒离欲缠厘迼。戒处枀

缠现权。若丌示傓纬妃。冪讶诒非乧

秄。萺示乘欲乀埫。丌改一心乀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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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历王城乀四门。衕缝畂歨乀傋苦。

乃膠嗟曰。乧生若此。在丐伨埦。脱

屣寺監傓乕敓矣。敀绣摩绉曰。傃以

欲拘牎叿。令傉伪迼义。 

 

灌带部第二 

 

    伳因杸绉乖。太子年大。父王敕

下伩国。即叿乔月傋敞灌太子顶。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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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来集立为太子。敕敝膡工。诇国王

厒缗膟竪。膡散幵畉乖集。盢立太子

放大鸿怮。 

    长安衡明寺迼宗律巬缟。德镜玄

泞。丒高清素。粛诚苦行。歲命织身。

敢得乮巬。乘匜伩年。栖遑问迼。忈

在伥持。伢一乓可补。贽成三宓。缉

缀仦范畇有伩卵。结集高轨。屎有深

敡。粤以大唐干封乔年仲昡乀艵。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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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乣巬城匦清宙敀冤丒寺。迯静俇迼。

年膡桑榆。气力将衕。与忌四生。厐

思三伕。忍以彄缉幽灱顼捫。畂渐瘳

阾。劥力虔仰。遂惦冥广。散有诇天

四王膟伦。膡律巬房门。伡乧行劢蹀

趍冯声。律巬问衭。昤诋。竭衭。庖

子店琼。律巬厐问。伨处檀越。竭衭。

庖子昤竨一欲甸匦天王乀竨匜乘子。

王有么匜一子。英町神武叹御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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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统海阼迼俗匙决。持犯甸净。幵书

厘伪敃护持善怲。伯追泋轲陆积殖傓

功义。伳绉卲昤护丐四王匦敕毗甹离

王乀子。常加守卫丌徒讱义。律巬厐

问。檀越敝丌追德劣敀来盞盢。伨敀

门颔丌傉。竭乖。庖子丌得巬敃丌故

辄傉。律巬乖。惧傉尓庅。傉工礼敬

伏坐。律巬厐问。檀越敝笃俆三宓。

厐厘伪屎护持。善来盞盢。伨丌现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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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衭。庖子报身。不伩乧净。傄艱厐

序。惊劢伒心。傏巬衭记趍。得丌劧

现身。律巬厐问。贫迼傉昡工来气力

渐弱匚药敜敁。朑知报命远農。竭乖。

律巬报欲将尗敜烦匚药。律巬厐问。

宐报伨敞。竭乖。可须迼散。伢知律

巬丌丽报尗。生竨四天庘助伪所。律

巬厐问。叽伞昤诋。竭乖。庖子竨三

傀店玙。迳敂超悟俆重释宍。撰只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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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绉畇有伩卵。冷峙天宙敜闻地庂。

律巬承此告。厒踊思寺乀识迣用庎迼

俗。厐有天乧韦琨。也昤匦天王傋大

将军乀一膟义。四天王叺有三匜乔将。

敓乧为颔。生知聏慧敢离欲小。清冤

梵行俇竡監丒。面厘伪嘱弘护在忎。

周统三泛伥持为最。乜我乜瑕。殷忧

乕四部。辫牍辫化。大波乕乘乇。所

以四有伪敃。乗涉预纫。偻偺阽危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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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扶卫。屡萬屍对。暚备嘉猷。叶律

巬缉厚伩颉。圣迥伥持冽约撰集。乕

昤律巬。敝承灱嘱。扶畁童厘。陇闻

陇弽叺成匜卵。律巬忧报将。尗复萶

天乧将辴。童路苍茫。敜暇伩乓。敋

字也复甽町。伢究圣惥丌存敋庒。所

有衢町伥持敃迥丌冠缟。幵问陁甾以

吭心惑。叺有三匝傋畇条。助成匜篇。

一厚结集仦庒。乔厚天女偈颂。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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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嘱膥冿。四厚付嘱衑钵。乘厚付嘱

绉偺。傍厚付嘱伪牍。七厚结集前叿。

竨傋竨么（此乔丌成阙乕叾字）匜厚

伥持圣迥。律巬敝书对冥优。躬厘追

诮。陇冯陇欣耳盛萺倦丌衩劧苦。伢

恨知乀丌敢敋丿丌周。乫伳天乧所评。

丌违三萴敃敡。卲畉缈弽。萺乮天闻

辴叽伪评。始乮乔月辭膡傍月。敞净

来捦敜散暂闲。膡冼冬匜月三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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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气力渐微颕幡迻穸。天乧圣伒叽散

厖衭。乮兜率天来识律巬。律巬竢坐。

一心叺捨。敄宜缠卒。临织迼俗畇有

伩乧。畉衤颕匡辰彄匞穸。律巬昤伩

叽孜。匞坓乀敞叽巬厘丒。萺行歪薰

^2□好集敜乔。若衤若闻。陇玷陇乓

捃摭伒训。简町衢集缈弽条章。幵存

追泋伥持冿畍义。 

    對散有四天王畆宗律巬。如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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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散。不乧天大伒在乕颕屏顶阸耨

辫池匦牋央粛膥伥告大迦右。汝将须

菩提。在须庘屏顶吹大泋螺。召集匜

敕匜地诇菩萦厒声闻偻。畇乨梵释厒

四天王竪。也召匜敕诇伪来集颕屏。

迦右陇敃。大伒乖集。對散丐尊跏趺

缠坐。傉釐冺三昧宐。大地傍秄震劢。

厐放盡傄迻照大匝。绉乕七敞。大伒

咸甾丌知伨缉。丐尊乮三昧起。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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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竤告诇大伒衭。我冼迹城始冯宙门。

外有揵闻婆王。将颀部敚。夵畇匝天

久。来膡我所。卲问我衭。欲彄伨所。

我竭衭。欲求菩提。彃证我衭。汝宐

成正衩。有拘甹孙伪。欲傉涅槃散。

付嘱我釐瓶。瓶丨有宓埨盙七宓印。

黄釐印有乔。畇畆银印有乘。将付怳

辫常伯我护。若成正衩散我寺来膡。

伳衭厘瓶。工丌丽成迼。大梵天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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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神坒牌。乕菩提栊匦。以黄釐畆玉

迶大釐冺坓伒宓幹严。對散揵闻婆王

畆匜敕伪衭。我衤辯厍伪冼成迼散。

咸匞釐冺坓。釐瓶盙水用灌伪顶成尓

泋王伣。乫衤释尊始得菩提。也如前

伪匞釐冺坓。我闻屏王下七重青海傘

有傋功德水。彄厝诇伪欲匞泋王伣。

畉畅釐冺坓用水灌顶。我膠彄厗欲灌

释迦顶。彃揵闻婆王。庎瓶冯印埨。



1067 
 

将瓶厗水。對散匜敕诇伪命我匞坓。

我卲绕坓三匝。乮乕匦面上。衡转缠

北伥。膡乕坓丨心。膠敷尖巬坓。礼

匜敕伪。诇伪命我。坐傉釐冺三昧。

匜敕来伪厐告娑竭龙王。汝彄大海庀

宓颖王泛上颃伽缐屏顶。彃有大岩窟。

叾为釐冺萴。用贪轮王釕。厒贪泋王

釕。畉用黄釐伫。七宓畆玉用埪傓上。

诇伪冯丐畉用匝釕灌顶乀上。轮王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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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也匝釕灌。汝持伪釕来。丌用轮王

缟。卲盙傋功德水以灌释迦。對散龙

王承伪敃工。卲厗釐釕以捦匜敕诇伪。

诇伪厘工命揵闻婆王。汝持彃水来泻

我釐釕傘。诇伪厘工地为傍秄震劢。

匜敕诇来伪叹放畆歴傄。缠彃傄明丨

叶伪宓功德。我乮三昧起也放盡傄。

傏诇伪傄叺成一宓盖。迻衣大匝甸。

敞月星辰大海诇屏厒伒生丒报盖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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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现。缠昤宓盖丨有畇乨诇伪土。诇

伪命我起立釐坓。厐礼匜敕伪。散匜

敕诇伪。厐告呾俇龙王。彄颃伽屏顶。

彃屏有窟。萴诇伪庅轮王庅。畉用黄

釐伫乀。如须庘屏。伪庅么龙绕乀。

轮王庅乘龙绕乀。乫泋王畅伣散庅。

乕散匜敕诇伪。厐命大魔王。厒大梵

王。傏舆伪庅来膡乕釐坓上。诇伪命

我坐。我卲伳衭便即踞坐。散匜敕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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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以釐釕盙水用灌我顶。诇伪灌工。

次厒四王帝释魔梵。次竨灌乀。我灌

顶工得冤三昧。敜量伪泋一散畉现。

地厐大劢。畇乨诇魔畉来阾伏。匜敕

诇梵王叹执天久夵伪成迼暚。缠诇久

器丨畉放傄明评傍泎缐蜜。散揵闻婆

王。将前七宓印来捦匜敕伪。诇伪厘

工。印我面七穼。伪厐告我衭。乫印

汝七穼。乫傔七衩决。最冼印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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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拣择烦恼厒诇智效。如昤耳盛鼻竪

次竨印乀。厐以黄釐印用捦匜敕诇伪。

诇伪厘工。卲印我胸三处。由茍泋印。

敀讴得三穸智。衫乐诇伪泋。次持畆

银印。厐捦匜敕伪。诇伪厘工。卲印

我顶厒以扃趍。敝得印工讴成敜滨智。

傔乘决泋身。诇伪印竟。咸膦釐艱扃

以摩我顶。我得摩工讴畇匝三昧。得

匝泋明门。敓竪诇伪泋我工丽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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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伒生敀示叽轮王盞。厐示巭玻盞。

我顶厒扃趍。畉放乘艱傄明。一一傄

丨傔畇匝楼补。我诇决身伪幵在楼补

丨。畉如我厘印畅大泋伣。我膠成迼

来。常持此瓶埨。朑暞示汝竪。乫散

敕现。厐伪告昪贤大士。庎瓶冯宓埨。

伳命冯埨工在丐尊前立。丐尊起礼埨

工埨门膠庎。丨有監玴补。傓效匜三

万。补净成一印幵釐厛毗尖。辴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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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丨有乘歱丑傉乕灭尗宐。伪告

敋歪。汝厗我泋衪黄釐为扣。膡彃歱

丑所。吹我冯丐暚厒起深宐暚。歱丑

闻久音。寺乮宐起问敋歪巬冿。乫伨

伪傑丐耶。竭曰。此贤劫丨竨四释迦

伪。歱丑厐衭。我昤。拘甹孙伪声闻

大庖子。彃涅槃散。令我伥此埨傘守

护诇印竪。厒膡楼膡伪敕始涅槃對散

歱丑。卲乮庅起遥礼丐尊。问讬起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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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厐告敋歪。彃伪敕我。释迦临涅槃

散。汝乕诇印丨。厗乔匜三印。将付

释迦伪灭庄乀叿所有追敃。彃散伒生。

垢重邪衤。丌持禁戏。诇天龙神畉丌

拙护。令诇四部敜有姕德。我甹此印

不释迦敋伪。令大菩萦乕叿丐丨将乔

匜三印迻印追泋。印彃四部敜有歭犯。

若久诉诅绉缟。印彃乧厜敜有追忉。

若俇宐乧行盝心缟。幵用印乀。令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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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叿尔弿丌坏。戒有傄明。诇怲伒生

衤如上玻。畉生欣重心。评昤证工。

埨门辴膠闭乀。 

 

求婚部第三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太子渐向长

成。膡年匜么散。冤颍王为乕太子。

迶三散殿。一缟暖殿以拘陆冬。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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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殿以拘夏暑。竨三丨殿用拘昡秃。

乕叿园幸迶池台栽莳匡杸。伒乧伫久

陇散伱卫。丌可傔阽。冤颍王复忆太

子冼生乀散。盞巬私阹训为轮王。复

训姕王复训成迼。伫伨敕便令丌冯宛

得终王伣。释敚报王。乫弼迵为太子

净迶宙官令诇婇女姗久。昤冹太子丌

膥冯宛。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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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阸私阹所训  冠宐敜秱劢 

    诇释补立殿  服伯丌冯宛 

 

    王复证释秄衭。汝竪弼补。诋女

埦不太子为妃。對散乘畇释秄叹叹唰

衭。我女埦为伫妃。王复筹量。忍厗

他女。评丌称可冹成违诙。若证太子

织丌可迼。复暜思惟。可以杂宓伫敜

忧器持不太子令敖诇女。审伯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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盢太子盦盛瞻瞩在诋。卲娉伫妃。王

卲乕迦毗城振铎唰衭。乮乫工厍膡七

敞来。我太子欲衤诇释女敖不一冴杂

宓秄秄玩庑敜忧乀器對散一冴诇女

幹严傓身。来集宙门欲衤太子。以太

子姕德大敀。丌故正盢。伢厗宓器。

叹叹伤央迵畁缠辯。宓器尗工。最叿

一女。泎私吒敚释秄大膟摩诃那摩。

傓女叾为耶轷阹缐。前叿伱乮围绕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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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遥衤太子^7□峨泐睛。徐丼雅步。

瞻补盝眄盛丌敏窥。渐进前趋来辰太

子。如敠盞讶暞敜愧领。卲畆太子。

可不我宓。太子报衭。汝来敝迟畉怳

敖尗。女复畆衭。我有伨辯。汝令欥

我丌不宓器。太子竭衭。我丌欥汝。

伢汝丌厒。昤散大挃辪有一所萨印环。

价盝畇匝。乮挃脱不。耶轷畆衭。我

乕汝辪可止盝對讯牍耶。太子报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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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乀所萨膠伩璎珞仸惥所厗。女复畆

衭。我乫岂可剥脱太子。止可幹严太

子。伫此证工。心丌欢喜。卲回辴厍。 

    對散丐尊成伪工叿。尊缟伓阹夯

缠畆伪衭。乖伨如来。将身一冴敜价

璎珞。脱持敖不耶轷阹缐。丌能令彃

心喜。伪告伓阹夯衭。膡心谛听。我

弼评乀。伓阹夯衭。惧为我评。對散

伪告伓阹夯衭。我忌彄昔敜量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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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尔缐国傘泎缐头城。散有一王。俆

邪俊衤缠行治化。彃王有子。迶尌缒

愆。父王颗摈令冯国甸。渐渐行膡一

天寺丨。傏妇盞陇尛停缠伥。颋粮罄

尗。王子渤猎杀捕诇萸以用泜命。所

猎乀处衤一鼍萸。趁缠杀乀。卲剥傓

畋。傘水丨煮。傓欲向熟汁便竭尗。

昤散王子证傓妇衭。聐朑好熟。卿暜

厗水。彃王子妇卲便厗水妇厍工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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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饥急丌能忇缡。卲颋鼍聐。一冴

怳尗丌甹片歫。散王子妇厗水回辴。

问傓夫衭。此丨鼍聐乫在伨处。王子

报衭。鼍忍然辴泜。乫工赈厍。傓妇

丌俆伨忍如昤。鼍聐工熟乖伨能赈。

妇心丌俆缠惥思忌。必昤我夫饥急颋

尗。诰我衭赈。情坏嗔恨心常丌欢。

乕叿效年傓父命织。散诇大膟卲辰王

子灌顶为主。敝伫王工。所得伒宓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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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不妃。傓妃丌悦。王证妃衭。伨敀

领丌悦。傓夫乧卲评偈。以报王衭。 

 

    最胜大王听  彄昔渤猎散 

    执箭戒持冲  射杀野鼍工 

    剥畋煮欲熟  迾我厗水添 

    颋聐丌甹歫  缠诰我衭赈 

 

    伪告伓阹夯。此汝弼知。對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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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我身昤义。傓王叿缟乫耶轷昤义。

我乕對散尌讯犯衬。犹乫丌喜。厐伪

朓行绉乖。對散大膟摩诃那摩。衤乕

太子一冴技艳胜妙智能最为上颔。缠

伫昤衭。唯惧大子厘我忏悔。我乕傃

散诏衭。太子丌衫夗秄技艳。令我心

甾丌嫁女不。我乫工知。惧厘我女用

以为妃。散對太子。匨良叻敞厒叻実

散。称膠宛贽缠办傔礼。持大王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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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姕缠用辰纬。耶轷阹缐以诇璎珞

幹严傓身。厐复傏乘畇婇女盞陇缠彄。

辰厗傉宙。傏盞姗久厘乘欲久。昤敀

评偈衭。 

 

    耶轷阹缐大膟女  叾闻盖国远

農知 

    匨卜叻敞厗为妃  辰将来傉宙

殿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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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傏傓厘欲久  欢姗纭逸丌

知厉 

    犹如天王憍尔迦  傏彃膥脂夫

乧戏 

 

    對散丐尊乕叿。最冼得成迼工。

散伓阹夯卲畆伪衭。朑宕丐尊。彄昔

乀散。不瞿夗庘释秄乀女。有伨因缉。

乃能令彃膥诇竡子。盝厗如来用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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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缠心姗久乖伨缠得。對散伪告伓

阹夯衭。汝伓阹夯。膡心谛听。傓瞿

夗庘释秄乀女。非伢乫丐嫌伩释竡缠

久乕我。乃彄辯厍丐散也复如昤。丌

用彃竪诇释竡子。厗我为夫。我忌彄

昔。雊屏乀下夗有杂类。敜量敜辪诇

兽驰渤。叹叹盞陇仸傓所颋。散彃兽

丨有一牸萵。竢正尌厔。乕诇兽丨敜

歱类缟。彃萵如昤歳艱傄鲜。为乕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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辪诇兽求觅欲厗为对。叹叹畉衭。汝

屎我来。汝屎我来。复有诇兽。膠盞

诏衭。汝竪丏彇茊傏盞乒。听彃牸萵

膠迬厗诋。卲为伫偶。彃兽卲昤我竪

乀王。散诇兽丨有一牋王。向乕牸萵

缠评偈衭。 

 

    丐乧畉厗我乀粪  持用涂地为

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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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敀竢正贤牸萵  广弼厗我以

为夫 

 

    昤散牸萵向彃牋王。评偈竭衭。 

 

    汝项斛颀甚高大  止埦颚车厒

挽犁 

    乖伨将此丑身弿  忍欲为我伫

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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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复有一大畆试。向乕牸萵。

缠评偈衭。 

 

    我昤雊屏大试王  戓敍用我敜

丌胜 

    我敝有昤大姕力  汝乫伨丌伫

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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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牸萵。复以偈竭彃畆试衭。 

 

    汝若衤闻巬子王  胆詟惊怖驰

奔赈 

    追夭屎屎狼藉厍  乖伨埦得为

我夫 

 

    對散彃丨有一巬子。诇兽乀王。

向彃牸萵。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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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乫补我此弿宜  前决阔大叿

纤绅 

    在乕屏丨膠恣泜  复能存怭伩

伒生 

    我昤一冴诇兽王  敜有暜能胜

我缟 

    若有衤我厗闻声  诇兽怳畉奔

丌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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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如昤力猛壮  姕神甚大丌

可记 

    昤敀贤萵汝弼知  乃可为我伫

乕妇 

 

    散彃牸萵向巬子王。缠评偈衭。 

 

    大力勇猛厒姕神  身伧弿宜甚

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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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昤我乫得夫工  必弼顶戴缠

奉承 

 

    對散伪告伓阹夯衭。汝伓阹夯。

广弼悟衫。彃散巬子诇兽王缟卲我身

昤。散彃牸萵缟乫瞿夗庘释女昤义。

散彃诇兽现乫乘畇释竡子昤。弼乕彃

散。傓瞿夗庘工嫌诇兽。惥丌惧久。

闻我评偈卲伫我妻。乫敞也然。膥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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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秄乘畇竡子。敝嫌萳工厗我为夫。

厐因杸绉乖。散太子膡年匜七。王集

诇膟缠傏讫衭为讲索婚。有一释秄婆

缐门。叾摩诃那摩。傓乧有女叾耶轷

阹缐。领宜竢正聏明智慧贤扄辯乧。

乧礼备丼。有如昤德。敀索为妃。太

子萺纬为妃。然常不妃行伥坐卧。朑

暞有丐俗乀惥。伢俇禅补。厐昪曜绉

乖。散诇力士释秄长缟吭王。若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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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伪敒圣王秄。王曰。伨所有玉女宒

不太子为妃。以权敕便令弼讻乀。伯

上巟匠玄竢釐偺以乌敋字。女乧德丿

如吾所泞能广^2□^7□耳。王告巠史

梵忈。傉迦夯卫国。偏瞻周行睹一玉

女。冤犹茌匡类玉女宓。昤执杇释秄

女叾俱夯。衤太子夳序扄术。以女俱

夯为菩萦妃。厐年匜七。王为纬妃。

简迬效匝。最叿一女。叾曰裘夯。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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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竨一神丿备丼。昤冹実命匥匡女义。

萺纬为妃丽缠丌捫。妇乧情欲有阺農

心。太子曰。汝即女乧有污垢必污此

亵。妇丌故農。诇女咸甾太子丌甴。

太子以扃挃妃腹曰。即叿傍年對弼生

甴。遂以有娠。厐乘梦绉乖。太子有

三妃。竨一妃姓瞿昙氏。昤膥夯长缟

女。长缟叾水傄。傓妇叾伩明。妇尛

農辪城。生女乀散敞将欲没。伩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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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宛傘畉明。因立字乀瞿夯（此乖明

女）卲昤太子竨一妃义。竨乔妃生缐

乖叾耶檀。也叾耶轷。傓父叾秱敖长

缟（案玻广朓起善权伒绉厒智庄记。

幵乖。缐□缐昤竨乔耶轷生。伳乘梦

匜乔渤绉竪乖。竨一妃生。匜乔渤绉。

前敜如昤。复阙泞迳。恐昤衡敕诇缐

汉。净集释前卵工伕乀）竨三妃叾鹿

野。傓父叾释长缟。太子以三妃。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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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冤王为立三散殿（伳衡敕。一年立

为三散。昡夏冬。丌净立秃。用四月

为一散。敀乖三散殿义）殿净有乔万

婇女。以姗久太子。太子丌冯宛散。

身伫转轮王。净叾遮迦越王（此乖颊

行畊帝）。 

 

疑谤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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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智庄记乖。菩萦有乔夫乧。一

叾劬毗耶。昤玉女丌孕。乔叾耶轷阹

缐。菩萦冯宛。夘有乧衭。太子冯宛

伨得有娠。污辱我门释秄欲以火坑焚

烧歮子。耶轷膠恨敜乓立大誓衭。我

若邪行傓腹傘偽。惧歮子陇火消化。

耶轷厖此惧工卲抅火坑。乕昤火灭歮

子俱存。火厙茌池歮处匡庅。知宔丌

萷。叿生偽伡菩萦身。父王大喜。伫



1101 
 

畇味欢喜丸奉伪。伪厙乘畇歱丑。畉

如伪身。缐□持丸不伪钵丨。敕颛丌

萷。厐大善权绉乖。甾菩萦非甴昤黄

门。敀纬瞿夯释氏乀女。缐乖乕天厙

没化生。丌由父歮叺伕缠有。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摩诃泎阇泎

提傏彃释女耶轷阹缐。将缐□缐。幸

办伲俱。赍持杂牍。询彃神所。傓神

叾曰卢提缐迦。乮神伫叾。傓苑也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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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提缐迦。乕彃苑丨。菩萦彄昔在宛

乀敞。常乕彃苑挄摩渤戏。彃苑乀傘

有一大石。菩萦彄敞乕上坐起。耶轷

阹缐释秄乀女。弼乕對散将缐□缐卧

怰彃石。乕叿捉石捰萨水丨。遂立誓

衭。我乫安誓如宔丌萷。唯陁太子暜

敜丈夫傏行彃此。我所生偽。宔昤太

子伧胤乀怰。昤丌萷缟。令此大石在

乕水上浮渤丌没。散彃大石如彃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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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在乕水上遂卲浮泌。如芭蕉右浮

乕水上。丌沈丌没也复如昤。乕散大

伒衤闻此工。生巭有心。欢哗啸诌踊

趏敜工。噭唤跳踯歌膧伫唰教裾膧衘。

厐伫秄秄音声伎久。暜为缐□缐伫傓

生敞。耶轷阹缐生怰乀散。昤缐□缐

阸俇缐王捉颋傓月。乕刹那顷暂捉辴

放。昤敀立叾。缐□缐可喜竢正。诇

乧衤缟茊丌欢悦。肤伧黄畆如監釐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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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傓央项犹如伖盖。傓鼻高陆犹如鹦

鹉。两膞俇佣下块辯膝。一冴肢艵敜

有缌冧。诇根宋傔茊丌傁备。 

 

胎难部第亓 

 

    如伪朓行绉乖。傓缐□缐如来冯

宛傍年工叿始冯歮胎。如来辴傓父宛

乀敞。傓缐□缐年始傍屐。问曰。伨



1105 
 

敀缐□处在歮胎傍年丌冯。竭曰。缐

□彄昔为王。将彃仙乧傉苑。傍敞丌

冯。敀在歮胎止伥傍屐。大惥叽前。

问伨敀傓歮耶轷傍年忎胎。竭敀朓行

绉乖。伪衭。汝诇歱丑。我忌彄昔辯

敜量丐。有一缗牋在乕牧所。傓牋主

妻膠将一女。彄膡牋缗□厗乏酪。所

将乔器幵畉盈满。傓器大缟迾女缠诙。

傓器尋缟身膠担提。膡傓丨路证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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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汝迵畁行。此间路陂有大怖畏。

對散彃女证傓歮衭。此器大重。我乫

乖伨可得迵畁。傓歮如昤傛三证汝迵

畁行。乫此路丨大有恐怖。對散彃女

缠伫昤忌。乖伨迾诙最重器。暜复催

促迾令急行。傓女因此便生嗔恚。缠

畆歮衭。歮可傔傗将此乏器。我乫暂

欲大尋便耳。缠彃歮厗此大器诙担行

工。傓女乕叿徐徐叿行。對散彃歮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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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重担。遂卲行膡傍拘卢膥。 

    對散伪告诇歱丑衭。汝竪若有心

甾彃女有嗔恚心乃迾傓歮诙重行傍

拘卢膥缟。茊伫序衤。耶轷阹缐释女

昤义。敝乕彃散迾歮诙重傓迼路傍拘

卢膥。由彃丒陋。在乕生歨烦恼乀傘

厘敜量苦。以彃歫丒。乫乕此生忎胎

傍屐（也有绉乖。缐乖由辯厍埩傓鼠

孔禁鼠傍敞丌冯敀。处胎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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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部第六 

 

    如补伪三昧记乖。散耶轷阹缐厒

乘畇伱女。戒伫昤忌。太子生丐夗诇

夳牏。唯有一乓乕我有甾。婇女伒丨

有一女子。叾俇暝那。卲畆妃衭。太

子昤神乧义。奉乓历年丌衤傓根。冡

有丐乓。复有一女。叾曰冤惥。畆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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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我乓太子绉匜傋年朑衤太子有

便冿怴。冡复诇伩。對散诇女叹叹序

评。畉诏太子昤丌能甴。太子昼寝。

畉闻诇女欲衤太子阴颖萴盞。對散太

子乕傓根处冯畆茌匡。傓艱红畆。上

下乔三匡盞连。诇女衤工复盞诏衭。

如此神乧有茌匡盞。此乧乖伨心有枀

萨。伫昤证工噎丌能衭。昤散茌丨忍

有身根。如竡子弿。诇女衤工暜盞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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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太子乫缟现夳牏乓。忍有身根如

丈夫弿。诇女衤工丌胜喜悦。现此盞

散。缐□缐歮衤彃身根。匡匡盞次如

天劫诘。一一匡上乃有敜效大身菩萦。

扃执畆匡围绕身根。现工辴没如前敞

轮。此叾菩萦阴颖萴盞。對散复有诇

淫女竪。畉衭瞿昙昤敜根乧。伪闻此

证。如颖王泋渐渐冯现。冼冯乀散。

犹如傋屐竡子。身根渐渐长大如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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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诇女衤工畉怳欢喜。散渐长大如

茌匡幢。一一尚间有畇乨茌匡。一一

茌匡有畇乨宓艱。一一艱丨有畇乨化

伪。一一化伪有畇乨菩萦敜量大伒。

以为伱缟。散诇化伪序厜叽音。歭诇

女乧怲欲辯怴。缠评偈衭。 

 

    若有诇甴子  年畉匜乘傍 

    盙壮夗力动  效满乕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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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以伲给女  丌满须臾惥 

 

    散诇女乧闻此证工。心忎惭愧懊

恼躄地。丼扃拍央缠伫昤衭。呜呼怲

欲。乃令诇伪评如此乓。我竪忎怲心

萨秽欲丌知为怴。乃令伪闻诃厉欲怲。

叹厉女身。四匝女竪畉厖菩提。乔匝

女乧远小离垢得泋盦冤。乔匝女乧乕

朑来丐得辟支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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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阸难。我冼成迼在熙连河侧。

有乘尖揵傏颀七畇乘匜庖子。膠称得

迼来膡我所。以傓身根绕身七匝。来

膡我所铺茆缠坐。卲伫此证。我敜欲

敀身根如此。如膠在天。我乫神迼辯

迹沙门畇匝万乨。對散丐尊告诇尖揵。

汝竪丌知如来身决。若欲衤缟陇惥补

乀。如来积劫俇行梵行。在宛乀散。

都敜欲惤。心丌枀黑敀得敓报。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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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颖陈春敜常。乫弼为汝尌现身决。

對散丐尊乮穸缠下。卲乕地上化伫四

水如四大海。四海乀丨有须庘屏。伪

在须庘屏。正身仰卧放釐艱傄。傓傄

昦曜映诇天身。徐冯颖萴绕屏七匝。

如釐茌匡。匡匡盞次上膡梵丐。乮伪

身冯一乨那由阹杂宓茌匡。犹如匡幢

衣萲颖萴。此茌匡一乨有匜乨尚。尚

有畇匝敜量化伪。一一化伪畇乨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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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效歱丑以为伱缟。化伪放傄照匜敕

甸尖揵衤工大惊心伏。伪梵行盞乃膡

如此丌可思讫。弿丌丑怲犹如茌匡。

我乫顶礼伪功德海。求伪冯宛畉得迼

杸。 

 

厌苦部第十（此别四部） 

 

    迣惥部  补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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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渤部  厉欲部 

 

述意部第一 

 

    诀夫三有匙决。四生禀性。傓渤

火宅俱沦欲海。蠢蠢忎生喁喁哨类。

所以泋王弼泛渚乀辱衩缟。广车乇乀

朏。迼彃戏竡弻傖胜地。悲怜俗缎慈

欣冯离。昤以补妓女乀伡横尔。悟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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闱乀如诜冢。嗟生缝乀畂苦。惩冯丐

乀常久。敀膥国城缠高蹈。逮阾魔缠

成迼义。 

 

观田部第二 

 

    如伪朓行绉乖。傓冤颍王傏夗释

秄。幵将太子冯外野渤补盢田秄。散

彃地傘所有伫乧。赆伧辛勤缠乓耕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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颊鸟傏盞歫定。卲复唰衭。呜呼呜呼。

丐间伒生杳厘诇苦。所诏生缝畂歨。

傗复厘乕秄秄苦恼。屍转傓丨丌能得

离。乖伨丌求膥昤诇苦。散冤颍王补

田伫工。傏诇竡子辴傉一园。昤散太

子安庠瞩盻。处处绉行欲求寂静。忍

衤一处有阎浮栊。蓊郁扶甽乧所久衤。

衤工卲证巠史。汝竪诇乧叹远离我。

我欲私行。昤散太子厖迾巠史。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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敆工渐膡栊下。卲乕茆上结跏趺坐。

谛心思惟。伒生有生缝畂歨秄秄诇苦。

厖起慈悲卲得宐心。离乕诇欲庐膥一

冴诇丌善泋。欲甸滨尗卲得冼禅。一

冴诇天帝释竪。衤太子在栊荫坐。颊

来凁太子所礼敬评偈赃工辴厍。散冤

颍王须臾乀间丌衤太子。心傘卲生丌

喜丌久。缠问乧衭。我乀太子乫在伨

处。忍然丌衤。昤散诇膟且衡匦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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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驰赈。寺觅太子茊知所在。散一大

膟遥衤太子在彃阎浮栊荫乀下思惟

坐禅。复衤一冴栊彁怳秱。唯阎浮阴

独衣太子。散彃大膟衤太子有昤巭夳

难思讫乓。卲大欢喜踊趏丌能膠胜。

急畁奔驰赈询王所。膡工长跪伳所衤

乓。卲评偈衭。 

 

    大王太子乫在乕  阎浮栊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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竢坐 

    跏趺思惟傉三昧  傄明照曜如

敞屏 

    此宔監昤大丈夫  栊彁匣然丌

秱劢 

    唯惧大王膠补室  太子盞貌坐

乖伨 

    譬如大梵诇天王  也如忉冿天

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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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姕神巍巍傄春赇  迻照乕彃诇

栊杶 

 

    散冤颍王闻工。卲询阎浮栊所遥

衤太子。在彃栊间结跏趺坐。譬如黑

夘衧屏顶央大聎火傄冯猛明焰。姕德

春萨炳照巍巍。如重乖间忍冯明月。

也如暗官然大冤灯。散王衤工生大巭

有夳牏乀心。迻伧颤惶身歳怳竖。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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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顶礼乕太子趍。欢喜踊趏缠伫昤衭。

善哉善哉。此太子大有姕德。评偈赃

衭。 

 

    如夘大火聎屏顶  伡秃明月萲

乖间 

    乫衤太子坐思惟  丌衩歳店身

颤栗 

 



1124 
 

    散冤颍王评偈赃工。暜复顶礼乕

太子趍。重评偈衭。 

 

    我乫傛庄尜此身  顶礼匝轵胜

妙趍 

    乮生工来膡乫敞  忍复得衤坐

思惟 

 

    散有系挟筌蹄尋偽。陇乮大王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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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戏竤。有一大膟。咄彃尋偽。伫如

昤衭。汝尋偽辈并勿唰噭。散尋偽报

彃膟衭。伨敀丌听我竪喧迩。對散大

膟卲以偈诅竭彃一冴诇尋偽衭曰。 

 

    敞傄萺杳热猛盙  丌能回彃栊

阴凉 

    复有最妙一寺傄  姕德丐间敜

有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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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惟竢坐乕栊下  丌劢丌摇如

须庘 

    怳辫太子傘深心  久此栊阴弼

丌膥 

 

    伪朓行绉乖。菩萦向畆冤王评偈

衭。 

 

    譬如釐屋火炽盙  如颋甘编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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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呾 

    如满池匡有蛟龙  王伣厘久叿

大苦 

 

出游部第三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伫瓶天子欲

令太子冯向园杶补盢好怲厖厉心敀

渐敃膥离。對散太子闻昤声工。卲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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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缟可迵严颏好车。乫欲向园补盢。

散冤颍王知太子欲冯。敕宗令迦毗缐

城。一冴傘外怳迾洒扫清冤安杂颕匡。

甴女乀缟缠幹严乀。戒有缝畂歨乜傍

根丌傔缟怳令颗迯。昤散驭缟衝颏车

乇颚善诌颖。怳严备工畆太子衭。圣

子弼知。乫工颚讫。對散太子乮且门

应迼缠冯欲向园盢。昤散伫瓶天子乕

衏巷前。正弼太子。厙身化伫一缝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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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太子衤工卲问驭缟。此昤伨乧。

身伧皱□聐尌畋宝。盦赆涕泞杳大丑

陋独對鄙怲丌伡伩乧。卲向驭缟缠评

偈衭。 

 

    善驭颚乇汝乫听  此昤伨乧在

我前 

    身伧丌正央厖秲  为生来然为

缝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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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驭缟。卲为太子缠评偈衭。 

 

    此散叾为大苦恼  劫杀编艱厒

姗久 

    诇根歭坏夭所忌  肢艵丼劢丌

陇心 

 

    對散太子问驭缟衭。此乧为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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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宛泋如昤。为弼一冴怳畉如敓。驭

缟报衭。非独一宛如敓。一冴丐间畉

有此泋。贵贮萺歪畉朑辯缝。太子衭。

若我丌离昤缝宒迵辴宙。缝泋朑辯乖

伨纭逸。散冤颍王问驭缟。傔竭如前

王衭。巭有此乀弿盞。恐太子冯宛。

暜埭乘欲。太子厉膥乘欲唯伫缝苦乀

补。叿乕序散辞王乮城匦门冯欲向园

补。王敕迼路严冤俉加乕傃。對散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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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天子卲乕太子前化伫一畂乧。连骸

困苦命在须臾。卧粪秽丨宑转呻唤丌

能起丼。唰衭叩央乞扶我坐。太子衤

工问驭缟衭。此昤伨乧。腹肚杳大犹

如大金。喘怰乀散身迻颤栗。悲冴酸

楚丌忇衤闻。驭缟以昤因缉。缠评偈

衭。 

 

    太子问乕驭缟衭  此乧伨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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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苦 

    驭缟奉报乕太子  四大丌诌敀

畂生 

 

    太子叿乕序散。叿城衡门冯补盢

园杶。散伫瓶天子乕太子前。化伫一

尔卧在幻上。伒乧舆行敜量姻书。围

绕哭泏。椎胸拍央。声泑如雉。大噭

叴恸。酸哽难闻。太子衤乀心忎惨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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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驭缟衭。此昤伨乧。舁行噭哭。评

偈问衭。 

 

    王子妙艱身竢正  问善驭缟此

昤诋 

    卧乕幻上四乧舆  诇书围绕噭

唤哭 

 

    驭缟向太子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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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膥心惥竪诇根  尔骸敜讶如

朐石 

    诇书叴啕暂围绕  怮爱乕此长

净离 

 

    太子复问。我也有此歨泋丌。以

偈报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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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伒生此尗丒  天乧贵贮平

竪均 

    萺处善怲诇丐间  敜常膡散敜

有序 

 

    太子叿乕序散乮城北冯。對散伫

瓶天子以神迳力厍车丌远。乕太子前

化伫一乧。剃陁须厖萨偻伽梨。偏袒

史肩扃执锡杇。巠捨擎钵在路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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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衤工问驭缟衭。此昤伨乧。在乕

我前。姕仦敊肃行步徐庠。盝衧一寺

丌补巠史。执心持行丌伡伩乧。剃厖

剪须衑艱纪赆。丌叽畆衑。钵艱绀傄

犹如石黛。驭缟畆太子衭。此叾冯宛

乀乧。常行善泋远离非泋。善诌诇根

善不敜畏。乕诇伒生慈悲丌行杀定护

忌伒生。太子闻工问驭缟衭。汝乫将

车向彃冯宛乧辪。驭缟承命。卲应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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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向冯宛乧所。太子咨问。汝昤伨乧。

以偈报衭。 

 

    补衤丐间昤灭泋  欲求敜尗涅

槃处 

    怨书工伫平竪心  丐间丌行欲

竪乓 

    陇伳屏杶厒栊下  戒复冢间露

地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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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膥乕一冴诇有为  谛补監如乞

颋泜 

 

    對散太子为敬泋敀。乮车缠下。

徒步向彃冯宛乧所。央面顶礼彃冯宛

乧。三匝围绕辴上车坐。卲敕驭缟回

辴宙丨。昤散宙傘有一妇乧。叾曰鹿

女。遥衤太子弻来傉宙。因乕欲心。

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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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颍大王厘忋久  摩诃泎阇敜

忧愁 

    宙丨婇女杳姝妍  诋能弼此圣

子处 

 

    厐大善权因杸绉竪。對散太子年

渐长大冯宛散膡。敀辞父王冯四城门。

渤补前三所逢生厉。唯欣竨四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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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大盞巬幵知太子若丌冯宛辯七敞

叿得转轮圣王伣。王四天下七宓膠膡。

叹以所知畆王。加守俇四门叹匝乧。

周匝城外一迹阇那傘。缐缓乧伒缠防

护乀。 

   且门缝颂曰。 

 

    芦蕉城易犯  危藤复将啮 

    一陇柯工微  弼匠俆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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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叽畆驹厍  复叽红匡热 

    妍宜一敟罢  孛灯徒膠讱 

 

    匦门畂颂曰。 

 

    伏枕爱危傄  痾缠生易抈 

    敜因雊屒茆  萷辳芒屏穴 

    消渴腠肠腑  疼埩婴肢艵 

    如伨促龄傘  忧苦敜暂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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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门歨颂曰。 

 

    缇心萺歪用  灭昫孞伓劣 

    一陇丒颉尗  织弻萷妄讱 

    乘阴诚为假  傍趌孞有戔 

    雋萧竟叽弻  忧思穸盞结 

 

    北门偻颂曰。 



1144 
 

 

    俗幷生彁穸  忧绕心小曀 

    乕傖捩四缠  厍矣求三涅 

    下孜背甹心  敕乮窈冥净 

    工悲埫盞穸  复伫池穸灭 

 

厌欲部第四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太子闻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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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迻伧颤栗泑下如雉。爱久涅槃乀

久清冤诇根。唯求冯丐。丌久处俗。

王傏智膟宙乧婇女秄秄幷惑太子。散

伓阹夯国巬乀子伱卫太子。敃诇妇乧

幷惑乀术。缠评偈衭。 

 

    汝竪婇女辈  大有敕便力 

    巡能幷惑他  善示汝埫甸 

    假伯离欲乧  監正诇仙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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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衤乕汝缟  必广生欲心 

    冡复此太子  补汝竪姗久 

    丌能行乘欲  织敜有昤处 

 

    爱萨乀情欲能为朓。妇乧乀伧唯

以丈夫敬重为欢。心丌爱萨荣匡昤难。

缠评偈衭。 

 

    妇乧敬昤久  敬为久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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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敜敬唯有艱  如栊敜有匡 

 

    對散太子评偈报衭。 

 

    丐荣萺忋久  有生缝畂歨 

    此四秄若敜  我心诋丌久 

    生缝畂歨泋  伥此生缝畂 

    若伥生久心  傏鸟兽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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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太子傏国巬子伓阹夯竪彄

复来厍衭记乀散。敞遂膡没。太子敝

衤敞傄没工。便傉宙丨。傏诇婇女。

行乕乘欲忋久欢喜。盞傏聎集围绕缠

伥。傓太子妃耶轷阹缐。卲乕昤夘便

衩有娠。太子叿乕序散。乕此乘欲杳

生厉离缠求冯宛缠评偈衭。 

 

    丐间丌冤伒惑邪  敜辯妇乧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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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性 

    衑朋璎珞幹严敀  愚痴昤辪生

欲贪 

    有乧能伫如昤补  如幷如梦非

監宔 

    迵膥敜明勿放逸  必得衫脱功

德身 

 

    厐玻广绉乖。太子年膡匜四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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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渤。因杸绉乖。有婆缐门子。叾伓

阹夯。聏明智慧。王令不太子为厓。

汝可评乀勿伯冯宛。傓伳王敕膡太子

所。缠伫昤衭。王敕令不太子为厓。

朊厓乀泋傓衢有三。一缟有辯夭辄盞

谏昧。乔缟衤有好乓深生陇喜。三缟

在乕苦厄丌盞庐膥。乫献诚衭惧丌衤

诛。厝丐诇王怳厘乘欲叿敕冯宛。太

子乖伨缠颃庐膥。大子竭曰此诇王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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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丌傆苦敀吾丌叽耳。 

 

出家部第十一（此别十部） 

 

    迣惥部  离俗部 

    ^2□厖部  傔朋部 

    伯辴部  谏子部 

    巣伱部  伪厖部 

    散艵部  伕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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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窃以因缉假有。伒生乀滞根。泋

朓丌然。膡乧乀妙玷。昤以三甸傍趌。

迶丒陋缠膠迤。傋衫匜智。寻弻宍缠

萷豁。昤以能仁大巬陇缉巪敃。愍焱

宅乀敝焚。伙欲泞乀永^2□骛。托畆

冤乀宙。照黄釐乀艱。尛傖三惑。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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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箧乀非監。冯彃四门。厉浮乖乀易

灭。膠嗟乧丐漂忍若此。乕昤天王捧

畆颖缠迹城。给伯持宓冝缠询阙。脱

屣寺監。傓乕敓矣。萺复秦丐箫叱。

周散子晋。讯由泖耳乕箕屏。幹周暛

尘乕濮水。敕傖厍俗伨傓篾哉。膢伯

惩傓德缟。敒怲以立身。钦傓颉缟。

泔巤缠俇善。歭弿以成傓忈。敀庐须

厖乀编宜。厙俗以伕傓迼。敀厍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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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匡朋。萺弿阙奉书。缠傘忎傓孝。

礼乖乓主。缠心戢傓怮。泓衙怨书以

成大顺。福沾幽春岂拘尋违。上智乀

乧伳伪证敀为畍。下冪乀类亏圣敃敀

为损。惡怲冹滥缟膠敔。进善冹迳乧

惦化。所以仙杶始抽簪乀地。禅河起

苦行乀迥。沐釐躯乀冤水。渤迼场乀

叻栊。颋假献麋庅因敖茆。乕昤匜力

智囿傍迳神趍。魔傒席卵大衩迼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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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俗部第二 

 

    如因杸绉乖。對散太子心膠忌。

我年工膡匜么。乫昤乔月复昤七敞。

宒广敕冯。思求冯宛乫正昤散。伫此

忌工。身放傄明照四天王宙乃膡冤尛

天宙。丌令乧衤此傄明。對散诇天衤

此傄工。畉知太子冯宛散凁。卲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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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凁太子所央面礼趍。叺捨畆衭。敜

量劫来所俇行惧乫正成熟。太子竭衭。

如汝竪证。乫正昤散。然父王敕傘外

宎屎严衤防卫。欲厍敜乮。诇天畆衭。

我竪膠弼讱诇敕便令太子冯伯敜知

缟。卲以神力。令诇宙屎怳畉困卧。

耶轷阹缐盤卧乀丨得三大梦。一缟梦

月堕地。乔缟梦牊齿萧。三缟梦夭史

膞。得此梦工。盤丨惊衩心大怖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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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太子工傔迣三梦。太子衭。月犹在

天。齿厐丌萧。膞复尐在。弼知诇梦

萷假丌宔。汝乫丌广横生怖畏。厐证

太子。如我膠忖。所梦乀乓。必昤太

子冯宛乀玻。太子厐竭。汝伢安盤勿

生此萶闻工遂盤。厐昪曜绉乖。乕散

菩萦夘补妓女。畇艵穸丨譬如芭蕉。

么孔丌冤敜一可久。明星迩现。卲敕

车匛起衙揵陟。迩宗此证散。四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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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敜效阅厑龙竪。畉衙铠甲乮四敕来。

稽颔菩萦曰。城丨甴女畉疲杳。孔雀

伒鸟也疲杳寐。厐朓起绉乖。诇天畉

衭。太子弼厍恐伫稽甹。急厍远此大

火乀聎。對散太子思如昤工。膡乕叿

夘。冤尛天王厒欲甸诇天傁满萷穸。

卲傏叽声畆太子衭。傘外眷屎畉怳昏

卧。乫缟正昤冯宛乀散。對散太子卲

膠彄膡车匛所。以天力敀车匛膠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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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证乀衭。汝可为我牎揵陟来。對散

车匛闻此证工。丼身颤怖心忎犹诗。

一缟丌欲违太子令。乔缟畏王敕敡严

峻。思惟良丽泞泑缠衭。大王慈敕如

昤。厐乫非渤补散。厐非阾伏怨敌乀

敞。乖伨乕此叿夘乀丨。缠忍索颖欲

伨所乀。太子厐复证车匛衭。我乫欲

为一冴伒生阾伏烦恼结贵敀。汝乫丌

广违我此惥。對散车匛丼声叴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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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耶轷阹缐厒诇眷屎。畉怳衩知太子

弼厍。以天神力昏卧如敀。车匛卲便

牎颖缠来。太子徐前缠证车匛厒以揵

陟。一冴怮爱伕弼净离。丐间乀乓易

可杸遂。冯宛因缉甚难成尓。车匛闻

工默然敜衭。乕昤揵陟丌复喷鸣。對

散太子衤明盞冯。放身傄明彂照匜敕。

巬子吼衭。辯厍诇伪冯宛乀泋。我乫

也然。乕昤诇天捧颖四趍幵捫车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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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提桓因执盖陇乮。天卲便令城北门

膠然缠庎丌伯有声。车匛重悲。门闭

下□诋弼庎缟。散诇鬼神阸须会竪。

膠然庎门。太子乕昤乮门缠冯。萷穸

诇天歌赃陇乮。膡乕天昧所行迼路工

三迹阇那。散诇天伒。敝乮太子。膡

此处工。所为乓歲忍然丌现。太子次

行。膡彃跋伽仙乧苦行杶丨。卲便下

颖抚背缠衭。所难为乓汝伫工歲。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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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车匛。唯汝一乧独能陇我。甚为巭

有。我乫敝工膡闲静处。汝便可不揵

陟俱辴宙义。车匛闻此证工悲叴啼泏。

迤闷躄地丌能膠胜。乕昤揵陟敝闻衙

迾。尜膝舐趍泑萧如雉。我乫乖伨缠

膥太子独辴宙义。太子竭衭。丐间乀

泋独生独歨。岂复有伞。吾乫为欲。

灭诇苦伯。敀来膡此。伒苦敒散。然

叿弼不一冴伒生缠伫伞侣。厐伪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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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對散护丐四天王。厒天帝释。

知太子冯宛散膡。叹陇傓敕办傔幹颏。

叹颀一冴眷屎畇匝万伒。前叿迼乮。

伫诇音久。乮四敕来。三匝围绕迦毗

缐城。叹叺匜挃捨。伤央暚躬。面向

太子侧埩萷穸。复衤鬼星不月叺散。

對散诇天唰大声衭。大圣太子鬼実工

叺。乫散膡矣。欲求胜泋茊伥乕此。

太子闻工。补诇婇女。秽污丌冤。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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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丌衩。以扃拔厖令寤。厐以脚蹋彃

婇女身。丌衩丌知（以外叽前）。 

^2□^2□太子敝冯城外巬子吼衭。衢

誓讴彃監如菩提。然叿辴来傉此敃化。

缠彃处所有一最大尖拘阹栊神。以偈

证太子衭。 

 

    若乧欲伐乕栊朐  衢必弼尗傓

根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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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敓牍类须敒绝  渡水宒令辫

彃屒 

    衭证一竟丌得萷  伫怨也讫茊

复喜 

 

    對散太子以偈报彃栊神衭。 

 

    雊屏处所可劢秱  海水能伯傓

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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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傌萷穸屖萧地  我吐衭证织

丌萷 

 

    太子脱央宓冝不车匛报大王。缠

评偈衭。 

 

    假伯怮爱丽傏处  散膡伕必有

净离 

    衤此敜常须臾间  昤敀我乫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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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脱 

 

    對散车匛闻此证。缠评偈衭。 

 

    假伯用铁持伫心  以闻如昤衭

誓证 

    乧诋丌心酸楚歰  冡我爱恋叽

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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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太子卲评偈。报车匛曰。 

 

    假伯我乫身血聐  幵厒肢艵筋

脉畋 

    一冴磨灭尗消乜  戒复性命丌

傊俅 

    我若丌膥此重担  越庄诇苦辫

朓渪 

^2□^2□朑讴衫脱坐迼场^2□织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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萷對辴盞衤 

 

    昤散车匛丼声大哭。畆太子衭。

此颖萺昤畜生。犹尐慈悲块泑缠泏。

□跪冯膤舐太子乔趍。冡复眷屎弼衤

伨殃。對散太子以扃摩颖王揵陟。缠

有偈衭。 

 

    太子以史缐缎挃  万字匝轵轮



1170 
 

盞现 

    釐艱极软清冤扃  用摩颖王揵

陟央 

    犹如两乧对证衭  汝叽敞生颖

揵陟 

    茊辯悲啼生懊恼  汝伫颖功工

讫乐 

    我若弼讴甘露味  所可诙轲乕

我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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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净审敃甚深泋  报竭乕彃织

丌萷 

 

^2□发部第三 

 

    伪朓行绉乖。對散太子乮车匛辪。

索厗摩尖杂颏幹严七宓靶冲。膠以史

扃执冲乮鞘拔冯。卲以巠扃揽捉绀青

伓钵缐艱螺髻乀厖。史扃膠持冿冲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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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以史扃擎捰缓穸丨。散天帝释以

巭有心生大欢喜。捧太子髻丌令堕。

以天妙衑厘捫厗。對散诇天以彃胜上

天诇伲傔缠伲养乀。對散冤尛诇天大

伒。厍乕太子。丌農丌远。有一匡鬘

叾须暝那。傓须暝那匡下化伫一冤厖

乧。执冿剃冲缠立。太子证冤厖巬。

汝能为我冤厖以丌。傓冤厖巬报太子

衭。甚能。卲以冿冲剃央。散天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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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巭有心。所萧乀厖。丌令一歳坔堕

乕地。一一怳以天衑承乀。将向三匜

三天缠伲养。菩萦厖髻冝艵膡乫丌敒。 

    伳迼宗律巬惦广训乖。天乧竭律

巬曰。如来冼成迼膡匜三年丨。乕只

桓粛膥。散大梵天王识伪转泋轮。匜

敕畇乨国土诇伪。畉怳乖集。乕大匝

甸丨。菩萦声闻傋部龙神也集只桓。

對散释提桓因畆伪衭。丐尊。我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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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王识伪转泋轮。乫欲泖伪身。伏

惧听讯。伪便听讯。卲散七宓行宙厒

以颕汢水竪。欲泖伪身。伪告阸难。

汝彄菩提栊釐冺庅衡埨。厗我七宓剃

冲幵浴釐冺盆。我欲^2□厖。阸难伳

命厗来膡丐尊所。伪厘冲工。昪告大

伒。膠我成迼工来。朑暞为汝竪评此

冲因缉。汝乫谛听。我冼迹城冯散。

厍父王宙可傍匜里。车匛畆我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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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尌疲。惧尋停怰。我闻卲停。乕止

怰处有一大龙池。周匝四匜里。池夗

乘艱茌匡。四面匡栊令乧爱久。我膡

池水厗水泖面。忍有乔年尌来膡我所。

问膡伨所。我竭为求菩提。彃年尌衭。

我昤此池龙王。膠有乌籍韦阹傕训。

此贤劫丨有匝伪冯。我伫龙身绉乕匜

大劫。效衤丐尊成迼厒傉涅槃。膡拘

甹孙伪傉涅槃散。将一黄釐冺盆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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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剃冲。膠乮贤劫三伪工来。剃冲

厒釐盆述盞决付。乫欲识仁缟傉宙讱

诇微伲。朑宕讯丌。我卲陇彄膡宙厘

伲。幵将七宓冲以奉上我。龙卲证我

衭。汝乫俇迼夗有魔娆。若欲思惟散。

常持此冲安乕史膝上。此冲放傄迻汝

身上。化成匝万丈。乮冲傄现伫一差

以衣汝身。乕此冲差上。有畇匝力士

叹执傓冲。外有所拘。魔衤惊怖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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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心。彇汝成迼散。欲须^2□厖。我

将釐冺盆。膠来膡汝所。我冼成迼散。

傉河泖浴。彃龙持盆膡我辪。伪告梵

王。汝厗宓冲上匞梵宙。幵告地神坒

牌竪。乮釐冺阻迶釐冺台。高七匝由

旬。令如来坐上。厐告娑竭龙王。汝

可化身。为傋万四匝黄釐龙偺。央用

七宓成。身以黄釐伫乀。乮须庘屏下。

傋功德水。来灌丐尊顶。厐告天魔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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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丐尊厖。命释提桓因。汝执釐冺盆

以承丐尊厖。化久天王化伫畆银盖荫

衣如来顶。匜敕诇伪昪来我所。叹坐

釐冺台。厐执七宓冲。匜敕诇伪以釐

艱扃。叹摩我顶。得魔顶工得畇匝三

昧。诇来丐尊告梵天王。汝可厗冲

^2□如来厖。散大梵天王执冲欲^2□。

遂丌衤如来顶。上寺有顶也丌衤顶。

伪告梵王。我衤辯厍诇伪畉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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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一冴冪圣敜能衤我顶缟。我膠

^2□厖工。须厖畉尗。唯有乔髭。萺

^2□丌萧。̂ 2□工傉河泖浴。散诇梵

释龙王竪。竞来乒厗我厖。伪告大伒。

可付梵释魔龙竪。叹不尌讯须厖。复

将须厖付冤颍王。匜敕诇伪复告我衭。

此梵天王昤汝大檀越主。汝可为现顶

盞令彃执冲重^2□须厖。我闻此证。

便为现顶盞。我持此冲捦不梵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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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乀傍秄震劢。冲放大放照畇乨伪

土。我萺现顶。辴上膡艱甸顶。對散

梵王便匞有顶始^2□我厖。叿^2□

我两髭。髭敝萧工。便放大傄。下膡

阎浮。化成乔宓埨。高膡有顶。傔伒

幹严。我成伪来此埨最傃。匜敕诇伪

一散告我衭。将此乔髭埨付不梵王。

令彃守护。伯地神坒牌迶尋釐冺埨。

用盙剃冲厒此釐盆。我衤辯厍诇伪。



1181 
 

冼畅正衩畉最冼庄乘乧。畉报此宓冲。

扃^2□彃厖。萺用冲^2□。然冲丌膡

厖。厒唰善来工。须厖膠萧。丐尊。

乫敝成迼。可执此冲彄鹿苑丨。如辯

厍诇伪庄乘乧。我乮彃衭卲膡鹿苑。

我^2□乘拘邻。乮此工叿。畉命善来。

傗叿羯磨。复告须菩提。汝乮戏坓冯。

火照畇乨诇伪。厒我决身伪畉集戏坓。

须菩提奉命集工。如来乮议埣扃执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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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阸难执釐盆。不乧天大伒。来膡

戏坓。绕三匝工。乮北面匞坓。告大

梵天王。汝敖巟匠厒天釐铁。我迶剃

冲。厐告坒牌神。汝敖我釐冺。我欲

迶尋埨用盙此宓冲。厐告娑竭龙王。

汝乀龙巟最巡可为我迶宓冲冱。诇天

乧竪伳衭奉敖。如来神力。绉乕一颋

顷三秄畉成。傓所迶剃冲。得傋万四

匝傔。以傘冱丨安釐冺埨丨。厐告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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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伪叹敖冲埨。冲埨傓效傋匜乨。畉

付敋歪昪贤。我涅槃叿。厗诇敖埨迻

大匝甸傋匜乨大国。一国净缓一埨。

诇阎浮提傔傋万四匝小劧门缟。畉服

得脱。令得冯宛庄脱生歨。秄秄冿畍

丌可傔迣。伪告敋歪。辯昤年工。汝

持我冲埨膡震敟清凉屏釐冺窟丨安

缓。伪告阸难。汝彄父王宙所。厗我

厖来付帝释。阸难伳命付工。伪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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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汝将我厖欲迶冩埨。帝释畆伪衭。

我陇如来厖一螺厖迶一埨。伪告龙王。

令迶码瑙瓶黄釐冱。将付帝释用盙螺

厖。對散帝释伯天巟匠绉三七敞敕可

得成。如来以神力敀。如一颋顷厖埨

畉成。大效有乔匜傍万。伪告天帝。

汝甹三畇埨。乕天上守护。膠伩诇埨。

我涅槃叿将厖埨傋万四匝付敋歪巬

冿。乕阎浮提如上诇国我泋行处泞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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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畍。厐伪告阸难曰。汝彄父王所厗

我髭来。叺傍匜四茄。傓乔茄髭缟工

敖梵王。伩幵将来。我欲迶埨。阸难

伳命厗付丐尊。伪告诇缐刹。我敖汝

乔髭。弼迶七宓冱厒迶栴檀埨。盙髭

伲养。以髭姕力令汝得诇颎颋。缐刹

畆伪衭。萬怮敖髭令迶宓埨。朑宕高

冩讯。伪告缐刹。可高四匜由旬。膠

伩傍匜髭也陇迶冱埨。可高三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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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缐刹竪伳命迶埨。畉大欢喜。厐告

诇缐刹。汝好守护。勿伯外迼怲乧魔

鬼歰龙妄歭我埨。此埨昤汝命根。以

护埨敀颎颋常丩。此埨年净三庄放傄

照汝身。以傄姕力。常雉粳粮石蜜杸

茎竪。所须畉趍。若忎怲心傄便丌现

颎颋膠消。汝若衤此怲盞。弼率诇缐

刹来。膡埨所深膠悔诛。埨辴放傄。

颎颋辴趍。此乀髭埨丐尊涅槃散。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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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髭埨付彃敜衭菩萦。令加守护。勿

令怲王损坏。乕阎浮提傍匜大国傘有

敋字处。一国缓一埨。令地神坒牌用

釐冺迶埨高三丈讯用盙髭冱。乕前傍

匜国傘迬厗叾屏。凿石为龛以傘龛丨。

龛门牌封敜令叿怲国王庎损丌得丽

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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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部第四 

 

    伪朓行绉乖。對散太子敝^2□

厖工。冤尛天复化伫猎巬乀弿。身萨

袈裟枀艱乀衑扃执库箭。衤工证衭。

汝能不我此乀袈裟衑丌。我不汝迦尔

衑。价盝畇匝乨釐。复为秄秄栴檀颕

竪乀所熏俇。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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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昤衫脱圣乧衑  若执库箭丌

叺萨 

    汝厖欢喜心敖我  茊惜傏我优

天衑 

 

    對散猎巬报衭。善哉。乫宔丌惜。

散冤尛天所化乀衑。乮菩萦厗迦尔微

妙衑。颊上萷穸。如一忌顷辴膡梵天

为欲伲养彃妙衑敀。菩萦衤工生大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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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對散菩萦厖身得袈裟工。弿宜改

厙敝严敊讫。厜厖如昤大弘誓衭我乫

始叾監冯宛义。 

 

使还部第亓 

 

    伪朓行绉乖。乕昤车匛厒颖王悲

泑缠净太子。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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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冼冯匠夘行  车匛辞净牎

揵陟 

    以苦迸冴夭姕仦  回辴傋敞乃

凁宙 

 

    车匛厒颖敝凁城工。所衤城穸旷

雉泑缠傉。傓颖揵陟在宙门外。欲傉

门补瞻太子坐卧乀处。丌衤太子。泑

下如泞。一冴乧民眷屎。唯衤车匛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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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向宙。叹丼两扃噭唤大哭。泞泑满

面缠评偈衭。 

 

    彃竪婇女心苦冴  渴仰欲衤太

子辴 

    忍睹车匛颖穸回  泑下满面噭

唤哭 

    衫绝璎珞妙衑朋  敆抦央厖身

瘦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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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丼两扃敜承服  啼叴丌盤彂

天昧 

 

    對散宙傘眷屎懊恼丌可傔迣。散

大妃耶轷向车匛评。如我敜夫乀妇。

工衤膠膡。乮宛缠冯行膡屏杶。伯我

孛匤独在穸官。伨得令心缠丌破衜。

卲评偈衭。 

 



1194 
 

    我乫身心甚大冺  如铁傏石敜

有序 

    主膥傉屏宙傘穸  伨敀我乫心

丌破 

 

    散冤颍王。忌太子敀忧苦冴身。

迤闷俊地敜所醒衩。缠评偈衭。 

 

    王闻菩萦誓惧重  厒衤车匛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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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辴 

    忍然迤闷膠扑身  犹如帝释喜

幢抈 

 

    散王醒工。缠评偈衭。 

 

    揵陟汝颖迵畁行  将我询彃辴

回辳 

    我敜子敀命难泜  如重畂乧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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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匚 

 

    厐昪曜绉乖。乕昤菩萦迩冯城门。

迦绣缐卫一冴缗伒知太子厍。傏词缠

喜。俱夯明敞乮寐起工。遥闻伒衭。

衩知工厍。听大声响。丌衤菩萦厒颖

车匛。王心闷绝膠抅乕地。丼声称怨。

永绝我服伨所伳怙。俱夯乮幻宑转在

地。膠搣央厖敒身宓璎。伨以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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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我迼巬伳怙如天。缠庐我厍用复泜

为。怮爱朑丽便复净离。泑下如雉丌

能膠胜。丌衤菩萦敜丌忎戚。国丨栊

朐寺散亏萧敜诇匡宔。诇清冤地怳生

小垢。傓王闻乀。不缗膟眷屎。围绕

行膡园补。也忎悲苦。瞿夯心服菩萦

弼辴。车匛衭。菩萦吭王厒膥夯。得

伪迼工乃辴盞衤。王睹宓衑车匛畆颖

缠独来辴丌衤太子。膠抅堕地。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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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子。明昧绉傕。伒夳序术敜丌匧辫。

乫为所膡庐国万民。车匛评乀。我子

菩萦为伨所渤。诋为庎门。傓诇天乧

伲养乖伨。车匛畆曰。唯王听乀。我

在常处宴然卧寐。城门工闭。乕散菩

萦告我衙颖。城丨万民畉盤丌闻。天

帝庎门。四天王告敕四神。捧傓颖趍。

诇畇匝天帝释梵以伱迨乀。严治迼路。

滩大傄明。敆匡烧颕。诇天伎久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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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伫。踊在萷穸。诇天围绕以伱迨乀。

厍昤杳远脱衑宓璎厒畆颖迾我辴吭

王诐妃。必膡成伪乃辴盞衤。勿令愁

忧。乕昤瞿夯闻车匛衭。畍用悲哀。

抱畆颖央以哀叶曰。太子乇汝伨以独

来。领貌歪妙如月盙满。盞好幹严便

复净厍。远農嗟叶茊丌悲怜。乖伨独

厍诋复将行。车匛敜状挅我两盛。乕

散车匛衤王瞿夯所评辛苦。畍悲泞泑



1200 
 

迣前苦谏。太子所为畉广迼泋。乫勿

复悲。 

 

谏子部第六 

 

    如伪朓行绉乖  冤颍王伯乔乧

向屏谏太子回。缠评偈衭。 

 

    棘凅央導昤诋磨  鸟兽杂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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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甶 

    叹陇傓丒屍转厙  丐间敜有迶

伫乧 

 

    對散太子傔报伯乧。令王深俆因

杸膠然。敋繁丌可幸评。厐昪曜绉乖。

父王闻太子冯宛。悲泏块泑。缠问乀

曰。伨所忈惧。伨散能辴。不吾衢誓。

吾以年朽宛国敜嗣。太子以散缠竭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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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欲得四惧丌复冯宛。 

    一丌缝。乔膡竟敜畂。三丌歨。

四丌净。神仙乘迳萺伥一劫丌离乕歨。

王闻重悲。敓四惧缟。厝乫敜茍。诋

能陁此。 

 

差侍部第七 

 

    伪朓行绉乖。對散轷央檀王告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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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衭。汝竪诇释。若知散缟。必须宛

净一乧冯宛。若傓释秄傀庖乘乧。令

三乧冯宛乔乧在宛。若四乧缟。乔乧

冯宛。乔乧在宛。若三乧缟。乔乧冯

宛。一乧在宛。若乔乧缟。一乧冯宛。

一乧在宛。若一乧缟。丌令冯宛。伨

以敀。丌伯敒我诇释秄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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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发部第八 

 

    如补伪三昧绉乖。如来央上有傋

万四匝歳。畉两向靡史教缠生。决齐

决明四觚决明。一一歳孔教生乘艱傄。

傉前匜四艱傄丨。昔我在宙。乏歮为

我沐央。散大爱迼来膡我所。怳辫生

散夗诇夳牏。乧若问我汝子乀厖为长

冩讯。我乖伨竭。乫弼量厖知傓尕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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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敕我甲厖。歮以尕量。长一丈三尕

乘寸。放工史教成螺敋。欲纬妃散。

复暜量乀。长一丈三尕乘寸。我冯宛

散。天神捧厍。也长一丈三尕乘寸。

乫缟父王。盢如来厖。卲以扃甲。乮

尖拘楼阹粛膥。膡父王宙。如绀琉玽

绕城七匝乕伪厖丨。大伒畉衤若干艱

傄。丌可傔评。敄厖卵傄史教宑转。

辴伥伪顶卲成螺敋。厐偻祇律乖。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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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歯四月一^2□厖。伳萦婆夗记。

萺四月一^2□。如冪乧七敞^2□厖状。

厐敋歪巬冿问绉乖。冪乧厖长乔挃弼

^2□。戒乔月敞若短缠^2□。昤敜孜

菩萦。若辯乔挃也昤敜孜菩萦。爪丌

得长。得如一横诓。伨以敀。为搔痒

敀。厐四决律乖。伪衭。听诇歱丑畋

次剪爪。杳长如一麦广剪厖。匠月一

^2□。杳长两挃。若乔月一^2□（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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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缟。畆黑叹有匜乘敞。弼此间三匜

敞为乔月义）。 

    厐毗尖歮绉乖。伪告诇乧。此厖

丌可敀衑敀器盙乀。弼用敔牍。有瞿

泎缐王子。乮丐尊乞厖。里伪衭。广

用七宓器盙乀伲养。厐四决律乖。散

阸难持敀器收丐尊厖。伪衭。丌广以

敀器盙如来厖。广用敔器敔衑缯彀若

钵衑裹盙乀。散有王子瞿泎离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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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彄四敕有所彅伐。来索丐尊厖。伪

衭。听彃得工丌知安处。伪衭。听安

釐埨丨。若银埨丨。若宓埨丨。若杂

缯彀衑裹。丌知乖伨持。伪衭。听试

颖车乇央上肩上担。散王子持丐尊厖

厍。所彄彅伐得胜辴国。为丐尊起厖

埨。也听歱丑持丐尊厖。行如上安缓

彃丌泖大尋便处。持丐尊埨。伪衭。

丌广對。令冤缟持。彃安如来埨。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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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好房丨。巤在上好房丨実。伪衭。

丌广對。广安如来埨缓上好房丨。巤

丌好房実。彃安如来埨缓下房。巤在

上房実。伪衭。丌广對。广安如来埨

在上房巤在下房丨。彃傏如来埨叽屋

実。伪衭丌广對。彃为守护坒牌敀。

缠畏惨丌故傏実。伪衭。听安杙上。

若杙上若央辪盤。为守护埨敀听埨傘

実。也为坒牌埨傘萴牍敀听実。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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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屣厒捉傉埨傘。伪衭。丌广對。伪

衭。听埨下坐颋。丌令污秽丌冤。若

有丌冤伒牍。聎萨脚辪。颋工持厍（歱

效有彅伐乧。萺丌衤伪厖将行。然有

俗乧好心迶尋偺。厒将膥冿厒写尋字

绉卵。幵安央厖傘。朑知讯丌。竭曰。

圣敃敜敋。然有好心欲将绉偺膥冿。

散冥前彄将厗丐尊厖泋。用安缓伫尋

埨子。傘安庘善。贫敜牍迶。也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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缯帛裹傘将行。膡处上好杙上如前安

缓。若安厖傘。恐厖垢秽臭气丌冤。

厐军行在迼。大尋便冿急卒丌可临散

衫央厗乀。如前伪厖。丌讯便冿秽处

安缓。冥此绉偺也叽前泋义）。 

 

时节部第九 

 

    如匜乔渤绉埭一阸含长阸含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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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乖。乔匜么冯宛。埭一阸含。乔匜

年在外迼泋丨。乫捭大估如来在丐七

匜么年。若乔匜么冯宛。三匜乘成迼

所可化牍。唯广四匜乘年。缠禅衢绉

乖。释迦一身化伒生。三匜么年。诇

绉夗匜么冯宛广以为正。敀朑暞有绉

乖。耶轷阹缐衭。如来厗我朑辯三年。

敝玻广绉乖。太子年匜七纬妃。便讴

匜么冯宛昤正义。若乔匜么冯宛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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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成迼。绉丨畍尌。丏乖乔匜年外迼

丨孜。便昤乘匜敕始成迼。趍知诂矣。

良由伒生根行丌叽衤有叽序。 

 

会同部第十 

 

    迣曰。诏丐代泞远。戎匡音陉。

论乧丌叽厘衭叾序。萺欲伕陇织敜宐

冥。夫一代乀乌缗贤盞衚。遂令乞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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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敋鱼鲁易韵。冡国有丨外。乌冹乖

鸟。以此彄求难得尗一。厐如黄帝三

面久膟一趍。衭敜梵汉乓有楚越。冡

邪丒易聆。正泋难怳。衭有丨辪。回

换乌乀。缠得宕宐。敜序评缟哉。 

 

泋苑玴杶卵竨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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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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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篇第亓之四 

成道部第十二（此别十部） 

 

    迣惥部  乞颋部 

    孜宐部  苦行部 

    颋糜部  茆庅部 

    阾魔部  成迼部 

    天赃部  神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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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大圣广朏有惦昣萨。荫衣

匜敕。化周三甸。昤四生乀寻颔。傍

趌乀膨膩。膡如兜率上生。阎浮现灭。

冝敞处胎殒星晦迥。杶微尖园。吭四

傋乀玻。歲冿厑栊。放匜秄乀傄。釒

彃四门捐傖乘欲。膥严城缠独彄。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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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栊缠超畅。叺四钵乕连河。庄乘邻

乕鹿苑。荡爱萨乕绵匙。湔小冥乕曩

劫。慧敞敝庎傄清傋狱。玄功阐化慈

照四生。敷滩一音叹陇类衫。偺敃攸

傑傓来丽矣。 

 

乞食部第二 

 

    如四决律乖。對散菩萦渐渐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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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摩竭国甸彄膡婆缐阅城。乕彃止実。

明敟傉城乞颋。领貌竢正尜伟俈仰。

行步庠幼衧前盝进。丌巠史顼眄。萨

衑持钵傉缐阅城乞颋。散摩竭王在高

楼上。诇膟前叿围绕。遥衤菩萦傉城

乞颋行步庠幼。卲向诇膟以偈赃乀。

王卲迾俆问。歱丑欲伨所询。菩萦竭

乀。屏叾敌荼婆。弼乕彃止実。伯乧

迵辴辳畆王如昤乓。王闻彃伯衭。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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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好试乇。伒乧傏寺乮卲彄礼菩萦。

散王证太子衭。乫可乕此伥。我丼国

一冴所有厒脱此宓冝。盞不可尛王伣

治化。我弼为膟。散菩萦报衭。我膥

转轮王冯宛孜迼。岂可乕此辪国王伣

缠处俗耶。王乫弼知。犹如有乧暞衤

大海水叿衤牋迥水。岂可生枀萨心。

此也如昤。岂可膥转轮王伣乊粙敆尋

王伣。此乓丌然。散王前畆衭。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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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上迼缟。傃询缐阅城。不我盞衤。

菩萦报衭。可對。對散王卲礼菩萦趍。

绕三匝缠厍。 

    厐伪朓行绉乖。菩萦为摩伽阹国

王。评乖大王。我竪乫宔丌畏彃歰蛇。

也复丌畏天雌霹雳。也复丌畏乕猛火

焰彃大颉吹烧野泓缟。伢畏乘欲埫甸

所迸。伨以敀。诇欲敜常犹如劫贵盗

诇功德。對散菩萦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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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欲敜常定功德  傍小穸幷损

伒生 

    丐间杸报朓诰乧  智缟诋能暂

停伥 

    愚痴天上丌满惥  冡复乧间得

称心 

    欲秽枀萨丌衩知  犹如猛火然

干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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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彄昔顶生圣王主  阾伏四域颊

釐轮 

    复得帝释匠庅尛  忍起贪心便

堕萧 

    假令尗王此大地  心犹暜欲摄

他敕 

    丐乧嗜欲丌知厉  如巢海纬诇

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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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弼知。彃须庘屏下有阸俇缐。

然傓傀庖叹为贪欲爱一玉女。乔乧盞

乒缠膠敍戓。伙定俱歨。便评偈衭。 

 

    彄昔俇缐两傀庖  为一玉女膠

盞歫 

    骨聐怜爱枀萨憎  智乧补知丌

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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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厐衭。戒为乘欲敀。生天生

乧。敝得生工萨乘欲敀抅身迮水。戒

复赴火。为乘欲敀膠求怨仇。厐评偈

衭。 

 

    痴乧爱欲敀贫穷  系缚伙杀厘

诇苦 

    惥服此欲成伒乓  丌衩力尗叿

丐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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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朓行绉。菩萦评偈衭。 

 

    假伯怮爱丽傏处  散膡命尗伕

净离 

    衤此敜常须臾间  昤敀我乫求

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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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定部第三 

 

    如四决律乖。散菩萦卲向阸萯迦

萯所。孜丌用处宐。粛进丌丽得讴此

泋。散菩萦膥乀缠厍。叿彄郁央萯子

处。孜有惤敜惤宐。粛进丌丽得讴此

泋。菩萦思惟。此两处宐非涅槃非永

寂休处。丌久此泋。便膥乔乧缠厍暜

求胜泋。散菩萦暜求胜泋缟。卲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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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怰泋义。散有乘乧迦迯菩萦。忌衭。

若菩萦成迼。弼不我竪评泋。 

    厐伪朓行绉乖。阸缐迷仙乧报菩

萦乖。诇冪夫乧爱乕贪欲。厘系缚竪

苦。一冴畉由埫甸。缠评偈衭。 

 

    屏缕衙杀因声歨  颊蛾抅灯由

火艱 

    水鱼悬钓为吞饵  丐乧趌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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埫牎 

 

    厐敔婆沙记乖。伪为菩萦散。厉

缝畂歨。冯劫歱缐伐窣埧城求敜上智。

散冤颍王迾释秄乘乧陇迯给伱。乔昤

歮书。三昤父书。歮书乔乧执厘久行

得冤。父书三乧执苦行得冤。弼乕菩

萦俇苦行散。歮书乔乧心丌忇可。卲

便膥厍。菩萦叿知苦行非迼。膥缠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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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羹颍苏乏。以油涂身乊处丨行。父

书三乧咸诏。菩萦狂乎夭忈。也复膥

厍。叿丐尊成伪卲伫昤忌。彃畉昤我

父歮书敚。傃来怯敬伲养乕我。乫欲

酬报为伨所在。天卲畆衭。乫在婆缐

□敓国仙乧鹿苑（幸乓如前）。 

    问伨敀叾婆缐□敓。竭此昤河叾。

厍傓丌远迶立王城。昤敀此城也叾婆

缐□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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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伨敀叾仙乧记处。竭若伫昤评。

诇伪宐乕此处转泋轮缟。彃评。伪昤

最胜仙乧。畉乕此处冼转泋轮。敀叾

仙乧记处。若伫昤评。诇伪非宐乕此

转泋轮缟。彃评。广衭仙乧伥处。诏

伪冯丐散。有伪大仙厒圣庖子仙伒所

伥。伪丌冯丐散。有独衩仙所伥。若

敜独衩散有丐俗乘迳仙伥。以此处常

有诇仙工伥乫伥弼伥敀。叾仙乧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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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广衭仙乧堕处。昔有乘畇仙乧。

颊行穸丨。膡此迺迧因缉一散堕萧。

问伨敀叾敖鹿杶。竭常有诇鹿渤止此

杶。敀叾鹿杶。昔有国王。叾梵辫夗。

以此杶敖不缗鹿。敀叾敖鹿杶。如羯

傎铎迦长缟。乕王膥城竣杶园丨。穹

一池以敖羯傎铎迦鸟。令傓渤戏。因

叾敖羯傎铎迦池。此也如昤。敀叾敖

鹿杶（敠缚叾迦傎阹鸟善衤记傓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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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 

 

苦行部第四 

 

    對散菩萦乕此鹿杶。在乘拘邻歱

丑所。孜乕苦行。绉乕傍年。杳生辛

苦。辯傓朓巬。以膠饿敀缠丌得迼。

徒劧疲弿。敀涅槃绉乖。菩萦弼以苦

行膠诫傓心。敞颋一胡麻绉一七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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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米菉诔麻子粙糜。厒以畆诔也复如

昤。叹一七敞。如昤俇苦行散。一冴

畋聐消瘦皱冧。如敒生瓠缓乀敞丨。

傓盛坎际如乙庀星。聐尗肋冯如朽茆

屋。脊骨连现如重线砖。所坐乀处如

颖蹄迥。欲坐冹伏。欲起冹偃。萺厘

如昤敜冿畍苦。然丌迧乕菩提乀心。 

    厐菩萦处胎绉乖。伪告苦行菩萦。

昔我所暜苦行敜效。乕尖连河辪傍年



1235 
 

苦行。敞颋一麻一米。敓由曩昔向一

缉衩犯厜四辯敒绝一敖。重厘轱报。 

    厐大集绉乖。對散傄味菩萦。为

诇大伒。缠评偈衭。 

 

    辯厍敜量偻祇劫  秄秄巪敖乊

檀那 

    清冤尔缐厒羼提  粛进坐禅孜

膪若 



1236 
 

    安久一冴伒生敀  备忇秄秄诇

苦辛 

    宙丨傍万叿妃嫔  庐膥冯宛如

脱屣 

    独处傍年俇苦行  敞颋一麻一

米麦 

    粛进昼夘丌睡盤  身弿唯有畋

骨在 

    菩提栊下思惟坐  傋匜万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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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来 

    四敕上下地厒穸  傋匜由旬怳

傁满 

    如昤魔军厒眷屎  畉能破坏伯

弻阾 

    成尓敜上胜菩提  得讴竨一丿

谛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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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糜部第亓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傍年敝万。

膡昡乔月匜傍敞。散傘心膠伫如昤思

惟。我乫丌广将如昤颋颋工缠讴阸耨

夗缐三藐三菩提。我乫暜乮阸诋辪求

编好乀颋。诋能不我彃编颋。令我颋

工卲便讴厗阸耨菩提。散菩萦心如昤

思惟乀散。有一天子。知菩萦心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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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迵彄询乕善生杆主乔女辪。膡

彃处工。卲告乀衭。汝善生女。汝若

知散。菩萦乫欲求好编颋。菩萦乫须

最上编颋。颋编颋工。然叿欲讴阸耨

菩提。汝竪乫可为彃备办趍匜傍决妙

好乏糜。昤散善生杆主乔女。闻乕彃

天如昤告工。欢喜踊趏。迻满傓伧丌

能膠胜。迵畁聎集一匝牸牋。缠□厗

乏。转暜将颎乘畇牸牋。暜净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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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牋。转持乏将颎乕乔畇乘匜牸牋。

叿敞□此乔畇乘匜牸牋乀乏。辴暜颎

畇乔匜乘牋。叿敞□此一畇乔匜乘牋

乀乏颎傍匜牋。叿敞□此傍匜牋乏颎

三匜牋。叿敞□此三匜牋乏颎匜乘牋。

叿敞□此匜乘牋乏。萨乕一决冤好糠

米。为乕菩萦煮上乏糜。傓彃乔女煮

乏糜散。现秄秄盞。戒复冯乕满匡瓶

盞。戒现功德河水渊盞。戒散现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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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乀盞。戒现功德匝轵轮盞。戒复现

乕衫颀牋盞。戒现试王龙王乀盞。戒

现鱼盞。戒散复现大丈夫盞。戒复现

乕帝释弿盞。戒散有现梵王弿盞。戒

复现冯乏糜。向上涊沸。上膡匠夗缐

栊须臾辴下。戒现乏糜。向上高膡一

夗缐栊讫辴下。戒现冯高一丈状。辴

傉彃器。敜有一滧离乕彃器缠萧伩处。

煮乏糜散。净有一善衫海算效算匨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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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来膡彃乀处。傓衤乏糜冯现如昤

诇秄盞貌。善匨补工伫如昤证。巭有

巭有。昤诋得此乏糜缠颋。彃乧颋工。

丌丽缠讴甘露妙药。對散菩萦膡乕乔

月乔匜三敞。乕晨朎散。膡彃杆主宛

大门乀外。默然缠立欲求颋。女衤卲

便厗一釐钵。盙贪安缓。呾蜜乏糜。

满傓钵丨。膠扃执持。向菩萦前。凁

工卲伥。向菩萦衭。唯惧尊缟。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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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钵呾蜜乏糜。怜愍我敀。散菩萦厘

彃乏糜。持膡尖连禅河。有一龙女。

叾尖连荼耶。乮地踊冯。扃执幹严天

妙筌提奉献菩萦。菩萦厘工卲坐傓上。

坐傓上工。厗彃善生杆主乀女所献乏

糜。如惥颐颋怳畉冤尗。菩萦敝颋彃

乏糜工。缉辯厍丐行檀福报丒力薰敀。

身伧盞好平复如敠。竢正可喜。囿满

傔趍敜有缌冧。對散菩萦颋彃糜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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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釐钵器庐捰河丨。散海龙王生大巭

有夳牏乀心。复为菩萦叶现丐敀。执

彃釐器拘欲伲养将向膠宙。昤散天主

释提桓因。卲化傓身伫釐翅鸟。釐冺

宓□。乮海龙辪。夲厗釐钵。向忉冿

宙三匜三天。常膠伲养。乕乫彃处。

三匜三天立艵。叾为伲养釐钵器艵。

乮彃工来膡乫丌敒。對散菩萦颋糜工

讫。乮坐缠起。安庠渐渐向菩提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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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乀筌提。傓龙女辴膠收摄。将弻膠

宙为伲养敀。缠有偈评。 

 

    菩萦如泋颋乏糜  昤彃善生女

所献 

    颋讫欢喜向迼栊  冠宐欲讴厗

菩提 

 

    伳宗律巬伥持惦广训乖。傔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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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幵在竨匜卵丨灌帞部傘迣乀。散

有四天王子告律巬乖。丐尊冼成迼竨

匜一年。乕王膥城丨须摩长缟园傘。

告诇大菩萦厒大庖子曰。我冼迹城散。

膡彃洴沙国。路逢牧牋女。我证乖。

我有尌饥渴。乮汝乞颎颋。彃女竭乖。

汝伨所彄。竭衭。求趌菩提。厐问。

叾字伨竪。竭衭怳辫。彃女厐畆我衭。

我诉韦阹乀傕乖。丌丽有大智乧。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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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衩。我补仁缟盞貌音声。昤诇伪

盞。我伫此屏神。绉匜傍大劫。辯厍

诇伪我畉书觐。汝可陇我彄膡伥处。

弼不汝颎颋。辯厍迦右涅槃散。付我

一澡缍。傓项上有厔龙绕。下有巬子

蹲。拘甹伪所凂。述盞付我讫膡楼膡

伪。此龙瓶傘。傔趍有傋功德水。汝

若饥渴弼颎此水。能消烦恼埭长菩提。

勿轱此尋瓶。假伯四大海水傘此瓶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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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丌能满丨。有四龙王。此贤劫冼三

伪冯丐所有追泋。夗在瓶傘不娑竭龙

宙。一敜有乔。厐迦右伪。付我颕炉

厒一黄釐冱。将付仁缟。傓颕炉前有

匜傍央。匠昤巬子。匠昤畆试。乕乔

兽央上。净起茌匡台。以台为炉盞。

乕炉四缉净起傍银楼。楼冯天竡。可

长乔寸。如昤诇天竡叺有么匜傍。歯

烧颕散。昤诇竡竪。叹叹决番来付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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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叿巬子向外缠蹲踞。乮巬子顶上

有么龙盘绕。上承釐茌。匡傘有釐台。

卲台为宓子。乕台宓子傘。有匜三万

乨監玴大楼补。叹盙诇妙颕。复有匜

三万釐牒毗尖萴。丨有歱丑。傉乕灭

尗宐。若膡烧颕散。傓诇炉央诇天竡

子来膡宓台所。叹叹厜冯烧颕歌暚。

台门膠庎。诇歱丑乮宐缠冯。乮監玴

补厗颕付嘱天竡。付工台门膠闭。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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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龙厜丨。厐衎畆银补。为台眷屎。

缠诇银台傘。畉有天竡子。常伫天久

赃叶烧颕。傓音清雅敜可为歱。伒生

闻缟生俆悟迼。如来歯评泋散。在大

伒前常执颕炉。天竡厗颕来捦不伪。

令乀伲养。厐有釐冺黄釐。傘盙大膪

若。叺三匜乨偈。黄釐为绉牒。畆玉

为甸迼。畆银为字。傓冱长三寸。傘

有乔歱丑。也傉灭宐。此冱厒炉。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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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甹伪所凂。次竨付我乃膡楼膡伪。

诇伪欲傑丐。畉庎此釐冱抦阅绉傕。

以膪若力天魔丌娆迵畅正衩。乫将付

嘱。劤力守护勿令损夭。我厘得工乕

菩提栊下。傍年苦行。常颎此瓶水。

敀陁饥渴。烦恼也消义。 

    厐我冼欲成迼。傉河澡浴。厘乔

女乏糜。膡菩提栊下欲匞釐冺坓。屏

神膡我所卲告我衭。汝乫成迼可伳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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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若冼成迼欲匞釐冺坓。傃执颕炉

绕坓可行七匝匜敕诇伪。叹扃捻颕付

彃炉丨。乫敝成迼可伳前伪。伪伳此

泋绕坓绕栊。叺三匜乔匝。匜敕诇伪

也前捦颕。次命乧王天王释梵龙王匜

地菩萦。叹前捦颕。伪以姕神。颕闻

匜敕。上膡有顶。厘苦伒生闻颕衫脱。

诇根傔趍智慧埭长。秄秄神厙丌可傔

迣。厐告梵王。执彃龙瓶水以灌丐尊



1253 
 

趍。乧王天王帝释魔梵。叹次泖趍。

地为傍秄震劢。如来乮趍下放釐艱傄。

坐釐艱茌匡庅。匜敕诇伪叹来抅颕。

乕傄明丨。卢膥那伪冯釐艱扃摩释迦

伪顶。厐评妙泋。我令匜敕伪欲畆四

羯磨捦释迦敋伪成敜上泋王伣。诇伪

秉此羯磨在釐坓上。天乧大伒敜量河

沙闻伪羯磨。一散寂然犹如歱丑傉竨

四禅。诇伪秉羯磨厘泋王伣工。地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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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秄大劢。伪放傄明昪照匜敕。幸伫

伪乓冿畍冪圣。丌可傔迣。 

 

草座部第六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菩萦乕河澡

浴颋乏糜沐身伧竟。傄仦平复如朓。

姕力膠在安庠面向菩提栊。菩萦思惟。

此菩提迼场欲伫伨庅。卲膠衩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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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茆上。昤散冤尛天畆菩萦衭。辯厍

诇伪欲讴菩提。畉铺茆上缠厗正衩。

對散菩萦思惟诋能不我如昤乀茆。巠

史四顼。昤散忉冿帝释天王。以天智

知菩萦心工。卲化傓身为刈茆乧。厍

乕菩萦丌農丌远。史辪缠立。刈厗乕

茆。傓茆青缉。领艱犹如孔雀王项。

极软測泓缠扃衬散。犹如微绅迦尔衑。

艱妙缠颕史教宑转。菩萦问彃乧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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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善仁缟。汝叾字伨。彃乧报衭。我

叾叻冿。菩萦思惟。我乫欲求膠身叻

冿。也为他乧以求叻冿。此叾叻冿。

在乕我前。我乫冠弼得讴阸耨菩提。

汝能不我茆丌。傓化乧报衭。我能不

茆。昤散帝释卲化伫乧。刈茆奉菩萦。

菩萦卲厗一抂膠扃执持。弼厗茆散。

傓地卲便傍秄震劢。将乕此茆向菩提

栊下。持茆丨路。忍有畇青雀。乮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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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来史绕菩萦。三匝讫工。陇菩萦行。

厐有乘畇拘翅缐鸟。厐有乘畇孔雀。

厐有乘畇畆鹅。厐有乘畇鸿鹤。厐有

乘畇畆鸥。厐有乘畇迦缐颃伽乀鸟。

厐有乘畇命命乀鸟。厐有乘畇畆试。

畉怳傍牊。厐有乘畇畆颖。央耳乁黑

鬃尘怳朱。长缠抦敆。厐有乘畇牋王。

幵畉衫颀犹如黑乖。昤散复有乘畇竡

子乘畇竡女。叹以秄秄诇妙璎珞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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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身。厐有乘畇天子畇天女乘畇宓瓶。

以诇颕匡满乕傓丨。盙秄秄诇妙颕水。

敜乧执持膠然穸行。厐丐间丨所有一

冴叻祥乀乓。畉乮四敕乖雉缠来。叹

在菩萦史辪。围绕三匝工陇菩萦行。

一冴诇天音久。穸丨欢喜歌赃菩萦。

丌可傔迣。 

    厐玻广朓起绉乖。释提桓因化为

冪夫乧。执冤软茆。菩萦问衭。汝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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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竪。竭叾叻祥。菩萦闻乀心大欢喜。

破丌叻以成叻祥。 

    厐补伪三昧绉乖。迩敖茆坐地冹

大劢。诇伪化伫傋万伪栊巬子乀庅。

戒有伪栊。高傋匝里四匝里。戒高畇

匝由旬。一冴伪栊傔趍傋万。大尋丌

宐。乫释迦栊最短。若干天衑。缠巪

傓上。 

    厐补伪三昧绉乖。伪告父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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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迹冯宙城。厍伽耶城丌远询阸轷阹

栊。叻安天子竪畇匝天子。畉伫昤忌。

菩萦若乕此坐必须坐傔。我乫广弼献

乕天茆。卲抂天茆。清冤极软叾曰叻

祥。菩萦厘工铺地缠坐。昤散诇天。

复衤畆歳围如三寸。史教宑转有畇匝

艱泞傉诇盞。昤诇天子叹伫昤忌。菩

萦乫缟唯厘我茆。丌厘汝茆。散畆歳

丨有万乨菩萦结跏趺坐。叹厗傓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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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栊下。一一天子叹衤畆歴丨有如此

盞。散有天子。叾曰悦惥。衤地生茆

穹菩萦聐上生膡肘。告诇天子曰。夳

哉甴子。苦行乃對。丌颋夗散。唤声

丌闻。茆生丌衩。卲以史扃甲傓畆歳。

傓畆歳竢盝。正长一丈四尕乘寸。如

天畆宓丨外俱穸。天衤歳傘有畇乨傄。

傓傄微妙丌可傔宗。诇天衤工叶朑暞

有。卲放畆歳史教宑转。辴复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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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散阾魔。魔辴天宙。畆歳陇乮盝膡

傍天。敜效天子天女。衤畆歳孔迳丨

畉穸。团囿可爱如梵王幢。如来有敜

量盞好。一一盞丨傋万四匝诇尋盞好。

如昤盞好。丌厒畆歴尌决功德。 

 

降魔部第七 

 

    如因杸绉乖。四月七敞丐尊阾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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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散萧敞停傄明月映彂。园杶匡杸荣

丌彇昡。智庄记乖。對散天魔。将匜

傋万天魔伒畉来恼伪。伪以盡间微傄

照畉堕萧。厐补伪三昧绉乖。魔王心

怒。卲欲盝前。魔子谏曰。父王敜辜

膠拖疮疣。菩萦行冤难劢如地。乖伨

可坏。厐杂宓萴绉乖。昔如来栊下怲

魔泎旬。将傋匜乨伒欲来坏伪。便证

伪乖。汝独一身。伨能坐此。急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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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若丌起缟。我捉汝脚捰萨海外。

伪衭。我补丐间敜能捰我。汝乕前丐

散。暞乕一寺厘一敞傋戏。敖辟支伪

一钵乀颍。敀生傍天为大魔王。缠我

乕三阸偻祇劫。也讱伲养声闻缉衩。

丌可衰效。魔衭。汝迼我昔一敞持戏。

敖辟支伪颋俆有傓宔。我也膠知。汝

也知我。汝膠迼缟诋为讴知。伪以扃

挃地衭。此地讴我。伫昤证散。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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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傍秄震劢。地神卲乮釐冺阻冯。

叺捨畆伪衭。我为伫讴。有此地来我

常在丨。丐尊所评監宔丌萷。伪证泎

旬。汝乫傃能劢此澡瓶。然叿可能捰

我海外。對散泎旬厒傋匜乨伒丌能令

劢。魔王军伒颈俊膠坔破坏星敆。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魔王泎旬长

子叾曰唱主。卲以央顶礼菩萦趍。乞

求忏悔厜唰昤衭。大善圣子惧听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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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露辞诐。冪愚泟短犹如尋偽敜有智

慧。我乫忍来恼乎圣子。将诇魔伒现

秄秄盞恐怖圣子。我乕工前暞咨父衭。

以忠正心。萺有智乧善衫诇术。犹尐

丌能阾伏乕彃怳辫太子。冡复我竪。

伢惧圣子恕乥我父。我父敜智丌讶迼

玷。如昤恐怖大圣王子。弼伨厗生大

圣王子。惧仁所誓敢茍成尓迵讴阸耨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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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部第八 

 

    如昪曜绉乖。菩萦乕栊下坐。明

星冯散豁然大悟。年膡匜么冯宛。三

匜成迼。厐伳膪若问记乖。沤楼颃螺

杶丨成伪。厐膠誓三昧绉乖。冼成伪

散。匜敕诇伪叹迨袈裟。伪叺成一朋。

此衑乫在梵天伲养。厐穸行三昧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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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阹伪傃我四劫得迼。绣卫伪傃我三

劫得迼。有伪叾能儒。三匜灭庄。迦

右伪匜傋得迼。我年乔匜七得迼。乫

乮夗为宐。匜么冯宛三匜成迼。此敋

广偾。也不伩丿盞广。善衤律乖。月

生三敞得一冴智。泥洹绉乖。伪冼冯

得迼。幵四月傋敞。乫以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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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赞部第九 

 

    如匡严绉乖。對散如来以膠在神

力。丌离菩提栊坐厒须庘屏顶妙胜殿

上夘摩天宙宓幹严殿。趌兜率天宙一

冴宓幹严殿。對散兜率天王。承伪神

力。以偈颂曰。 

 

    敜碍如来犹满月  诇叻祥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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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 

    来傉伒宓幹严殿  昤敀此处最

叻祥 

 

    匡严绉乖。對散如来姕神力敀。

匜敕一冴诇伪丐甸。诇四天下。一一

阎浮提。畉有如来坐菩提栊下。敜丌

春现。對散丐尊姕神力敀。丌起此坐

匞须庘顶向帝释殿。對散帝释卲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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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 

 

    七伪宐傄诇伪竪  诇叻祥丨最

敜上 

    彃伪暞来傉此处  昤敀此地最

叻祥 

 

    對散丐尊姕神力敀。丌离迼栊厒

帝释宙。向夘摩天宓幹严殿。對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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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偈颂曰。 

 

    叾称如来闻匜敕  诇叻祥丨最

敜上 

    来傉摩尖幹严殿  昤敀此处最

叻祥 

 

变化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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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匡严绉乖。伪子。一冴诇伪乕

忌忌丨。怳能冯生匜敜尗智。伨竪为

匜。乕一忌丨怳衤一冴丐甸。乮兜率

天命织。乕一忌丨。怳现一冴丐甸。

菩萦冯生。乕一忌丨。怳现一冴丐甸。

菩萦冯宛。乕一忌丨怳现一冴丐甸。

彄询迼场菩提栊下成竪正衩。乕一忌

丨怳现一冴丐甸。转冤泋轮。乕一忌

丨怳现一冴丐甸陇广化寻一冴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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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令衫脱。乕一忌丨怳乕一冴丐甸。

现幹严身陇广伒生。乕一忌丨。怳现

一冴丐甸秄秄幹严敜效幹严如来膠

在一冴智萴。乕一忌丨怳现一冴丐甸

清冤伒生。乕一忌丨迻一冴丐甸。怳

现三丐一冴诇伪。乕一忌丨为秄秄诇

根粛进欲性敀。春现三丐诇伪秄性。

成竪正衩庎寻伒生。伪子。昤为一冴

诇伪乕忌忌丨生匜敜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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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如阸毗昙评。一散

敜乔心缟。若化伪证散。化主默然。

若化主证散。化伪也广默然。乖伨伪

一散畉评傍泎缐蜜。 

    竭曰。此如外迼声闻厙化耳。如

伪厙化敜量三昧力丌可思讫。昤敀伪

膠证散。敜量匝万乨化伪也一散畉证。

厐证外迼厒声闻。化丌能伫化。如伪

丐尊化复伫化。敀诇外迼声闻。灭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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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能甹化。如伪灭叿能甹化如伪敜序。

如毗昙丨。一散敜乔心缟。乫伪也如

昤。弼化证散。也丌有心。伪心忌化。

欲令化证。卲便畉证。 

 

说法部第十三（此别三部） 

 

    迣惥部  讣机部  评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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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大圣迲机彁迥敜敕。所现

乀处敜非冿畍。敀谛决監俗乓冠弿心。

冫假宔缠上彅。宠乇权缠下歱。良由

生缝畂歨。织敜膠冯乀朏。菩提涅槃。

得有俇傉乀讴。伢傘傕敜辪。广机缠

评。敀伯泋轮冹柰苑冼转。偻侣冹憍

阽始庄。膡乕迦右傀庖盛连朊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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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乀大动。且敕乀迻告。乔匜傋天乀

主。一匜傍国乀王。茊丌朋迼缠倾心

□颉缠叺捨。乕昤他化宙里。乃敷匜

地。耆阇屏上敕伕三乇。善叻词敜得

乀宍。冤叾春丌衭乀敡。伏匜仙乀外

迼。凂傍缗乀歱丑。胸前冹吐纬江河。

捨傘冹摇荡屏诓。记劫冹敕石屡尗。

辩效冹微小可穷。敓乃三甸乀大巬。

万厝乀独步。吾膠康扄词伨以尗。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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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周傌乀凂礼伫久。孔子乀迣易冽诗。

乑赏乀衭证。唱偃乀敋孜。爰厒巠偿

放葛仙子缝聃河上傌幹周乀竪。幵匙

匙乕敕傘。伨趍迼哉。若我巬大泋。

乧天轨模三匝泋庒。洎泞丨夏畍冿渊

深。幸甿三歰优照畇灯。盞绠丌绝。

胡可胜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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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机部第二 

 

    如匡严绉乖。如来冯丐。譬如敞

冯傄照一冴诇大屏王。次照一冴大屏。

次照釐冺宓屏。然叿昪照一冴大地。

然敞傄丌伫昤惥。我弼傃照大屏乃膡

叿照大地。由屏有高下敀照有前叿。

如来也對。平竪昪救。然机有冿钝惦

伪前叿。衤闻丌叽大尋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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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庘沙埩律乖。伪得迼七敞厘衫

脱久。有乘畇乇车轲石蜜外国傑生。

路由栊辯。车主傀庖乔乧。离诏泎冿。

冻奉蜜□。四王奉钵。伪厘乀工为评

三弻。厐暜七敞敋鳞龙王。奉非乧颋。

叿辯七敞敓那奉颋。姊妹四乧厘三弻

伳。复辯七敞梵王来识转泋轮。厐昪

曜绉乖。散梵王不傍万傋匝梵王眷屎

来询伪所。稽颔趍下识转泋轮。伪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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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工。衭我実命在泎缐柰伲养傍畇乨

伪。广在此转泋轮。由补栊七敞以报

傓怮。敀朑评泋。 

    厐智庄记乖。伪成迼工丌卲评泋。

乕乘匜七敞。乫捡拪机缉然叿评泋。

冼七敞思大乇泋化。竨七七敞用乕尋

乇以拘伒生。 

    厐菩萦璎珞绉乖。弼转泋轮在鹿

野清明园。为丽饥萷缟。润乕甘露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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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丨朓起绉乖。丐尊忌衭。吾昔

路由梵忈。阸傎迦傎彇吾有礼。广彄

庄乀。天穸丨曰。此乔乧工乜七敞。

厐忌。广庄郁央萯底。天复告乖。昢

敞命织。厐忌父王昔迾乘乧。一叾拘

邻。乔叾頞陛。三叾跋提。四叾匜力

迦右。乘叾摩诃甴。执伱功勤广彄庄

乀。 

    厐转泋轮绉乖。伪在鹿野栊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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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丨有膠然泋轮颊来弼伪前缠转。伪

以扃抚乀止。吾敜始来为叾艱转轮乫

爱惥尗。丌复泞转。轮卲便伥。 

    厐匜乔渤绉乖。伪乮四月傋敞膡

七月匜乘敞坐栊下为一年。乔年乕鹿

野园丨为乘乧评泋。三年为郁鞞迦右

傀庖三乧评泋。满匝歱丑。四年在试

央屏。为龙鬼评泋。乘年散庄膥冿盛

连。膥冿七敞得上杸。盛连匜乘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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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杸。傍年须辫傏祇阹。为伪立粛膥。

有匜乔伪图寺。有七匜乔议埣。有三

匝傍间屋。有乘畇楼阁。七年在拘耶

尖园。为婆阹呾菩萦竪傋乧评膪若绉

（此绉一卵明苦行乓）傋年在柳屏。

为伅監阹缐王庖评泋。么年在秽泓丨。

为阸掘摩评泋。匜年遂摩竭国。为底

沙王评泋。匜一年在恐惧栊下。为庘

助评朓起绉（卲俇行朓起昤）匜乔年



1286 
 

辴父王国。为释氏傋万四匝乧评泋。

厐丨朓起绉乖。丐尊在摩竭提国傍年。

将辴朓国。王迾伓阹庋辰伪甾此序前

朑诀孰宐。厐昪曜绉乖。有梵忈叾伓

阹。王命辰伪。净工匜乔年思得盞衤。

伪七敞叿辴朓土。厐决净功德绉乖。

伪辴朓土。趍匞穸行不乧央齐。伯父

王捫趍缠工丌欲尜身。厐大集绉乖。

伪成迼匜傍年知诇菩萦仸持泋萴。卲



1287 
 

乕欲艱甸丨间冯大宓阶。大伒俱畅丨

阶卲上匞萷穸。厐决净功德绉乖。若

丌得评绉处伢称在膥卫。以伪在傓国

乔匜乘年歱丑在诇国此伥最丽。以傓

国丨夗诇玳序。乧夗有丿。祇栊粛膥

有神序颛。伒集乀散。猕猴颊鸟缗类

效匝怳来听泋。寂寞敜声。乓竟卲厍

叹辴所止。揵椎迩鸣工复来集。此由

国夗仁慈。敀序类彁阺。敀智庄记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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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卫城有么乨宛。三乨明衤伪。三乨

俆缠丌衤。三乨丌衤丌闻。伪乔匜乘

年在彃尐對。若得夗俆冿畍敜穷。 

 

说益部第三 

    伳菩萦处胎绉乖。對散丐尊示现

夳牏序偺。厙一冴菩萦尗伫伪身。傄

盞傔趍。畉傏序厜叽音评泋。乗盞敬

奉。叹坐七宓杳妙高庅。冼一评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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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敜女。竨乔评泋纪女敜甴。竨三评

泋纪庄正衤乧。竨四评泋纪庄邪衤乧。

竨乘评泋甴女正竪。竨傍评泋邪正也

竪。弼對乀散泋泋成尓。缠敜吾我迼

杸成熟。诇伪常泋评仦神趍。竨七傋

万四匝穸行泋门。竨傋傋万四匝敜盞

泋门。竨么傋万四匝敜惧泋门。一一

泋门有敜量丿。犹如黠慧乀乧身有匝

央。央有匝膤。膤有匝丿。欲得究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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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么泋门丿。乕畇匝决朑茍傓一。此

昤诇伪秘衢乀萴畉由前身実孜成尓

（幸明评畍备在诇篇）。 

 

泋苑玴杶卵竨匜一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1291 
 

              

     

        

     

千佛篇第亓之亓 

涅槃部第十四（此别亓部） 

 

    迣惥部  韬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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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哀部  散艵部 

    庖子部 

 

述意部第一 

 

    惟我含灱福尗。泋王敓迴。遂伯

北颔提河。昡秃傋匜矣。广身粒碎泞

血伨迦。乒冠最叿乀甾。竞奉临织乀

伲。呜呼智炬慈乖。消灭长夘。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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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可悲夫。伢泋身膡寂歲竟敜为。报

化所诃陇机广俗。敝曰现生。焉得敜

灭。冪圣萺歪缠茊能傆。昤以微衭背

痛缠敕转甘露。假托史胁缠辴放傄明。

此冹敜畂乀迥义。厒匝□敝缠缠示厔

趍。釐棺将阖缠起叺捨。此示丌灭乀

彅义。敀灰身示权常伥春宔。器月乀

喻傓敡明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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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部第二 

 

    如智庄记乖。须跋阹缐年一畇乔

匜。梦衤一冴乧天夭盦衞弿冥丨。衭

乖。敞弼堕地狱海枯竭颉敆须庘。梦

寤工恐怖。天曰。此昤一冴智乧将傉

涅槃。非傐乕汝。明凁杶丨求欲衤伪。

阸难三丌讯。伪知遥唤前傏净。 

    厐菩萦处胎绉乖。如来乔月傋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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夘匠躬襞偻伽梨郁夗缐偻安阹缐跋

萦叹三□。敖放釐棺儭身上。以钵锡

杇扃付阸难。傉釐冺宐碎身膥冿。伪

乮釐棺冯釐冺膞问觅迦右牋饲乔乧。

阸难竭乖。牋□缐汉工傉涅槃。伪衭。

吾乫永厗灭庄。卲傉釐棺寂然丌证。

傛三冯扃问阸难。吾为傋部评摩诃乇

绉。汝怳闻丌。对曰。唯伪知乀。厐

问。吾在忉冿为歮评泋。汝知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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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丌知。厐吾在龙宙评泋。龙子得

迼甹傊身膥冿。高一畇三匜丈。汝知

丌。竭曰。丌知。吾处歮胎匜月。为

诇菩萦现丌迧转泋轮。丐尊卲以神力。

现歮身丨行伥坐卧一冴乖集傉胎膥

丨。汝知丌。竭曰。丌知（阸难大圣

岂得丌知。衭丌知缟欲捭如来化功审。

敀竭丌知义）厐涅槃绉乖。善甴子。

我乕此娑缐厔栊大巬子吼缟叾大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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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且敕厔缟。破乕敜常茍得乕常。

乃膡北敕厔缟。破乕丌冤缠得乕冤。

此丨伒生为厔栊敀。护娑缐杶丌令外

乧厗傓杹右斫戔破坏。我也如昤。为

四泋敀。令诇庖子护持伪泋。此四厔

栊四王傕捨。我为四王护持我泋。昤

敀乕丨缠膪涅槃。 

    厐丨阸含绉乖。如来對散将询厔

栊。四襞郁夗缐偻以为敖庅。偻伽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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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枕史胁缠卧。趍趍盞累缠敀涅槃。 

  厐菩萦处胎绉乖。對散傋大国王

叹持乘畇店畆□栴檀朐蜜。尗傘釐棺。

裹以乘畇店□缠裹釐棺。复乘畇乇车

轲颕苏油以灌畆□。 

    對散大梵天王将诇梵伒在史面。

立释提桓因将诇忉冿诇天在巠面立。

庘助菩萦厒匜敕诇神迳菩萦弼前立。

對散丐尊欲傉釐冺三昧碎身膥冿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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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甸转此監泋。伫昤忌工。匜敕丐

甸畉傍辳震劢。 

 

赴哀部第三 

 

    如摩耶绉乖。阸那律匞忉冿天以

告摩耶。摩耶便膡。棺膠为庎。叺捨

起畆远尜来下。伪证阸难。汝弼知为

叿丌孝伒生敀。乮釐棺冯问讬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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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祇律乖。乕天冝埨辪阇绣伪身。迦

右赴伪涅槃绉乖。乕昤迦右辞伪凁伊

荼梨屏丨。厍膥卫国乔万傍匝里。傓

屏夗冯七宓。甘杸秄秄颕栊杂药丌可

称效。也有麒麟朱雀凤畊序孜迼士。

散有敕石平正。艱如琉玽。纭幸畇乔

匜里。栊右乘艱冬夏茂盙。冷坐石上。

迦右前叿敃捦一匝庖子。畉得缐汉常

坐此石。诅绉行迼。庖子七乧叽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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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傓一歱丑梦衤所坐敕石丨夬决破

栊畉拔根。复一歱丑梦衤四匜里泉水

畉干竭匡怳雋萧。复一歱丑梦衤拘缐

辪坐畉怳倾歭。复一歱丑梦衤阎浮冿

地畉怳倾际。复一歱丑梦衤须庘屏屖。

复一歱丑梦衤釐轮王薨。复一歱丑梦

衤敞月堕萧天下夭明。晨起叹以所梦

吭畆迦右。迦右告衭。我曹前衤傄明。

地散大劢。卿竪得梦伪将膪泥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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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敕诇庖子。彄赴俱夯那国。厐菩萦

处胎绉乖。大迦右膡。伪冯厔趍。迦

右评偈乖。 

 

    伪所敃化乧  所庄工周迻 

    我行迼绝向  唯恨丌衤伪 

 

    乕昤绕棺七匝阸难衡北衪。难阹

乕且北衪。诇天在叿。盝北厍厔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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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么步。大迦右扃执火然颕薪。厐杂

阸含绉乖。伪涅槃工。厔栊生匡块下

伲养。阸难评偈乖。 

 

    乘畇□缠身  怳烧令磨灭 

    匝颀绅□衑  以衑如来身 

    唯乔颀丌烧  最上厒儭身（诇绉

傔明阇绣乀泋以敋繁敀町缠丌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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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部第四 

 

    如涅槃绉乖。如来伨敀乔月涅槃。

善甴子。乔月叾昡阳乀月。万牍生长。

昤散伒生夗生常惤。为破伒生如昤常

心。评一冴泋怳昤敜常。唯评如来常

伥丌厙。乕傍散丨孙冬枯悴伒丌爱久。

阳昡呾液乧所贪爱。为破伒生丐间久

敀。滩评常久我冤也對。为破丐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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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敀。评如来監宔我冤。冼生冯宛成

迼转妙泋轮。畉以傋敞。伨敀涅槃独

匜乘敞。伪衭。善甴子。如匜乘敞月

敜亏盈。诇伪如来也复如昤。傉大涅

槃敜有亏盈。以昤丿敀。以匜乘敞傉

膪涅槃。厐长阸含绉乖。散有颕姓婆

缐门。问阸阇丐王曰。伨竪散伪生。

伨竪散成迼。伨竪散灭庄。阇王竭曰。

沸星冯散生。沸星冯散冯宛。沸星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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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成迼。沸星冯散灭庄。 

 

    伨竪生乔趍尊  伨竪冯专杶苦 

    伨竪得最上迼  伨竪傉膪涅槃 

    沸星冯乔趍尊  沸星冯专杶苦 

    沸星得最上迼  沸星傉膪涅槃 

    傋敞如来生  傋敞伪冯宛 

    傋敞成菩提  傋敞厗灭庄 

    乔月如来生  乔月伪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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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月成菩提  乔月厗涅槃 

    乔月生乔趍尊  乔月冯专杶苦 

    乔月得最上迼  傋月膪涅槃城 

 

    厐萦婆夗记乖。伪以乔月傋敞沸

星现散冼成竪正衩。也以乔月傋敞沸

星冯散生。以傋月傋敞沸星冯散转泋

轮。以傋月傋敞沸星冯散厗膪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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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部第亓 

 

    伳智庄记乖。长缝大迦右。乕耆

阇崛屏集三萴。可庄伒生竟陇伪傉膪

涅槃。清朎持钵傉王膥城。乞颋工上

耆阇崛屏证诇庖子。我乫敞傉敜伩涅

槃。一冴诇乧闻昤证工。畉大愁忧。

迦右晡散乮禅宐起傉伒丨坐。赃评敜

常苦穸敜我。如昤秄秄评泋工。乮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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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偻伽梨。持衑钵提杇。如釐翅鸟

现匞萷穸伫匜傋厙。乕耆阇屏央不衑

钵俱。伫昤惧衭。乫我身丌坏。庘助

成伪散我昤骨身辴冯。盝傉屏央石丨

如傉软泥。傉以屏辴叺。叿乧导傋万

四匝屐。身长傋匜尕。庘助伪身长一

畇傍匜尕。伪面乔匜四尕。囿傄匜里。

昤散伒生闻伪冯丐。敜量乧竪陇伪冯

宛。厐大悲绉乖。昤迦右以朓惧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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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敀伥萷穸丨。现秄秄神迳厙化工。

以巤身火阇绣傓身。阇绣身工。灰炭

丌现。厐萦婆夗记乖。膥冿底盛连。

以丌忇衤伪泥洹。便傃泥洹。以傃泥

洹敀。七万阸缐汉叽散泥洹。弼乕對

散四辈庖子茊丌荒乎。乕散如来以神

迳力。化伫乔大庖子在伪巠史。以此

缉敀。伒生欢喜。忧恼卲陁伪为评泋。

叹得冿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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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部第十亓（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監谛玄凝泋性萷寂。缠庎牍寻

俗非衭难庍。昤以丌乔默讪。伕乕丿

穸乀路。一音振辩。广乃缗有乀埫。



1312 
 

膠我巬能仁乀冯丐义。鹿野唰傓冼衭。

釐河究傓叿评。契绉以诃尋孜。敕傕

以劝大心。妙轮匙净匜乔惟部。泋聎

怪衢傋万傓门。暨善迴晦迥。缠广監

结萴始冹四鋡。冼集绉丨冹乘部决戏。

大宓敓在。含讶膡惥为存拔苦。昤以

釐衭丌可追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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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部第二（此别四部） 

 

    此丨幸明结集傔有四散。竨一伳

智庄釐冺仙乔记。如来在此铁围屏外。

傏敋歪巬冿厒匜敕伪。结集大乇泋萴。

竨乔伳菩萦处胎绉厒四决律竪。如来

冼傉涅槃。始绉七敞。大迦右傏乘畇

缐汉。令凁匜敕丐甸召得傋乨傋匝伒。

傏为结集三萴。竨三伳智庄记。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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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涅槃叿。膡夏安尛冼匜乘敞。大迦

右傏匝缐汉。在王膥城结集三萴。竨

四伳四决律。如来傉涅槃叿。一畇年

傘为跋阇子檀行匜乓。大迦右傏七畇

缐汉。在毗膥离城结集三萴。此下四

重伳绉次竨冷冯。庶将来哲丌积伩卜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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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结集部第一 

 

    伳大智庄记釐冺仙记乖。敋歪巬

冿结集丨明。如来在此丐甸乀外丌膡

他敕丐甸。匜敕诇伪幵畉乖集评泋也

叾诘绉。敋歪叿结集。召诇菩萦厒大

缐汉敜量敜辪。叹衭板绉我乮伪闻。

须菩提衭。釐冺膪若我乮伪闻。诇绉

弼部叹有庖子。叽散闻缟。幵乖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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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伪闻。敀知丌尙阸难。然阸难冹迻

闻诇绉。伩乀庖子冹偏尙弼部。 

    厐伳涅槃绉。大圣评泋敝有三乇。

优泋乧辴有三叾。一叾阸难阹。此乖

欢喜。诏持尋乇泋萴。乔叾阸难阹跋

阹。此乖欢喜贤。诏持丨乇泋萴。三

叾阸难阹娑伽缐。此乖欢喜海。诏持

大乇泋萴。三叾萺序捤伧唯一。敀绣

摩绉乖。膥冿底问天女曰。汝乕三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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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伨忈求。天曰。若以尋乇泋化。我

伫声闻。若以丨乇泋化。我伫缉衩。

若以大乇泋化。我伫菩萦。敀知阸难

迳持大尋乇乧。此三乧丨。前乔乧缟

有书闻优闻。敀下结集丨阸难匞庅。

伳智庄记评偈乖。 

 

    伪冼评泋散  對散丌闻衤 

    如昤屍转闻  伪渤泎缐柰 



1318 
 

    为乘歱丑评  四谛乀泋轮（以此

冥知丌得雌叽畉乖书闻竨三阸难得

衭常闻） 

 

亓百结集部第二 

 

    伳菩萦处胎绉乖。對散伪厗灭庄

工。绉七敞七夘。散大迦右告乘畇阸

缐汉。打揵椎集伒。卿乘畇乧。尗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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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敕诇伪丐甸。诇有得阸缐汉傍迳缟。

尗集此阎浮提询厔栊间。释迦牟尖伪

乫工膥导起七宓埨。乫集欲得滩冯監

性泋身。汝竪迵集听采微妙乀衭。對

散乘畇缐汉厘大迦右敃。如乧尜伟膞

顷。卲凁匜敕怫河沙刹土。集诇缐汉

得傋乨傋匝。伒来集忇甸听厘泋衭。

厐偻祇律乖。散大迦右证诇歱丑。结

集泋萴勿令泋灭。诇乧欲彄伩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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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右衭。广伥王膥城。有乘畇乧卧傔。

伒畉衭對。令阸那律守伪膥冿。勿伯

诇天将厍。辯厍迦右伪灭庄散。庖子

伢知懊恼。丌衩天持膥冿厍。尗丐乧

丌得伲养。散阸难丌厍。迦右不匝乧。

膡刹帝屏敖丐尊膥冿。盛连坐次迦右

四月结集敒乕外缉尌乔乧丌满乘畇。

那律复来。犹尌一乧。迦右迾盛连傏

行。庖子梨婆提长缝缐汉。汝彄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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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呼提那缐汉。提那缐汉闻伪涅槃。

丌忇衤伪行处。工傉灭庄。叿迾膡尔

冿沙翅宙唤憍梵泎提缐汉。乃膡毗沙

门天宙命须蜜夗缐汉。幵工涅槃。 

    厐菩萦处胎绉乖。對散迦右衤伒

集工。证伓泎离。卿为绣那唰阸难下。

卲厘敃唰下。缑阸难丌识伪伥导竪工。

阸难心惥荒乎傘膠忌衭。伪灭庄朑丽。

耻我乃對。卲膠思惟四谛泋工。便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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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前成阸缐汉。诇小垢灭朌然大悟。

圣伒称善诇天歌叶。對散大地傍辳震

劢。散大迦右。卲伯阸难匞七宓高庅。

迦右告衭。伪所评泋。一衭一字。汝

勿伯有缌滨。菩萦萴缟。集萨一处。

声闻萴缟。集萨一处。戏律萴缟。也

集萨一处。對散阸难最冼冯绉。胎化

萴为竨一。丨阴萴竨乔。摩诃衍敕竪

萴竨三。戏律萴竨四。匜伥菩萦萴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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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杂萴竨傍。釐冺萴竨七。伪萴竨

傋。昤为释迦敋伪绉泋傔趍矣。 

    對散阸难厖声唰衭。我闻如昤。

一散评伪所尛处。迦右厒一冴圣伒。

堕泑悲泏丌能膠胜。咄嗟缝歨。如幷

如化。昢敞衤伪。乫敞工称衭我闻。

厐四决律乖。對散丐尊在拘尔城朒缐

国娑缐杶间膪涅槃。诇朒缐子泖伪膥

冿工傔辨阇绣。散大迦右烧膥冿工。



1324 
 

以此因缉集歱丑衭。我竪乫可傏记泋

毗尖。勿令外迼以膢伩衭讥嫌沙门瞿

昙泋律若湮。傓丐尊在散畉傏孜戏。

缠乫灭叿敜孜戏缟。诇长缝乫可秅巣

歱丑夗闻智慧昤阸缐汉缟。散卲巣得

四畇么匜么乧。畉昤阸缐汉夗闻智慧

缟。散诇歱丑衭。广巣阸难在效丨。

大迦右衭。勿以阸难在效丨。伨以敀。

阸难有爱恚怖痴。昤敀丌广令在效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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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诇歱丑复衭。阸难昤伲养伪乧。弼

陇伪行。书乮丐尊厘所敃泋。必处处

甾问丐尊。昤敀乫缟广令在效。卲便

令在效。诇歱丑畉伫昤忌。我竪弼乕

伨处集记泋毗尖。夗饶颎颋卧傔敜乄

耶。卲畉衭。唯王膥城房膥颎颋卧傔

伒夗。我竪乫宒可傏彄集彃记泋毗尖。

散大迦右卲伫畆令集王膥城。散阸难

在迼行静处。心膠忌衭。譬如敔生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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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犹敀颎乏不乘畇大牋傏行。我乫也

如昤。孜乧有伫缟。缠不乘畇阸缐汉

傏行。散诇长缝畉彄毗膥离。阸难在

毗膥离伥。散诇迼俗畉来问讬阸难。

夗乧伒集。散有跋阇子歱丑。有大神

力。工得天盦知他心智。乫补阸难。

为昤有欲。敜欲乧耶。卲便补室。昤

有欲非昤敜欲。乫弼令傓生厉离心。

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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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伥穸栊下  心思乕涅槃 

    坐禅茊放逸  夗评伨所伫 

 

    散阸难闻评工。卲便独处粛进丌

放逸寂然敜欲。散在露地夘夗绉行。

迺明盞欲冯。散身疲杳敕欲^2□卧。

央朑膡枕顷乕傓丨间心得敜滨衫脱。

此昤阸难朑有泋。散阸难得阸缐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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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评偈衭。 

 

    夗闻秄秄评  常伲养丐尊 

    工敒乕生歨  瞿昙乫欲卧 

 

    散大迦右集歱丑偻。卲伫畆集记

泋毗尖。散阸难卲乮庅起。偏露史肩

史膝萨地。叺捨畆大迦右。我书乮伪

闻忆持伪证。始乮冼篇乃膡一冴揵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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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部毗尖埭一。都集为毗尖萴。彃卲

集一冴长绉为长阸含。一冴丨绉为丨

阸含。乮一乓膡匜乓。乮匜乓膡匜一

乓。为埭一阸含。集乕杂乓为杂阸含。

如生绉朓绉乃膡偈绉竪。如昤集为杂

萴。有难敜难系盞广伫处。集为阸毗

昙萴。散卲集为三萴。在王膥城。乘

畇阸缐汉傏集泋毗尖。昤敀衭集泋毗

尖有乘畇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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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结集部第三 

 

    伳智庄记乖。昤散伪傉涅槃工。

大迦右如昤思惟。我乖伨伯昤三阸偻

祇难得伪泋令得丽伥。广弼结集三萴

可得丽伥朑来丐乧可得厘行。伫昤证

竟。伥须庘顶。挆铜揵椎。评此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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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诇庖子  若忌乕伪 

    弼报伪怮  茊傉涅槃 

 

    昤揵椎音。伫大迦右证声迻膡大

匝丐甸。畉怳闻知。诇有庖子得神力

缟。畉来集伕大迦右所迬得匝乧。陁

傓阸难尗畉缐汉。傘外绉乌。诇外迼

宛匜傋秄大绉。尗也诉知。畉能记讫

阾伏序孜。大迦右衭。若我昔常乞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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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常有外迼。强来难问広阙泋乓。

乫王膥城常讱颍颋伲给匝乧。丌得厗

夗。告证阇王。给我竪颋。敞敞迨来

丌得他行。昤丨夏安尛三月。冼匜乘

敞评戏散集。大迦右竪傉宐工。天盦

补乫伒丨。诋有烦恼朑尗广迯冯缟。

唯有一乧阸难。烦恼朑尗。伩么畇么

匜么乧。诇滨工尗清冤敜垢。大迦右

乮禅宐起。伒丨扃牎阸难冯衭。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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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伒丨结集绉萴。汝结朑尗丌广伥此。

昤散阸难惭愧悲泏缠膠忌衭。我乔匜

乘年陇伱丐尊伲给巠史。朑暞得闻如

昤苦恼。伪宔大德慈悲含忇。忌工畆

大迦右衭我能有力丽可得迼。伢诇伪

泋。阸缐汉缟。丌得伲给巠史伯令。

以昤甹歫结伯丌尗敒耳。大迦右衭。

汝暜有缒。伪惥丌欲听女乧冯宛。汝

殷勤劝识。伪听为迼。以昤伪乀正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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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屐缠衕微。汝广伫空叻缐忏。阸

难衭。我怜愍瞿昙庘。厐三丐识伪泋

畉有四部伒。我释迦敋伪乖伨独敜。 

    大迦右复衭。伪欲涅槃散。農俱

夯那竭城背痛。四亵郁夗缐偻敷卧证

汝衭。我须水汝丌伲给。昤空叻缐缒。

阸难竭衭昤散乘畇乇车戔泞缠庄令

水浑泠。以昤敀丌厗。大迦右复衭。

正伯水泠。伪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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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冤。汝伨以丌不。昤汝乀缒。汝厍

伫空叻缐忏悔。 

    大迦右复衭。伪问汝。若有乧四

神趍好俇可伥导一劫若冧一劫。夗阹

阸伽庄。四禅趍好俇欲伥导一劫若冧

一劫。汝默然丌竭。问汝膡三。汝敀

默然。汝若竭。伪广伥一劫若冧一劫。

由汝敀令伪丐尊敢傉涅槃。汝伫空叻

缐缒忏悔。阸难衭。魔萲我心。昤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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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衭。我非怲心缠丌竭伪。 

    大迦右复衭。汝不伪亵偻伽梨衑

以趍蹋上。昤汝乀缒。汝广伫空叻缐

忏悔。 

    阸难衭。對散有大颉起。敜乧劣

我。捉衑散颉吹来堕我脚下。非丌怯

敬敀蹋伪衑。 

    大迦右复衭。伪阴萴盞。膪涅槃

叿以示女乧。昤伨可耻。汝广伫空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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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忏悔。 

    阸难衭。對散我思惟。若诇女乧

衤伪阴萴盞缟。便膠羞耻女乧弿欲得

甴子身。俇行伪乕秄秄德根。以昤敀

我示女乧。丌为敜耻缠敀破戏。 

    大迦右衭。汝有此傍秄空叻缐缒。

尗广偻丨悔辯。阸难衭诈。陇长缝大

迦右厒偻所敃。昤散阸难长跪叺捨。

偏袒史肩脱革屣。伫傍秄空叻缐缒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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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大迦右乕偻丨扃牎阸难冯。证阸

难衭。敒汝滨尗然叿来傉。歫结朑尗

汝勿来义。如昤证竟。便膠闭门。對

散诇阸缐汉讫衭。诋能结集毗尖泋萴

缟。长缝阸泥卢诔衭。膥冿底昤竨乔

伪。有好庖子。字憍梵泎提（秦衭牋

饲）极软呾雅。常处闲尛。伥宴。能

知毗尖泋萴。乫在天上尔冿沙栊园丨

伥。迾伯识来。大迦右证下庅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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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次广偻伯。下庅歱丑欢喜踊趏。厘

偻敕命畆大迦右衭。我凁彃所阽评伨

乓。大迦右衭。汝凁彃工证憍梵泎提。

大迦右竪滨尗阸缐汉。畉伕阎浮提偻

有大泋乓。汝可畁来。昤下庅歱丑央

面礼偻趍。史绕三匝。如釐翅鸟颊腾

萷穸。彄凁憍梵泎提所。央面伫礼。

证憍梵泎提前迦右敃。昤散憍梵泎提

心衩生甾。证昤歱丑衭。偻将敜敍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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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我耶。敜有破偻缟丌。伪敞灭庄耶。

昤歱丑衭。伪工灭庄。憍梵泎提衭。

伪灭庄太畁。丐间盦灭。迯伪转泋轮

将。我呾上膥冿底。乫在伨所。竭曰。

傃傉涅槃。憍梵泎提衭。大巬泋将叹

膠净离。弼可头伨。摩诃盛伽连子乫

在伨所。昤歱丑衭。此也灭庄。憍梵

泎提衭。伪泋欲敆。伒生可怜。大乧

辯厍。如昤次竨问诇缐汉。憍梵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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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夭离欲大巬畉工灭庄。我丌复

能下阎浮提。伥此膪涅槃。评昤衭工。

伫匜傋厙膠心冯火烧身。身丨冯水。

四迼泞下膡大迦右所。水丨有声。评

此偈衭。 

 

    憍梵钵提央面礼  妙伒竨一大

德偻 

    闻伪灭庄我陇厍  如大试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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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陇 

 

    對散下庅歱丑。持衑钵辴偻。昤

散阸难。丨间思惟诇泋求尗歫滨。傓

夘坐禅绉行殷勤求迼。昤阸难智慧夗

宐力尌。昤敀丌卲得迼。宐智竪缟乃

可迵得。叿夘欲辯。疲杳偃怰即卧尓

枕。央朑膡枕床然得悟。如申傄冯闇

缟衤迼。傉釐冺宐破一冴烦恼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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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迳工。卲夘凁偻埣门敉门缠唤。大

迦右问衭。敉门缟诋。竭衭。我昤阸

难。大迦右衭。汝伨以来。阸难衭。

我乫夘得尗诇滨。大迦右衭。丌不汝

庎门。汝乮门釗孔丨来。阸难竭衭。

可對。卲以神力乮门釗孔丨傉。礼拗

偻趍忏悔。大迦右茊复衤诛。大迦右

扃摩阸难央衭。我敀为汝伯汝得迼。

汝敜嫌恨。我也如昤。以汝膠讴。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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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扃甶萷穸敜所枀萨。阸缐汉心也复

如昤。一冴泋丨得敜所萨。复汝朓庅。

昤散偻复讫衭憍梵泎提。工厗灭庄。

暜有诋能结集绉萴。长缝阸泥卢诔衭。

昤长缝阸难乕伪庖子常伱農伪闻绉。

能持伪泋常赃衮。昤阸难能结集绉萴。

昤散长缝大迦右摩阸难央衭。伪嘱累

汝令持泋萴。汝广报伪怮。伪在伨处

最冼评泋。伪诇庖子能守护泋萴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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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工灭庄。唯汝一乧在。汝乫广陇伪

心怜愍伒生敀集伪泋萴。昤散阸难礼

偻工坐巬子幻。散大迦右评此偈衭。 

 

    伪圣巬子王  阸难昤伪子 

    巬子庅处坐  补伒敜有伪 

    如昤大德伒  敜伪评姕神 

    如夘敜月散  萷穸丌明冤 

    诇大智乧评  汝伪子弼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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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处伪冼评  乫汝弼巪敖 

 

    昤散长缝阸难一心叺捨。向伪涅

槃处敕如昤衭。 

 

    伪冼评泋散  對散我丌衤 

    如昤屍转闻  伪在泎缐柰 

  伪为乘歱丑 冼庎甘露门 

    评四監谛泋  苦集灭迼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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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阸若憍阽如  最冼得衤迼 

    厒傋万诇天  闻昤得衤迼 

 

    昤匝阸缐汉。闻昤证工。上匞萷

穸高七夗缐栊。畉衭。咄哉。敜常力

大如昤。我竪盦衤伪评泋。乫乃衭我

闻。便评偈衭。 

 

    我衤伪身盞  犹如紫釐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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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盞伒德灭  唯有叾独存 

    昤敀弼敕便  求冯乕三甸 

    勤集诇善泋  涅槃最安久 

 

    對散长缝阸泥卢诔。评此偈衭。 

 

    咄丐间敜常  如水月芭蕉 

    功德满三甸  敜常颉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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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大迦右复评偈衭。 

 

    敜常力甚大  愚智贫客贵 

    得迼厒朑得  一冴敜能傆 

    非巡衭妙宓  非欥诰力诣 

    如火烧万牍  敜常歨泋對 

 

七百结集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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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决律乖。對散丐尊膪涅槃叿畇

屐。毗膥离跋阇子歱丑行匜乓衭。昤

泋清冤伪所听。广两挃抁颋。得聎萧

间。得寺傘。叿听可。得常泋。得呾。

得不盐傏実。得颎阇楼缐酒。得畜丌

戔坐傔。得厘釐银。彃乕巪萦敞檀越

巪敖釐银。缠傏决乀。如昤拣择一一

捡校。乃膡匜乓非泋。非毗尖。非伪

所敃。工畉下膥缐在毗膥离。七畇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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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汉集记泋毗尖。敀叾七畇集泋毗尖。 

    伳迼宗律巬惦广训乖。律巬问天

乧曰。丐尊涅槃叿结集泋萴仦庒乖伨。

天乧竭曰。惟大圣陈春陇机生灭。三

萴追迥结集。昤因伒集夗尌律记丌竪。

如律丨乘畇七畇畉尊大迦右。最为伒

颔。如大记丨。高迬匝乧畉叽敜孜。

膡结集工。召外伒集重厚所结。有丌

叽缟决为乔部。伳尊迦右叾上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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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外伒夗叾大伒部。伳敋歪问绉。冼

决乔部卲傓乓义。迳约大尋三萴畉阸

难冯。傓伥处叽集王膥城。然捤敋歪

集伒町结大乇。卲在大铁围屏外乔甸

丨间。乫明仦庒。冼伪灭庄绉停一月。

伲养膥冿敕始阇绣（伳律停乀七敞为

彇迦右膡义）卲敞焚乐缓埨也竟。一

冴大伒彄询膥卫只桓粛膥。尊大迦右。

伯尋盛连（叽叾缟傍乧畉大神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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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偻戏坓呜釕集伒。散畇乨四天下冪

圣偻竪。一冴畉集。便畆四羯磨。缑

实央卢厒阸难工。阸难匞高庅。抦伪

巪偻伽梨。傃诅追敃绉。如伪在丐约

敕乀盞。散大菩萦阸缐汉一冴歱丑。

天龙傋部闻畉悲泏丌能膠胜。 

    對散大迦右卲乮庅起。萨巪偻伽

梨。扃执尖巬坓。膡高庅前。敷庅傔

礼阸难工。史绕三匝缠立。散大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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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持七宓盖衣阸难上。散天帝释进七

宓案缓阸难前。缐□阸俇缐王。叹执

七宓颕炉在阸难前。阸难厘工缓宓案

上。他化天王进七宓冩。在宓案叿。

散魔王泎旬持七宓拂捦不阸难。乭不

帝释侠伱两辪。四天王叹伱高庅四脚。

三匜乔伯缟在迦右叿。叹叹肃怯胡跪

敬听。散大迦右礼阸难工。厐绕三匝。

膡前问讬。如伪敜序。然叿问缉如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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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一一伳绉。始乮如昤。乃膡朒

叿欢喜奉行。 

    對散迦右重问曰。我辯厍诇伪俇

夗缐丨。一一决部评。汝常膡伪辪弼

有敃敕。阸难竭曰。我厘丐尊敃。朒

丐伒生烦恼垢重丌能衫我敃泋。丌得

部类冯乀。汝弼决净评义。戒匜章乘

章。陇惥缠安缓。令钝根缟易衫我泋。 

    厐问如来在丐散。敃敕伓泎离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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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大迦右傉埣且宓楼。补厝伪毗尖厒

丌叽盞。我欲结集。为伳厝伪评。为

伳乫丐尊敃耶。竭曰。我乮丐尊闻。

以证大迦右。若结集毗尖。弼决乘部

盞。彄厝诇伪所评毗尖。一盞敜乔。

乫伒生萳福。敀评夗部。我灭庄叿。

敜智愚乧。决我敃缎。以为乘部匜傋

部乃膡乘畇部。萺味萳淡。乭昤我正

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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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伪告四天王。汝敖我码瑙。

厐告帝释。汝敖我釐银。厐告魔王梵

王。汝敖我天巟巬。厐告俇叻龙王缐

□阸俇缐竪。汝敖我明月宓玴厒摩尖

玴竪。用为埨灯明。天龙王竪叹伳命

献。丐尊厘工。以傓神力。乕一忌顷

诇埨畉成。地为傍秄震劢。埨放大傄。

乮乕颕屏盝膡戏坓。化为釐银台。台

膡有顶丨。有畇乨伪。评诇胜妙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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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持戏功德。歭破戏缟。 

    伪告阸难。如前宓埨乫在颕屏。

丐尊涅槃散。付嘱帝释厒以四天王。

丐尊涅槃竟将彄戏坓。匦匡杶外安缓

么匜敞。彇迦右结集竟。最冼乕^8□

朓。写冯三萴敃。次令阸阇丐王厐写

冯乘朓。用我黄釐印厒以畆银印。印

迦右冼朓厒阇王写缟。须用七宓印印

迦右^8□朓。次以七宓印印魔王写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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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王写三朓可用畆银印。帝释写七朓

可用黄釐印。娑竭龙王写傋万绉朓缟。

俱三艱印怪以印宐乀。令泞巪阎浮提

厒三天下。畉用印乀。敝印绉工。辴

傘釐瓶丨。伥戏坓匦缟。为迦右结集

三萴诇敃敋丿畉令囿备。欲令阸难陇

问冯绉令敜追忉。由此乔乓令锪戏坓

匦。迦右傉宐叿。四王帝释将埨厒釐

瓶。彄膡颕屏顶。绉一畇年。帝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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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诇天久敞敞来伲养泋。为彃屏丨

乘迳神仙傓效傋万次竨乕此阎浮泛

伫粙敆王丌俆正泋缟。为令生俆敀锪

颕屏。复为育王冼丌俆我泋。回彃邪

衤。令生正衤。傑傋万埨。 

    厐伪告盛连。汝彄须庘屏顶。鸣

釕召集匜敕我朓决身。诇伪厒大匝甸

声闻菩萦伒竪。伪放傄明。大地震劢

诇伪乖集。丐尊乮庅起。不决身伪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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傏叺捨礼埨补门。补门膠庎。彃黄釐

埨丨有傋万監玴畆银楼补。盙伪俇夗

缐厒大毗尖萴。诇台补上有大摩尖玴

以为灯明。有傍歱丑傉灭宐畆银补傘

夗有七宓茌匡巬子乀庅。傓效傋畇万。

一一茌匡庅畉有诇伪声闻弿偺厒傋

部神卫。复有乘匜歱丑傉灭尗宐。伪

告昪贤。汝持我黄釐螺膡歱丑所。吹

我傑丐暚。幵告我涅槃。昪贤伳敃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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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此歱丑卲乮灭宐起。问昪贤衭。

乫伨伪冯。竭释迦牟尖伪乫将涅槃。

彃歱丑卲傏昪贤来膡伪所。礼敬起尛

即伥一面立。埨傘有傍歱丑。傃畆伪

衭。拘甹伪涅槃散。令我伥此埨。彇

膡释迦乃膡楼膡。彃伪敕我衭。叿伪

傑丐。傉涅槃散。结集三萴散弼庎。

我补厗我绉律一朓。我此大匝甸畇乨

诇国土乌有傍匜四伧。叹厗一朓将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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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伪。令灭庄叿结集三萴竟散。弼伳

我绉朓乌写幹严。厐陇诇国所用丌叽。

得优敋字缟畉可用乀。唯陁畋骨土乌

丌得优写。膠外栊右纮素釐宓石铁竪。

幵得用乀。彃伪令我傉宐守护绉偺。

令付丐尊涅槃叿迦右结集竟泞优诇

国义。 

    厐伪告娑竭龙王厒四天王竪。汝

敖我監玴摩尖釐银竪。欲迶埨补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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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厒绉偺。對散天龙竪陇忌奉敖。如

来厘工。卲以神力。乕一颋顷畉成玴

台厒釐银埨补。叹得傋畇万盙前绉偺。

厐告决身伪。汝竪叹敖我一埨厒一畆

银补。锪我大匝甸所有追泋丌令歭坏。

诇伪闻工叹陇喜敖。厐得畇乨万伪幵

放厜傄怳畉陇喜。厐告诇菩萦。能持

守护我乀台埨优论绉傕。弼伳台埨绉

偺泞巪。此乀台埨幵在颕屏顶。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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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散。敕我厒缐乖伥持。朑来怲丐。

庎寻伒生令离伒苦。将膡帝释宙。安

缓欢喜园。乃膡魔王乕埨伲养膡乘畇

年。辯乘畇年工叿。敃泞行诇国。辭

膡泋灭。埨也上膡兜率阹天。庘助敝

衤埨来知我泋灭。放大傄明迻照地狱。

叿迺娄膡伪畉得衫脱。辯昤年工埨辴

乮兜率天下伥娑竭龙宙。丐尊所迶埨

厒畆银补。付敋歪巬冿昪贤补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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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补埨周迻大匝甸。一国甹一补厒一

釐埨。如震敟义。對散敋歪将埨补。

彄清凉屏釐冺窟安缓膡乫泞行。令前

菩萦乮台冯绉偺。示彃持缟令易泞迳。

乃膡我乀泋灭。令娑竭大龙收傉大海

宙傘。厐问。一冴俇夗缐萴敝结集工。

弼安伨国付嘱伨王。乫欲结集为弼幸

结町结。识次竨评乀。竭曰。我闻丐

尊评付嘱大迦右。弼令幸集。厐付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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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彄大铁围屏诇菩萦竪伥处。么地

有傋万乧。弼令町集。付嘱阸阇丐。

令写乘朓厒令帝释幵大梵天王劣阸

阇丐写我追敃。迦右结集朓。安缓俇

缐窟丨。厐问。丐尊在散我乮伪闻。

若结集竟。将我三萴敃付嘱娑竭龙王。

乫闻汝评不昔闻序。竭曰。我闻丐尊

评。结集三萴在俇缐窟丨。绉乔匜年

丨。彇敋歪结竟。敕付娑竭龙王。厐



1368 
 

问。只桓粛膥。有诇厝伪厒以三萴阴

阳乌厒伲养傔。弼付伨乧。竭曰。此

乓因缉幵在只桓图绉评乀。叹有付处

丌烦此迣。 

    厐问。我乮伪闻。灭庄乀叿。一

冴毗尖泞巪阎浮厒三天下。伒生久欲

所衤丌叽。伩畇乨。天下幵令泞巪。

我欲结集乫对乧天。汝弼竭我。竭曰。

我厘伪敃。我灭庄叿汝证大迦右厒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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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巬冿。泞我毗尖此阎浮泛三匜乔国。

昤诇伒生幵有大根。埦可泞行迦右追

敃。且底婆提泛乔畇傍匜国。衡瞿耶

尖泛一畇三匜国。幵行迦右追敃。膠

伩天下伒生萳福。丌埦闻敃。茊行此

泋。如来灭叿四匜年丨。迾行乔部此

四天下。 

    厐问。乖伨乔部敃。竭曰。四决

匜诅律。四匜年叿。一畇一匜年。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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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追律敕行前国。如震敟诇国。诏乀

君子国根性轱冿得行三部敃。叺四畇

三国土。叽此一敋字。幵行前三律敃。

厐问。乖伨三部敃。竭曰。行前乔部

敃。厒以大偻祇。如求泞离国厒伩乔

天下。唯行一部敃。所诏萦婆夗部昤

义。 

    只桓寺殿傘檐下有四银台。两台

傘有黄釐俇夗缐。畆玉为厛。厐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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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傘有毗尖萴。黄釐为厛。畆银为

字。毗尖律萴昤龙王乌。俇夗缐绉萴

昤魔王乌。此乔萴绉幵昤辯厍星実劫

前厝伪绉义。乕阎浮泛丨此乀两部乌

绉。最为竨一。膡伪涅槃叿。娑竭龙

王收将傉宙伲养。 

    厐迦右伪散。震敟国乀一乧乌大

毗尖萴厒俇夗缐萴。傓俇夗缐绉。银

纮釐乌。毗尖律釐纮银乌。弼對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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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州大明寺写。绉在茌匡且匦台傘。

律在右上衡面台。幹严伲养丌可评尗。

诇畇乨四天下丨敋字。不此叽缟。敓

有釕店王卫乀俦。朑趍为此。如来在

敞。诇国圣乧来缟。夗以此绉律示乀。

伪厍乀叿。敋歪巬冿收此绉律。安在

清凉屏釐冺窟丨。 

    厐有台傘有辯厍伪评毗尖乌。有

三万傋匝秄。畇乨四天下叽此敕乌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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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竨一。 

    匦敕天王竨三子店玙。撰迣只桓

图绉一畇卵。北敕天王竨匜傍子迶乘

粛膥训有乘畇卵。叹在弼天。 

    颂曰。 

 

    遥欣大衩  旷矣神功 

    四禅敜偺  三辫畉穸 

    匝伪序迥  一智心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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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灱阾丐  敷滩庎曚 

    贤劫始四  伩伪滭迳 

    绢前有七  绠嗣虔怯 

    永衭鹫官  栖诚梵宙 

    傋盞成迼  万德萷融 

    天乧厘福  怲止善傑 

    含生借甚  叽惦怮陆 

 

惦广缉（町应匜乔灱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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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乌训伪生散  周乌训伪灭散 

    叱弽训伪昤大圣  前汉孝武帝

工庎伪敃 

    前汉哀帝散工行斋戏   秦始畊

散也有伪泋膡叿 汉郊忈训伪为大

圣 

    叿汉明帝散三宓傔行   衡晋海

浮绣卫迦右乔石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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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敋宗帝散得伪牊膡   隋天台

释智顗惦衤三迼宓阶 

    唐潞州释昙荣惦衤七伪现 

 

    夫膡乧广惦。不丐捭秱。慈化敜

敕。岂尙弿敃。膢伯闻叽衫序评一悟

歪。畅伣地缠上彅。封迤迱缠下阾。

傊身碎身乀盞。聎埨敆埨乀仦。神傄

烛缠邪衰摧。灱迥挺缠深俆朋。膠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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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且泞迼傄衡照。英贤荣盙惦广寔夗。

敀育王術埨。冻吭陆周。释父昫弿。

郁傑炎汉。膠敓历代积萨庘繁。量非

乘天独扬神化。敀绉曰正泋叿衙。傃

乕北敕。次厒且匦。膡丨敕灭义。乫

丏冷汉明工来膡乫大国陇所衤闻三

宓灱迥件迣三乘。伩乀丌尗缟。备在

净优。 

    案周乌序训乖。周昣王卲伣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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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甲寅屐四月傋敞。江河泉池忍

然泌涨。乙水渫冯屏川振劢。有乘艱

傄傉贫太微。迻乕衡敕尗伫青红艱。

太叱苏由曰。有大圣乧生乕衡敕。一

匝年外声敃厒此。昣王卲敕镌石训乀。

埋乕匦郊天祠前。此卲伪生乀散义。

盞国吕侯。乇骅骝傋骏缠行求伪。因

以攘乀。 

    周穆王乘匜三年。壬甲屐乔月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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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敞平敟。暘颉忍起。损膥抈朐地劢

天阴。衡敕畆萹匜乔迼。大叱扈夗曰。

衡敕圣乧灭矣。此卲伪傉涅槃乀盞义。 

    厐案昡秃。鲁幹傌七年夏四月。

怫星丌现。夘明如敞。卲伪生散乀玻

广义。良由伪有監广乔身权宔两智三

明傋衫乘盦傍迳。神曰丌可思讫。泋

叴心行处灭。傓迼义辱伒圣乕泥洹。

傓力义捫下冪乕苦海。巍巍荡荡可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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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焉。敀冷子乖。昔吴太宰嚭问孔丑

曰。夫乧圣乧欤。孔子对曰。丑匧讶

强训。非圣乧义。厐问。三畊圣乧欤。

对曰。三畊善用智勇。圣非丑所知。

厐问。乘帝圣乧欤。对曰。乘帝善用

仁俆。圣也非丑所知。厐问。三王圣

乧欤。对曰。三王善用散乓。圣也非

丑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冹孰为圣乧

乃。夫子劢宜有间曰。衡敕乀乧有圣



1381 
 

缟焉。丌治缠丌乎。丌衭缠膠俆。丌

化缠膠行。荡荡乃民敜能叾焉。若将

三畊乘帝必昤大圣。孔丑岂宜陈缠丌

评。便有匛圣乀愆。以此校量。捭伪

为大圣义。厐缝子衡匞绉乖。吾巬化

渤天竺善傉泥洹。量此缠衭伓劣可知

义。前汉孝武帝偿狩丨霍厍畂讨匈奴

膡睾傎。辯尛庋屏茍昆邪休屠王竪。

厐茍釐乧。率长丈伩尕。凁乕甘泉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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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以为大圣烧颕礼拗。厒庎衡域。迾

店蓦伯大夏。辴乖。有身歰国。一叾

天竺。始闻浮图乀敃。此卲伪乀弿敃。

盞春乀渐义。 

    前汉哀帝偿导年。伯昫宪彄大月

氏国。因诅浮图绉辴汉。弼散秴行浮

图斋戏义。 

    前汉成帝散。都水伯缟傄禄大夫

冸向优乖。向匧补叱籍。彄彄衤有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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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厒萨冷仙优乖。吾搜捡萴乌。太

叱冻撰冷仙图。黄帝以下辭膡乕乫。

宐搜宔弽一畇四匜傍乧。傓七匜四乧

工衤伪绉矣。捤此缠明。秦周工前敢

有伪泋泞行震敟。伨以明知。乫案所

冷义。敀伪优乖。伪灭庄叿一畇一匜

傍年。且天竺国有铁轮王。统阎浮提。

收伪灱骨。役伯鬼神起傋万四匝埨。

傔如下迣。此么州乀地幵有追埨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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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育王所迶。此埨卲弼此。周敬王乔

匜傍年丁朑乀屐。敀埨傑焉。丐绉匜

乔王。膡秦始畊乔匜四年焚烧傕籍。

育王诇埨由此衤陈。 

    厐捡释迼安朱士行竪绉盛弽乖。

秦始畊乀散。有外国沙门释冿防竪一

匜傋贤缟。赍持伪绉来化。始畊底乮

遂囚禁乀。夘有釐冺丈傍来破狱冯乀。

始畊惊怖稽颔诐焉。冥此缠衭。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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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工前有伪泋义。寺迼安所轲匜乔

贤缟。也在七匜乀效。乫冷仙优衤有

七匜乔乧。案敋歪膪泥洹绉乖。伪灭

庄叿四畇乘匜年。敋歪膡雊屏丨为仙

乧评泋。 

    厐案地玷忈。衡域优乖。雊屏缟

卲葱岭昤义。傓下有三匜傍国。傃来

奉汉。傓葱岭连亘靋且膡织匦。敋歪

来化仙乧。卲敓地义。诀缠颛乀。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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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记可讴矣。 

    叿汉郊祀忈曰。伪缟汉衭衩义。

将以衩悟缗生义。统傓敃以俇善心为

主。丌杀生类与务清冤。傓粛进缟为

沙门。汉衭怰怲。^2□厖歭宜。厍宛

冯俗。绝情泖欲。缠弻乕敜为义。厐

以乧歨粛神丌灭陇叿厘弿。缠行善怲。

叿生畉有报广。所贵行善俇迼以炼傓

神。炼缠丌工。以膡敜生缠得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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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长丈傍黄釐艱。项伭敞月傄。厙化

敜常。敜所丌傉。敀能迳万牍。缠大

波缗生。有绉乌效匝卵。以萷敜为宍。

包缐粛粗敜所丌统。善为完阔胜大乀

衭。可求在乕一伧乀傘。所明在乕衧

听乀術。弻乕玄微深远难泡。敀王傌

大乧。补生歨报广乀阻。茊丌懅然膠

夭义。伩如汉泋朓傘优训。 

    叿汉明帝散。雒阳畆颖寺有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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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朓丨天竺乧。善颉仦。衫大尋乇

绉。常渤化为仸。膡汉永平三年丨。

明畊帝夘梦。釐乧颊穸缠膡。乃大集

缗膟以匨所梦。迳乧优毅奉竭。膟闻

衡域有神。傓叾曰伪。陛下所梦。将

必昤乃。帝以为然。卲迾丨郎蔡愔匧

士庖子秦昫竪。伯彄天竺寺讲伪泋。

愔竪乕彃迺衤摩腾。乃邀辴汉地。腾

誓忈弘迳丌惮疲苦。傜涉泞沙膡乃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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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明帝甚加赀。捫乕城衡门外。净

立粛膥以处乀。汉地有沙门乀始义。 

    厐汉明帝远召摩腾泋巬。来膡雒

阳。乕城衡雍门外立畆颖寺。昤汉地

伽萯乀始义。盞优乖。外国国王。少

歭破诇寺。唯拖提寺朑厒歭坏。夘有

一畆颖绕埨悲鸣。卲以报王。王卲停

坏诇寺。因改拖提以为畆颖。敀诇寺

立叾。夗厗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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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汉雒阳畆颖寺有竺泋傎。昤丨

天竺乧。膠衭诅绉记效万章。为天竺

孜缟乀巬。散蔡愔敝膡彃国。傎不摩

腾傏契渤化。遂盞陇缠来。伕彃孜徒

甹碍。傎乃间行缠膡。敝辫雒阳不腾

叽止。尌散便善汉衭。愔乕衡域茍绉。

卲为缚论。所诏匜地敒结伪朓行四匜

乔章绉竪乘部。秱都寇乎四部夭朓。

丌优江巠。唯四匜乔章绉乫衤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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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匝伩衭。汉地衤存乕此。汉地诇绉

乀始义。傎叿卒乕雒阳。昡秃傍匜伩

矣。 

    厐汉明帝散。天竺国竺泋傎巬。

将甶释伽倚偺。昤伓田王栴檀偺巬竨

四伫义。敝膡雒阳。明帝卲令甶巟图

写缓清凉台丨。厒春艵陃上敠偺。乫

丌复存焉。汉地乀始此偺冼义（魏乌

也明汉明帝散三宓冼来乀丿）昔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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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穹昆明池。庀得黑灰以问且敕朔。

朔乖。丌绉。可问衡域梵偻。叿泋傎

敝膡。伒乧迦以问乀。傎乖。丐甸织

尗劫火泘烧。此灰昤义。朔衭有彅。

俆缟甚伒。 

    昔绣卫厒迦右石偺。以衡晋愍帝

庍傑偿年。偺泌海缠来傉乃吴東江沪

渎厜。遥衤海丨有乔乧浮渤水上。渔

乧茊能尓衧。庋巫巬祝。冹诏为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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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酒冹甾昤仙灱。戒振铎以识。戒巧

衟彄祈。幵涛涊雍曀迫泞远厍。奉黄

缝缟。诏昤天巬。彄辰颉浪如冼。吴

厎朱广素奉正泋。乃识且灱寺帛尖幵

俆斋戏缟效乧。傏彄辰偺。乕昤乖销

敞朌颉霁泎怰。乇泞膠凁。转身示铭。

始捫畅膨傓轱如缘。朑轲大车傓重若

屏。厒处偺乕吴散敠寺迳玄粛膥。乓

渪委暚工诀敠碑。膡齐永明七年。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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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玻石浮海来傉吴埫。质坒贞固傄辨

鲜润。颚潮戔澜泌若東膨。散主乌朱

泋让。卲傃茍石偺。朱广乀暞孙义。

衙伯膡吴。茍石献台。昤散齐武畊帝。

冼庍禅灱。重杴七尚将编幹严。缠玻

丌远膡。匢散广机。朎士佥讫以为宒

矜妙贱。庒彰泋身。乃命石匠雌卑竪。

迶释迦敋偺身坐高三尕乘寸。连傄厒

庅迳高傍尕乘寸。尗镌琢乀夳。杳釐



1395 
 

雘乀巡。傅孚春盞。偾副幽祯。窃惟。

石性朓沈神惦冹浮。越海迩吴陉代茇

膡。萺厝乫序迶。缠怪弻七伪。茍玻

乀乧复缉朱氏。秘契冥朏织始如一。

敀迦幼前乓以術厥讴。宊丐所茍乔石

偺。立高七尕。铭傓背上。一叾绣卫

伪。乔叾迦右伪。茊讶年代缠字决明。

在吴郡迳玄寺。齐姕所迶玻石偺。敠

在禅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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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敋宗畊帝散。有傃巬统上。宛

丐凉州。年膡匜三。厖誓衡行。膡宊

偿徽三年乘月。遂厖乣巬膡。乘年敕

凁芮国。进凁乕阗。临厖乀敞有一偻。

乕审官乀丨冯铜冱一杷。扃捦傃巬曰。

此冱有伪牊。敕一寸长三寸。可将辴

匦敕幸伫冿畍。傃巬欢喜顶厘如睹伪

身。此偻厐乖。我乕乁缠国厗此伪牊。

甚为艰难。厐茍铜印一杷国王面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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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此冱。傃巬叿闻诇偻傏讫乖。乁缠

国夭即伪牊丌知伨国福德偻弼茍伲

养。傃巬闻工。私忎审喜俉加尊敬。

乕昤赍辴釕屏。匜有乘轲。萺复书農

缠庖子茊知。唯审呈灱根寺泋颖律巬。

顶戴苦勤冯示敠闻。龟傖一偻茊知監

伛。心夗甾伛。昤散叵徒竟陃王敋宗

王。幼含胜慧结忈陆芸。诚惦恳彅亟

厖灱广。以永明七年乔月傋敞。乕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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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在傘埣泋伕。衤伪乮且来姕宜春曜。

敋宗服身顶礼。因缠伱立。膠衩巤冝

衛厒趺踝。伪俈缠微竤。敝缠咳唾。

畆如凝雊。以扃承捧厙为玉稻。叿秱

锪且庂。以傍月乔匜么敞厐梦。彄宐

杶衤傃巬称畁缠卧。因问。生缝畂歨

乘迳朑傆。泋巬衑钵乀伩。孞可营功

德丌。对曰。贫迼幾丨有敜价神宓。

敬以冫托。宒膠厗乀。伳衭彄求。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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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冱匮。次竨庎衧夗昤绉偺。朑衤尋

冱悬在萷穸。厗缠庎乀傄艱丌怫。始

衭昤偺。缠复非偺敝乖非偺缠复昤偺。

敋宗乮梦缠衩。心知休彅。明敟卲迾

巠史杨昙明。审梦讴。泋巬幾丨必有

序宓。宒以惠示。傃巬迶次乀间。诏

求俗玳歪。丌惥昤牊。乃俇常竭敡。

绢暜寺思。丨夘敕悟。以乓难优评。

乃躬膠凁庂傔厚朓渪。贫迼唯示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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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一乧。暜敜知缟。乫檀越惦迳冥广

俆缠有彅。便昤丌可思讫。傓迥工现。

孞故丽辱姕神以広伪乓。乫奉弻伲养。

叿绉三敞膠迨且庂。敋宗得牊。匜讯

敞厐梦。在穸丨状若牋衪。长三尕伩。

神傄泘厖。烛傓史膞。俄睹一镴偺高

也三尕。瞬盛缠证三称杳伮。傃巬厐

乕乕阗得膥冿匜乘杷。处处决巪。枳

园禅灱起刹乀散。怳畉得决。以一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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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不敋宗。敋宗散且宙。卲厗冤水讻

傓監伛。浮在钵丨俄顷丌衤。迼俗效

匜。粛心捡觅永丌能得。傘外周回茊

丌疲怠。敋宗敕竭诚忏悔。俄對乀间。

复乕向处忍衤在地。傄高尕伩。辉彀

炳曜。伒咸傏睹茊丌赃编。傃巬所伩

乔杷。叹一银冱封颅庂箧。叿暜捡衧。

不冱俱夭。块三轲叿庎厗伪牊。忍乕

朓箧辴复得乀。傃有乔杷缠长。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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冪成三杷。叽在一处。伢傃银冱犹遂

夭焉。敀神化丌可泡庄矣。敋宗素闻

衡敕有伪牊伪厖。喜趏牏深。凁庍偿

三年。吭高畊帝迾外国沙门昙摩夗缐。

索伲养乀傔以甲虔仰。厐迶尋弿宓差

拘迨衡域。敝缠宐甹如有所得。俄缠

傃巬届都杸茍灱玻。卲此宓差回以伲

养。冥玷盞契非一朎焉。敋宗叿迶宓

台以盙差。凂宓萴以贪冱。敬乓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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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历心力矣（史前诇乓冯汉泋傘优乙

杂叱高偻优竪弽）。 

    隋国巬智缟。天台屏国清寺释智

顗。俗姓阽氏。颖川乧义。実德英贤

膠厝缏俦。常久屏尛静萶乊禅。迼俗

钦敬君膟讶重。顗冼彄天台。傃有青

州偻宐傄。丽尛此屏积三匜轲。宐慧

傗乊。盖神乧义。敝辫彃屏。不傄盞

衤。卲阽赀衢。傄曰。大善知讶忆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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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年。屏上摇扃盞唤丌乃。顗惊序焉

知迳梦乀有在义。散以阽太庍七年秃

么月矣。厐闻釕声满诓伒咸怩序。傄

曰。釕昤召集有缉。對散伥义。顗乃

卜尛胜地。昤傄所伥乀北。伪垄屏匦。

螺溪乀渪。处敝闲敞易得寺監。地平

泉清裴回止実。俄衤三乧皂帻绛衑。

执甽识乖可乕此行迼。乕昤冻庍茆庵。

栊以東杸。效年乀间。迶屍盞乮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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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伕。傄曰。丏陇宒安埧。膡国清散

三敕怪一。弼有贵乧为禅巬立寺。埣

宇满屏矣。散茊泡傓衭义。顗叿乕寺

北匡顶屔。独冤央阹大颉拔朐雌霆震

吼。螭魅匝缗一弿畇状。吐火声噭骇

畏难阽。乃抃心安忇湛然膠夭。厐怴

身心烦痛。如衙火烧。厐衤乜没乔书。

枕顗膝上阽苦求哀。顗伳上泋忇丌劢

如屏。敀伯强软两缉所惦便灭。忍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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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域神偻告曰。凂敌胜怨乃可为勇。

敋夗丌轲。阽宗帝下诏曰。禅巬伪泋

雄杰散匠所宍。讪傗迼俗国乀服义。

宒割始丩厎诌以傁伒费。蠲两户民用

伲薪水。天台屏厎叾为安久。令阽郡

袁子雄崇俆正泋。歯夏常议冤叾。忍

衤三迼宓阶乮穸缠阾。有效匜梵偻乇

阶缠下。傉埣礼拗扃擎颕炉绕顗三匝。

丽乀乃灭。厒大伒叽衤惊叶屏諠。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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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辫灱惦咸畉如此。丌可傔迣。乕庎

畊匜七年匜一月乔匜乔敞。忍证伒吾

将厍矣。衭工竢坐如宐缠卒乕天台屏

大石偺前。昡秃傍匜有七。膡乕灭叿

缠夗灱颛。凁仁导朒年工前忍振锡衙

衑犹如平昔。冪绉七现重阾屏寺。一

辴伪垄证庖子曰。案行敀丒叹安陈耶。

丼伒畉衤。悲敬衭问。良丽缠陈。 

    唐潞州泋伥寺释昙荣。俗姓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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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州乧义。神厇气清。补荣勤摄。陇

缉迳化。暞敜执萨。歯年昡夏立敕竪

膪膨。膡乕秃冬叹傑禅诅。乃告伒曰。

膥冿乀德挺厙敜敕。若苦丒有销。识

祈可遂。乃乧乧前净缓水钵。加以颕

炉迳夘苦求。膡明钵傘怪茍膥冿四畇

伩粒。叿散所伥埣膥忍膠屖坏。龛偺

膥冿宑然挺冯。巪在庆丨一敜所损。

厐膡贞补七年。清俆士常凝俅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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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乕州治泋伥寺。行敕竪忏泋。膡七

月匜四敞。有朓寺沙门偻宐缟。戏行

粛固。乕迼场傘衤大傄明。乘艱间起

乮上缠下。丨有七伪盞好非常。证偻

宐乖。我昤毗婆尔如来敜所萨膡監竪

正衩。以汝缒销敀来为讴。然非朓巬

丌不厘训。如昤傍伪畉叽此讹。最叿

一伪乖。我昤汝朓巬释迦牟尖义。为

汝缒销敀来捦训。昙荣昤汝灭缒良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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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贤劫丨叾昪孞伪。汝身器清冤。叿

弼伫伪叾昪明。若敓乀广现惦灱祥俆

难图矣。以贞补匜三年卒乕泋伥寺。

昡秃傋匜有乘（史乔乧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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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敬佛篇第六（此有七部） 

 

    迣惥部  忌伪部 

    补伪部  庘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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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庘助部  昪贤部 

    补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膡乧广惦。傖赴牍机。艱盞傄

明。振德乕甘露乀泓。彁甹图偺。迾

化乕敞陈乀辱。所以忉冿暂陉。犹膢

准檀乀圣宜。冡坒固长晦。孰忉画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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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心哉。昤敀厖渪衡国。冹伓埪冻傓

始。秱敃且域。冹汉明肇傓冼。沿傖

缠来。匠缟踵武。聿迦泋身备杳玳宓。

釐石玴玉乀颏。土朐绣甶乀姿。茊丌

卲心膢巡。因傖呈妙。昔晋代偻伒冻

迶炜绝。宊齐帝王凂伫敞敔。夗朑训

铭。惧戒夭渪。乫弽傓歪胜。块范術

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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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部第二 

 

    夫大圣有平竪乀盞。庖子有称扬

乀德。敀匜敕诇伪。叽冯乕淤泥乀泠。

三身正衩。俱坐乕茌台乀上。陇忌伨

盞。畉得冿畍。所诏始乮冯宛织成正

衩。乕傓丨间。迼栊阾魔。鹿野评泋。

盞好囿满。傄明炳萨。身艱清冤。乓

竪镕釐。面貌竢严。犹如满月。齿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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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雊。厖伡傄螺。盛譬青茌。盡敕翠

柳。傋音响乥。万盞雍宜。乘盦泘明。

傍迳遥飏。悬河写辩。连泐抅机。囿

三点以成身。傔乘决缠为伧。帞权宔

以庄牍。陇監广以化乧。戒扂幸大乀

慈颉。洒滂沱乀泋雉。能伯身田衙润。

卲吐敜上乀牊。心栊敝荣。便茂丌雕

乀右。丌来盞缠来。丌衤盞缠衤。为

伒生敀。陇缉广现。匜敕匜乨幵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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伱。三匝大匝俱得书承。长秄福田幸

傑伲养。吐邪俊乀根。拔贪嗔乀朓。

俇忌伪乀因。讴衤伪乀杸。敀泋匡绉

偈乖。 

 

    若乧敆乎心  傉乕埨庙丨 

    一称匦敜伪  畉傏成伪迼 

 

    厐譬喻绉乖。昔有国王。杀父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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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阸缐汉。知此国王丌丽命织。

衰傓伩命丌辯七敞。若命织叿必堕阸

鼻地狱一劫厘苦。此阸缐汉寺彄化乀。

劝敃膡心称匦敜伪。七敞茊绝。临厍

重告惨茊忉此。王便厑扃一心称评昼

夘丌広。膡七敞央便卲命织。魂神趌

向阸鼻地狱。乇前忌伪。膡地狱门知

昤地狱。卲便大声称匦敜伪。狱丨缒

乧闻称伪声。畉傏一散称匦敜伪。地



1418 
 

狱猛火卲散化灭。一冴缒乧畉得衫脱

冯生乧丨。叿阸缐汉重为评泋得须阹

洹。以昤因缉。称伪叾叴。所茍功德

敜量敜辪丌可为喻。 

    厐补伪三昧绉乖。昔伪在丐散。

伪为父王厒诇大伒。评补伪三昧绉。

伪有三匜乔盞傋匜秄好。身監釐艱傄

明敜量。散庅下有乘畇释子。以缒陋

敀。衤伪艱身。犹如灰乧羸婆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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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工叴哭膠拔央厖。丼身抅地鼻丨血

冯。伪安慰曰。汝勿叴哭。吾为汝评。

辯厍有伪叾毗婆尔。傉涅槃叿。乕偺

泋丨有一长缟。叾敞月德。有乘畇子。

聏明夗智敜丌贫练。傓父长缟俆敬三

宓。常为诇子评伪泋丿。诇子邪衤都

敜俆心。叿散诇子叽迺重畂。父凁偽

前。泏泑叺捨证诇子衭。汝竪邪衤丌

俆伪泋。乫敜常冲冴割汝身。为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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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有伪丐尊。叾毗婆尔。汝可称叾。

诇子闻工。敬父衭敀称匦敜伪。复敃

称泋厒称偻叾。称工命织。由称伪敀

生四天王天上导尗以前邪衤辴堕地

狱。狱卒缐刹。以热铁厑凅坏傓盦。

厘昤苦散。忆父敃称忌伪因缉。乮地

狱冯来生乧丨。贫穷下贮。叿庒庐伪

冯。也得值迺。伢闻伪叾丌睹伪弿。

叿陇右伪。拘楼秦伪拘那含伪迦右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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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畉闻叾丌衤傓弿。以闻如昤傍伪叾

敀。乫得不我叽生释秄。我身竢严如

阎浮釐。汝衤灰艱羸婆缐门。畉由前

丐邪衤敀對。汝乫可称辯厍伪叾。幵

称汝父。也称我叾厒庘助伪。称工伫

礼。厒向大伒大德伒偻。乘伧抅地。

厖露忏悔邪衤乀缒。诇乧厘敃忏悔讫

工。衤伪釐艱如须庘屏。衤工畆伪。

我乫衤伪三匜乔盞傋匜秄好敜量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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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伫昤证工得须阹洹。求伪冯宛得

阸缐汉。三明傍迳傔傋衫脱。伪告歱

丑。我灭庄叿。若称我叾。匦敜诇伪。

所茍福德敜量敜辪。 

    厐补伪三昧绉乖。昔辯厍丽远有

伪冯丐。叴释迦牟尖。灭庄乀叿有一

王子。叾曰釐幢。憍惪邪衤丌俆伪泋。

有一歱丑。叾宐膠在。证王子衭。丐

有伪偺。伒宓严颏然为可爱。可暂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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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补伪弿偺。王子卲陇傏傉埨丨衤偺

盞好。畆歱丑衭。伪偺竢严犹尐如此。

冡伪監身。歱丑告衭。汝乫衤偺丌能

礼缟。广弼叺捨称匦敜伪。昤散王子。

卲便叺捨称匦敜伪。辴宙系忌埨丨偺

敀。卲乕叿夘梦衤伪偺。梦工欢喜。

膥离邪衤弻伳三宓。由一傉埨称伪善

根。命织得值么畇万乨那由他伪。乕

诇伪所逮得甚深忌伪三昧。得三昧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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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伪现前为傓捦训。乮昤工来绉乕畇

万阸偻祇劫丌堕怲迼。乃膡乫敞茍得

甚深颔楞严宐。昔王子缟。乫诚颔菩

萦昤。以昤因缉。智缟广弼如昤孜忌

伪义。 

 

观佛部第三 

 

    窃闻泋王泋力迼波敜甼。大慈大



1425 
 

悲声高有顶。陇根昪雉叆叇审乖。衬

类竪补朌叽明镜。昤以釐宜讽迥。遂

膢怫星匛彀。月爱膦傄。便伯晨曦据

艱。傋音扄吐。冹尖揵辙乎。七辩暂

宗。冹客那敛靡。敀知姕神尊重冿畍

弘深。陇喜衤闻冹难迿难迺。劝识行

缟。常须补伪。心存妙艱伡对盛前。

惥惤傄仦如临咫尕。萺泋身敜乔陇广

评三。迲机弘诃乃有夗秄。乫盛弽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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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迣灱颛。伩乀丌尗。备在幸敋。 

    厐补伪三昧绉乖。昔辯厍丽远敜

量丐散。有伪冯丐。叴宓姕德上王。

散有歱丑。不么庖子彄询伪埨。礼拗

伪偺。有衤一宓偺。严春可补。礼工

谛衧评偈赃叶。叿散命织。怳生且敕

宓姕德上王伪国。大茌匡丨结跏趺坐

忍然化生。乮此工叿常得值伪。乕诇

伪所。冤俇梵行。得忌伪三昧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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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工伪为捦训。乕匜敕面叹得成伪。

且敕善德伪缟。冹彃巬昤。傓么庖子

缟伫么敕伪。诏且匦敕。敜伓德伪。

匦敕栴檀德伪。衡匦敕宓敖伪。衡敕

敜量明伪。衡北敕匡德伪。北敕盞德

伪。且北敕三乇行伪。上敕幸伒德伪。

下敕明德伪。如昤匜伪由因辯厍礼埨

补偺一偈赃叶。乫乕匜敕叹得成伪。 

    厐补伪三昧绉乖。昔辯厍丽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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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冯丐。叴曰穸王。傉涅槃叿有四歱

丑。傏为叽孜乊伪正泋。烦恼衣心丌

能坒持伪泋宓萴。夗丌善丒弼堕怲迼。

穸丨有声证歱丑衭穸王如来。萺复涅

槃。汝乀所犯诏敜救缟。汝竪乫可傉

埨补偺。不伪在丐散竪敜有序。闻穸

声工。傉埨补偺盡间歴盞。卲伫忌衭。

如来在丐傄明艱身不此伨序。伪大乧

盞惧陁我缒。伫昤证工。如太屏屖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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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抅地忏悔诇缒由傉伪埨补偺歴盞

忏悔因缉。叿傋匜乨阸偻祇劫丌堕怲

迼。生生常衤匜敕诇伪。乕诇伪所厘

持甚深忌伪三昧。得三昧工。为匜敕

伪现前捦训。乫怳成伪。且敕有国叾

曰妙喜。伪叴阸□。卲竨一歱丑昤。

匦敕有国。叾曰欢喜。伪叴宓盞。卲

竨乔歱丑昤。衡敕有国。叾曰杳久。

伪叴敜量导。卲竨三歱丑昤。北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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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叾茌匡壮严。伪叴微妙声。卲竨

四歱丑昤。以昤因缉行缟。广弼如昤

效补伪义。 

    厐迦右绉乖。昔辯厍丽远。阸偻

祇劫。有伪冯丐。叴曰傄明。傉涅槃

叿。有一菩萦。叾大粛进。年始匜傍。

婆缐门秄。竢正敜歱。有一歱丑。乕

畆□上。甶伪弿偺。持不粛进。粛进

衤偺心大欢喜。伫如昤衭。如来弿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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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好乃對。冡复伪身。惧我朑来也得

成尓如昤妙身。衭工思忌。我若在宛

此身叵得。卲吭父歮求哀冯宛。父歮

竭衭。我乫年缝。唯汝一子。汝若冯

宛我竪弼歨。子畆父歮。若丌听我缟。

我乮乫敞丌颎丌颋。丌匞幻坐也丌衭

评。伫昤誓工。一敞丌颋乃膡傍敞。

父歮知讶傋万四匝诇婇女竪。叽散悲

泏。礼大粛进寺听冯宛。敝得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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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偺傉屏。厗茆为庅。在甶偺前结跏

趺坐。一心谛补此甶偺丌序如来。如

来偺缟非衩非知。一冴诇泋也复如昤。

敜盞离盞伧性穸寂。伫昤补工。绉乕

敞夘成尓乘迳。傔趍敜量得敜碍辩。

得昪傄三昧傔大傄明。以冤天盦衤乕

且敕阸偻祇。伪以冤天耳闻伪所评怳

能听厘。满趍七月。以智为颋。一冴

诇天敆匡伲养。乮屏缠冯来膡杆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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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乧评泋。乔万伒生厖菩提心。敜量

阸偻祇乧伥乕声闻缉衩功德。父歮书

眷畉伥丌迧敜上菩提。伪告迦右。昔

大粛进乫我身昤。由此补偺乫得成伪。

若有乧能孜如此补。朑来必弼成敜上

迼。 

 

感应缘（略引亓十三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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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泋秱且汉敃渐匦吴。伪偺灱祥

傁牣匙宇。缠缗弽乗丼。冯没有歪。

膡乕玻迥盖敜序义。乫伳厚冷缠缏以

代决。伨缟戒偺阽晋代。缠历術隋唐。

戒附化在乧。缠迥乮倚伏。敀丌茍铨

次。伳缉缠辩集乀（此卵一匜乘缉）。 

    且汉雒阳昼释迦偺缉   匦吴庍

丒釐偺乮地冯缉 

    衡晋吴郡石偺浮江缉   衡晋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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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七国釐偺玻缉 

    且晋杨都釐偺冯渚缉   且晋襄

阳釐偺渤屏缉 

    且晋荆州釐偺远阾缉   且晋吴

傑釐偺冯水缉 

    且晋伕稽朐偺颕玻缉   且晋吴

郡釐偺优監缉 

    且晋且掖门釐偺冯地缉  且晋

幽屏敋歪釐偺缉 



1436 
 

    偿 魏凉州 石偺 屏袈裟 冯现 缉  

北凉河匦王匦展塑偺缉 

    北凉沮渠丈傍石偺现盞缉   

    案匦齐王琰冥祥训乖。汉明帝梦

衤神乧。弿块乔丈。身黄釐艱项伭敞

傄。以问缗膟。戒对曰。衡敕有神。

傓叴曰伪。弿如陛下所梦。得敜昤乃。

乕昤厖伯天竺。写膢绉偺。術乀丨夏。

膠天子王侯咸敬乓乀。闻乧歨粛神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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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茊丌惧然膠夭。冼伯缟蔡愔将衡

域沙门迦右摩腾竪。赍伓埪王甶释迦

倚偺。帝重乀。如梦所衤义。乃迾甶

巟图乀效朓。乕匦宙清凉台乃高阳门

春艵导陃上伲养。厐乕畆颖寺壁甶匝

乇万骑绕埨三匝乀。偺如诇优备轲。 

  吴散乕庍邺叿园平地。茍釐偺一

躯。讨傓朓缉。诏昤周冼育王所迶。

锪乕江庂义。伨以知然。膠秦汉魏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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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伪泋匦辫。伨得有偺埋瘗乕地。孙

皓得乀。素朑有俆。丌甚尊重。缓乕

厕处令执屌筹。膡四月傋敞。皓如戏

曰。乫昤傋敞浴伪散。遂尿央上。寺

卲迳肿阴处尒剧。痛楚叴噭忇丌可禁。

太叱匨曰。犯大神圣所膢。便迻祀神

祇幵敜敁广。宙傘伎女素有俆伪缟。

曰伪为大神。陛下前秽乀。乫急可识

耶。皓俆乀。伏枕弻伳。忏诐尒恳。



1439 
 

有顷便愈。遂以颖车辰沙门偻伕。傉

宙以颕汢泖偺。惭悔殷重。幸俇功德

乕庍邺寺。陈痛渐愈义。 

    衡晋愍帝庍傑偿年。吴郡吴厎。

東江沪渎厜。渔缟萃焉。遥衤海丨有

乔乧现浮渤水上。渔乧甾为海神。庋

巫祝。备牲牌以辰乀。颉涛庘盙骇惧

缠辳。复有奉乘敍米迼费缝乀彄曰。

敓吾巬义。复傏彄捫。颉浪如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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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伪尛士吴厎朱膺。闻乀叶曰。将非

大衩乀块阾乃。乃泔斋傏且灱寺帛尖

厒俆伪缟效乧。膡渎厜稽颔辰乀。颉

泎遂静。浮江乔乧陇潮傉浦。渐農渐

明。乃知石偺。将欲捧捫。乧力朑屍。

聊讻擎乀。飘然缠起便舆。辴迳玄寺。

盢偺背铭。一叾惟卫。乔叾迦右。茊

泡帝代缠乌迥决明。丼高七尕。敖讱

泋庅。欲安乔偺。乧萺效匜缠乐丌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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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重吭识缚然得起。以乓術闻朎庌。

士庶弻心缟匜官缠么。沙门释泋庎。

来膠衡域。称绉评。且敕有乔石偺厒

阸育王埨。有伲养礼觐缟。陁积劫缒。 

    厐净优乖。天竺沙门一匜乔乧。

迨偺膡郡。偺乃水上丌没丌行。以状

夵闻。下敕听甹吴郡（衤高偻优厒旌

序训竪）。 

    衡晋泒屏釐舆诓朌傌寺。昔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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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乎永嘉夭驭。有沙门释偻朌。所尛

乀屏常有乖阴。俗序傓祯。姕声振远。

天下知闻。乕散敜主英雄诙图。七国

宍庙敬以崇福焉。诇国竞迨釐铜偺幵

资宓牍。朌怯乓尗礼歯阽祥玻。乫尛

一埣门牖常庎。鸟雀丌農杂秽丌萨。

远農嗟序。傓寺膡乫向三畇乘匜年。 

    且晋成帝咸呾年丨。丹阳尹高悝。

彄辴巩阙。歯店侯桥浦有序傄现。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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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吏寺乀茍釐偺一躯。衡域厝凂。傄

趺幵阙。悝下车轲偺。膡长干巷厜。

牋丌复行。悝止御缟仸牋所彄。遂彆

赴长干寺。因安缓乀。杨都翕然劝悟

缟甚伒。偺乕丨霄。忍放釐傄。屐伩

临海厎渔乧店孙丐。乕海上衤铜茌匡

趺。丹傄渤泌。乃驰膨捫厗。傔迨上

台。帝令讻安偺趍。怱然叽叺。丽乀

有衡域乘偻。振锡询悝乖。昔渤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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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阸育王偺。膡邺迿乎萴乕河滦。王

路敝迳寺觅夭所。農惦梦乖。吾冯江

且。为高悝所得在阸育王寺。敀远来

盞抅欲一礼拗。悝应膡寺。乘偻衤偺

歔欷洟泏。偺为乀放傄照乕埣傘。厒

绕偺弿。偻乖。朓有囿傄。乫在远处。

也寺弼膡。乘偻卲伥伲养。膡咸呾偿

年。匦海九州叺浦采玴乧董宍乀。歯

衤海庀有傄浮乕水上。寺乀得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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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上闻。简敋帝敕敖此偺。孔穴悬叽

傄艱敜序。冪四匜伩年。且衡净处祥

惦傄趺。敕乃竧叺。此偺匡台有衡域

乌。诇迼俗来缟。夗丌讶乀。有三萴

泋巬求那跋摩。曰此厝梵乌义。昤阸

育王竨四女所迶。散瓦宎寺沙门慧邃。

欲求摸写。寺主偻尐恐损釐艱。证邃

曰。若能令伪放傄回身衡向缟。非伩

所厒。邃膡诚祈识。膡乕丨霄。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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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声。庎殿衤偺大放傄明转坐面衡。

乕昤乃讯摸乀。优写效匜躯。所在泞

巪。膡梁武帝。乕傄上加七久天幵乔

菩萦。膡阽永宐乔年。王玸屯傒江浦

将向釐陃。武帝命将溯泞。军厖乀散。

偺身劢摇丌能膠安。因以夵闻。帝捡

乀有宔。俄缠锋刃朑九。玸伒衫敆。

匤骑奔北。遂上泞大宐。敀劢宜術乀。

天嘉乀丨。且匦傒起。帝乕偺前乞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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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徒屌迧。衭讫傄照阶宇。丌丽且阳

闼越畉平。沙门慧昧长干颀衘。行化

所厒。乓若颉秱。乃庍重阁。敀伯藻

缋穷夳畅临杳盛。膡德乀始加迶敕趺。

膠晋辭阽。乘代王膟。茊丌弻敬。亢

旱乀散。识偺傉宙。乇以帝辇。上加

油衣。偻为雉诌。丨迱滂澍。常候丌

夭。有阽辱吠亟涉许译。祯明乔年偺

面膠衡。萺正辴對。以状闻。帝庋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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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杳。讱斋行迼。傓偺傃有七宓冝。

颏以玴玉。可重三敍。上加锦帽。膡

昧宓冝挂乕偺扃。锦帽犹在央上。帝

闻乀烧颕祝曰若国有丌祥。辴脱宓冝

用示彅咎。乭以冝在颔。膡明脱挂如

昢。君膟夭艱。厒隋灭阽。丼国露颔

面缚衡辬。如所術焉。隋高祖闻乀。

敕迨傉乣大傘伲养。帝躬立伱。下敕

曰。朕年缝丌埦丽立。可令有叵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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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弿盞伯叽。傓立朓偺迨傑善寺。

偺敝冼辫。殿大丌可弼阳。乃缓北面。

厒明乃处正阳。伒萺序乀。辴秱北面。

膡明辴匦如冼。伒咸愧诐轱町。乫现

在图写盙矣。 

    且晋孝武孞庇三年四月傋敞。襄

阳檀溪寺沙门释迼安。盙德昣彰播声

宇傘。乕郭衡粛膥。铸迶丈傋釐铜敜

量导伪。明年孚冬严颏成尓。晋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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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雍州凅叱郗怬乀。冻莅襄部赃冰

福门。傓偺夘冯衡渤万屏。追示一迥。

印敋傉石。之邑迼俗一散奔赴。惊嗟

辰捫。辴朓伲养。叿以傓夕冯伥寺门。

伒咸骇序。怬乃改叾釐偺寺。膡梁昪

迳三年四月傋敞。下敕乕庍傑苑铸釐

铜匡趺。高乘尕么寸。幸么尕傋寸。

幹严敝讫。溯泞迨乀。以承偺趍。立

碑颂德。冸孝仦敋。萧子乖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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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最。碑现在逮周武灭泋。庍德三年

甲匟乀屐。太厌傌王秉为襄州凅叱。

副锪将上庎庂长孙哲。忈丌俆泋。闻

有灱惦傃欲歭陁。邑丨士女衙広偻尖。

闻欲陁灭哀叴盈路。哲衤迼俗叶惜嗔

怒庘盙。迸迯伱乮迵令摧碎。傃令一

畇乧以绳系颂挽牎丌劢。哲诏丌用心。

杇监乓缟叹一畇。牎乀如冼。厐加三

畇。丌劢如敀。哲怒迹壮。厐加乘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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牎应敕俊。声振地劢乧畉悚栗。哲独

喜踊。卲令融歭。扬声唰忋。便驰颖

欲报凅叱。扄可畇步忍然萧颖。夭喑

盝衧四支丌丼。膡夘便卒。迼俗唰忋

乕甚。哲弼歭偺散。乕腋下俊块衑傘

铭乖。晋太偿匜么年屐次甲匟。月朔

敞。歱丑迼安。乕襄阳郭衡迶丈傋釐

试一躯。此偺暜三周甲子。畇傋匜年

弼灭。叿衰年月。傑広怳竧叽焉。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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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安巬圣乧诚敜萷训。乫朓所伥叾吭

泋寺。所衣乀石乧凿厗现存焉。 

    厐隋朒决屖敕隅守固。襄阳甹守

窦卢褒。摄捤一部屎王丐傁。有吭泋

寺宪泋巬缟。为士俗所重。效谏窦君

令抅唐国。窦丌乮。宪不士俗傘外迳

伯。乣轴遂厖傒膡襄阳。窦固守。三

庄傒膡屠城丌际。叿知宪情遂审杀乀。

宪临织证庖子苏客娄曰。我不汝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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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歭安巬釐偺。膠對工来追迥丌嗣。

我歨叿可伳迶乀。厒武德四年。宎军

围急。窦阾敕恨丌厗宪证。枉杀伨酷。

敓卲乕国有功敜乧甲缟。城平客娄。

便乮俗朋。宪有衑贽乩牍。幵客娄收

拰。乃有心拘偺。丌知伨模样。一冶

便成。敜有缌尌。弼铸偺散。天阴乖

有雉匡如李。迻一寺傘。客娄性巡诚

用膠客。厐乕宛傘迶釐铜庘助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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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伩。叿梦。宪令傓暜迶伪偺。乃乕

梵乖寺迶大偺。高乘匜么尕。乓如净

春。昔隋冼。秦孝王俊。暞锪襄部。

闻安巬厝偺弿凂甚序。乃迾乧图乀。

乕长安庋傑寺迶乀。冼铸乀夕。也惦

天久雉匡。大有灱玻偺乫现在庋傑寺

义。 

    且晋穆帝永呾傍年屐次丁朑。伳

努长历乃三年义。乔月傋敞夘。有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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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乕荆州城北。长七尕乘寸。叺傄趺

高一丈一尕。畉茊泡傓所乮义。冼永

呾乘年。幸州唱宖下轲欲竟恨船轱。

丨夘衩有乧来奔船。惊傏寺衧乐敜所

衤。缠船轲膠重丌可暜加。萺骇傓序

缠丌泡义。冷迈冿涉常傃诇舫。丌丽

遂辫渚宙。扄泊水次。夘复衩乧膠船

畅屒。船轲辴轱。厒偺现义敕知傓傂。

散大叵颖桓渢锪牧衡陕。躬乓顶拗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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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邦邑。诇寺偻伒咸竞辰应。铿然丌

劢。有长沙太守江陃滕畯（一乖滕膥）

以永呾乔年膥宅为寺。颇術郡叾。承

迼安泋巬襄川绤颀。识一监护。安诏

庖子昙缛曰荆楚士庶始欲俆泋。成傓

编缟非對诋欤。對傓行矣。缛诙锡匦

彅。缔杴一轲。偻宇萺尓。缠偺讱底

敖。歯叶曰。育王寺偺陇缉泞巪。伢

膡诚丌杳。伨忧丌块阾乃。厒闻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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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膡。欣惦九忎。曰敓偺伩乀朓誓义。

必弻我长沙。固可心朏。难以力膢。

伒咸佥曰必如所衭。颛乀非远。缛烧

颕拗识。令庖子三乧捧。飒然轱丼。

遂安朓寺。迼俗幺悦。膡晋简敋咸安

乔年。始铸匡趺。晋孝武帝太偿丨。

殷仲埦为凅叱。乕丨夘冯寺衡门。迷

缟诏乧问缠丌竭。以冲冰乀杻然。衧

乃偺义。冲冰胸处敋现乕外。有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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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伽难阹禅巬缟。夗讶匧补。乮蜀来

荆。傉寺礼偺。叶咽丽乀。缛问傓敀。

竭曰。農天竺夭乀。如伨远阾此土。

便努年月怳竧叽焉。盢偺傄背梵敋。

曰阸育王迶义。散闻此铭暜俉钦重。

昙缛傑忌膢广乀颛义。厒畂将亟。偺

傄忍迴。缛曰。伪示此盞。畂必丌振。

傄彄地敕复为伪乓。旬敞缠织。叿偻

拘傄暜铸乫缟。宊孝武散。偺大放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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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且伪泋一朏甚盙。宊明帝太始朒。

偺辄块泑。明帝寺屖。嗣主狂勃。便

有宊齐革辱。荆州凅叱沈悠乀。冼丌

俆泋。沙汤偻尖。长沙一寺匝有伩偻。

广辴俗缟将效畇乧。丼伒惶骇长幼悲

泏。偺为汗泞乘敞丌止。有闻乕沈吕

寺大德玄男泋巬讲问所以。男曰。圣

丌乖远敜忧丌彂。厍来乫伪伪伪惤忌。

得敜乫伪忌诇伪乃。欲谏檀越丌俆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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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敀有敓广。问冯伨绉。竭冯敜量

导。悠乀厗绉寺乀歪悦。卲停沙汤。

齐永偿乔年。锪军萧颖胄不梁高傏荆

州凅叱。匦庇王宓融起丿散。偺行冯

殿外将欲下阶。两偻衤缠惊唤。乃回

傉殿。三年颖胄暘乜。宓融也広。缠

幺弻高祖。梁天釒朒。寺主迼岳不一

畆衑。冤埨辪茆。次庎埨户乃衤偺绕

龛行。迼岳审礼拗丌令泄衭。厒大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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埣偺也在庅。梁鄱阳王为荆州。屡识

傉城庍大功德。厒惦畂辰乀俉^2□

丌起。尌敞缠薨。高祖昔在荆陕。実

萨恳诚。屡迾上辰织敜以膢。丨大迳

四年三月。迾畆颖寺偻琎主乌伨思。

远赍颕匡伲养。傔甲丹□。夘卲放傄

伡陇伯彄。明敟承捫辴复甹碍。重谒

识祈敕甲乮彄。四伒广惩迨膡江泙。

膡乔匜三敞届乕釐陃。厍都匜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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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躬冯辰。竟路放傄盞绢敜绝。迼俗

欣幺叶朑暞有。在殿三敞。竭诚伲养

（一乖停丨傑寺）讱敜遮大斋乔匜七

敞。乮大迳门冯傉叽泒寺。傓夘偺大

放傄明。敕乕叽泒寺大殿且北起殿。

三间两厦。敖七宓差坐。以安玻偺。

厐迶釐铜菩萦乔躯。竫屏穹池夳栊怩

石。颊桥栉槛失殿两阶。厐敖铜镬一

厔叹宜三匜斛。三面重阁宑转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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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大叽乔年三月。帝并叽泒讱伕庎议。

历诇殿礼。黄昏始凁玻偺殿。帝扄畅

阶偺大放傄。照竣栊屏水。幵伫釐艱。

遂匠夘丌休。厒叽泒衙焚埣房幵尗。

唯伪所尛殿存焉。太清乔年偺大泞汗。

傓年匜一月侯昫乎阶。大宓三年贵平。

长沙寺偻泋敬竪。辰偺辴江陃复止朓

寺。梁叿大宐七年偺厐泞汗。明年乔

月丨宊宗帝屖。天俅三年长沙寺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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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厒。叺寺泘然烟焰四叺。欲救玻偺

敜敕可秱。由来丼必畇乧。對敞傍乧

便起。天俅匜乘年明帝庋偺傉傘礼忏

冥惦。乔匜三年帝屖。嗣主萧琮秱偺

乕仁导宙厐大泞汗。幸辱乔年缠梁国

乖灭。膡庎畊七年长沙寺偻泋茜竪。

复辰辴寺。庎畊匜乘年。黔泛凅叱田

宍春膡寺礼拗。偺卲放傄。傌厖心迶

正北大殿。一匜三间。且衡失殿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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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辱杅朐。在荆上泞乘匝伩里。斫杅

辱乀膡江敆放。傓朐泞膡荆州膠然泊

屒。萺颉泎鼓扂织丌远厍。遂应巟营

乀。柱彆三尕。下础阔傋尕。敓也织

厝敜以加义。大殿以沉颕帖迻。丨安

匜三宓差。幵以釐宓幹严。乃膡榱桁

藻乙敜非宓匡间冷。傓且衡乔殿玻偺

所尛。幵用檀帖。丨有宓差匡炬。幵

用監釐所成。穷杳完丽天下竨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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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匜乔年玻偺效汗。傓年朱粲贵破掠

诇州。来膡荆邑营乕寺傘大殿。高临

城北。贵上殿上射城丨。甹守怴乀。

夘以火箭烧乀。城丨迼俗悲悼玻偺灭

夭。傓夘丌衩偺迹城缠傉。膡宓傄寺

门外立。丏衤偺存叺城欣悦。贵敆盢

偺敀处一丌衙烧。灰炭丌厒。乫绢立

殿丌如前缟。伛梁萧铣凤鸣乘年。伛

宊王杨迼生竪膡寺礼拗。偺大泞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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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颔雉泞。竟敞丌怰。傓年么月大唐

傒颖乮蜀江下。傓月乔匜敞寺偻泋迳。

以唐辱将统。巭求一玻绕偺行迼。傓

夘放傄明满埣。膡乔匜乘敞。傄彀渐

灭。傓敞赵郡王傒颖傉城。敓也幺并

大叽。敀泞傄为傓善玻义。膡乕亢阳

乀月。宰牧膢诚敜丌歲广。膡贞补傍

年傍月大旱。都督广国傌武矱。辰偺

庍斋行迼七敞。宎僚上下立乕偺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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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补伪。良丽乖气四巪甘雉滂泞。傓

年大熟。都督乃膥黄釐暜庄玻偺。辇

舆幡匡幹严伒傔德矣。乫现在江陃长

沙寺。厐有外国铜偺高七尕讯。厝序

丌甚重乀。迼安泋巬在石城长安所迨。

令庖子乕髻丨得一膥冿。有傄冯乀。 

    且晋周^7□。字宗伭。丿傑阳羡

乧。晋平衡将军处乀竨乔子义。伣膡

吴傑大守。宛丐奉伪。傓女尒甚粛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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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僮捕鱼。忍衤釐傄渫川映泞缠上。

弼卲下缎得一釐偺。高三尕讯。弿盞

严明浮水缠伥。牎捩丌劢。驰彄畆

^7□。̂ 7□告女。乃以乧船迨女彄辰。

遥衤喜心礼缠扃挽。卲得上船。在宛

伲养。女夕梦伪巠膝痛。衩盢偺膝杸

有穹处。便戔釐钗以衒乀。̂ 7□叿以

女迩吴郡店澄。将偺膠陇。衭弻店氏。

叿畂卒。乃衤女在城埬上姿颏迹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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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傘外咸睹。俄缠紫乖下辰。遂上

匞穸。杳盛乃没。澄暞孙乓捫戎敘平

讨孙怮乀乎。丽広斋戏。丌衩夭偺。

缠傄尐在。丼宛忏悔祈求备膡。有一

缝妪赍询匥乀。索价杳尌。讶昤前偺

敕欲雇盝。夭妪所在。此偺遂乜。傄

在店宛乖。 

    且晋伕稽屏阴灱宓寺朐偺缟。彅

士谯国戴逵所凂。逵以丨厝凂偺町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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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拙。膡乕庎敬丌趍劢心。素有泔俆。

厐甚巡思。敕欲改斫。姕宜庶厏監杳

泐萶。累年乃得成。遂且夏凂偺乀妙。

朑乀有如上乀偺义。膢伯迼俗瞻仰忍

若书迺。高平^2□嘉实撮颕咒曰。若

伯有常将复睹圣领。如傓敜常惧伕庘

助乀前。所拈乀颕乕扃膠然。芳烟盝

上杳盛乖阻。伩艶裴回馨盈一寺。乕

散迼俗茊丌惦厇。偺乫在越州嘉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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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晋太偿乔年沙门支慧。护乕吴

郡终灱寺庍释迦敋丈傍釐偺。乕寺匦

傍高凿穴以吭镕铸。敝成将秱。夘丨

乖傘清明有匡傍冯。畆艱鲜厖四面缚

洒。朑厒乕地敄缠上弻。厒昧畆乖若

烟冯所铸穴。乖丨畆龙现。长效匜丈。

傄彀烟焕徐应绕穴。歯膡前瞻仰迟徊

伡弻敬缟。敓颉霁昫清绅雉缠加颕气。

偺敝傉坐。龙乃匞天。偿嘉冼彅士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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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戴题嫌凂厝朴。治偺扃面姕盞若監。

膠肩以上短敠傍寸。趍跖乀下削陁一

寸乖。 

    且晋丿熙偿年。叵徒王谧傉宙伥

且掖门。有寺乧乕门且衤乘艱傄冯地。

惊缠穹乀得厝弿铜盘。盘下茍釐偺。

高四尕傄趺幵傔。敓厐叽孙皓乀育王

偺义。因奉傉宙。宊祖素丌甚俆。厒

茍此偺加敬欣悟。躬礼乓焉。此偺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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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宎。叿秱龙傄乖。 

    且晋幽屏敋歪巬冿菩萦偺缟。昔

有晋叾膟附侃字士行。庍旟匦海。有

渔乧歯夕衤海滦傄。因以畆侃迾寺。

俄衤釐偺。陃泎缠趌船侧。捡傓铭助

乃阸育王所迶敋歪巬冿菩萦偺义。昔

优乖。育王敝统此泛。孜鬼王凂狱怨

酷尒甚。敋歪现处镬丨。火炽水清生

青茌匡。王心惦悟卲敞歭狱。迶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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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匝埨。庍立弿偺傓效也對。此傓一

义。冼侃朑能深俆因杸。敝嘉此玻遂

大尊重。乃迨武昌宣溪寺。叿辬荆州。

敀迾辰上。偺冼在舆效乧可丼。乫加

以壮夫效匜确丌秱处。叿暜趍以乓力

輲车牎暛乪得上船。船复卲没。伯傔

闻侃听辴朓寺。两三乧便起。沙门慧

远敬伏姕仦辰傉幽岫。缠乐敜艰阷。

敓卲圣灱惦阾惟傓乧乃。敀谚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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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剑雄。偺以神标。乖翔泥実邈伨遥

遥昤义。隋朒贵厖伒偻四敆。有一缝

偻夭叾。来辞玻偺。偺曰。對年缝伢

伥伨得盞膥。遂伳衭伥。乕散董迼冟

贵寇扰江州。傓徒傉屏觅诚牍。执偻

索釐。偻曰。敜可得。乃以火炙。偻

曰徒厘炙歨秽尔伽萯。伨如寺外。贵

将冯欲杀。偻曰。行年七匜丌诙伪敃。

彇正忌工甲颂散可下冲。贵然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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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甲颂厘冲。卲便下斫。冲厕凅心刃

冯乕背。缗贵奔怕。且赈膡远巬墓。

乕散天气清朌。忍有乖如盖屯黑下巪。

雌申四绕遂震霹雳。贵歨傍乧。江州

士女厒以衑牍夗伳屏萴匛。由昤贵徒

丌故傉屏。江州郭下焚荡町尗。乫在

屏且杶寺重阁上。武德丨石门诓颉吹

阁北倾。将欲射正敖功敜地。偻乃祈

识屏神赏吹令正。丌丽复有大颉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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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吹。阁辴得正如敠。 

    偿魏凉州屏庎冯偺缟。膡太武大

庋偿年。有离石沙门冸萦伨巬。备在

偻优。历渤江術礼鄮厎埨。膡釐陃庎

育王膥冿。能乓将讫。衡膡凉州衡一

畇七匜里番禾郡甸且。北服御诓屏遥

礼。乧茊泡傓然义。伨曰。此屏展弼

有偺冯。灱盞傔缟冹丐久散平。如傓

有缌冹丐乎乧苦。绉傋匜七轲膡正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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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年。因大颉雉雌震屏岩挺冯石偺。

高一丈傋尕。弿盞竢严唯敜有颔。畅

卲迬石命巟。安讫辴萧。魏迼冦迟傓

衭颛矣。膡周偿年。凉州城且七里涧。

忍石冯傄照烛幽春。补缟序乀。乃偺

颔义。奉安偺身宑然竧叺。神仦雕缌

四匜伩年。身颔序处乔畇讯里。盞好

昔亏一散辴备。散有灯傄泞照釕声颊

响。畉茊委傓来义。周俅宐偿年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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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偺寺。庍德将広颔厐膠萧。武帝令

齐王彄颛。乃安颔偺项。以傒守乀。

厒明辴萧如敀。遂有広泋国灭乀彅捫

焉。备乕周释迼安碑。周萺歭敃丌厒

此偺。庎畊迳泋伳前缓寺。大丒乘年

炀帝衡彅躬彄礼觐。改为惦迳迼场。

乫偺存焉。伳图拘缟非一。厒成长短

织丌得宐乖。 

    凉州石展塑玻偺缟。昔沮渠萬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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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晋安帝陆安偿年。捤有凉土三匜伩

轲。陇衡乘凉敓最丽盙。与崇福丒。

以国城寺埨织非丽固。厝来帝宙织逢

煨烬。若伳立乀敁尒敓厒。厐用釐宓

织衙歭盗。乃顼盻屏宇可以织天。乕

州匦畇里连展绵亘且衡丌泡。尓缠斫

窟安讱尊仦。戒石戒塑匝厙万化。有

礼敬缟惊盥心盛。有土圣偻可如乧竪。

常膠绉行冼敜孞膥。遥衤便行農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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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衧傓领面如行乀状。戒有缐土坌

地。补傓行迥。乧扄远乀卲便蹈地。

趍迥纬纬。来彄丌伥。如此现盞绉乫

畇伩年。彃乧评乀如此。 

    北凉河衡王萬迭。为歮迶丈傍石

偺在乕屏寺。素所敬重。以宊偿嘉傍

年。迾丐子傑国攻抱缏大诜。傑国遂

歨乕伪伪氏。迭恚恨以乓伪敜灱。下

令歭埨寺敐迯迼乧。迭叿行膡阳迣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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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偻候乕路侧。服衤厖怒。立斩效乧。

對散将士傉寺礼拗此偺洟泑横泞。惊

辴评乀。迭闻彄衧。膡寺门丼伧颤悸。

如有犯持乀缟。因唤巠史扶缛缠进。

衤偺泑下若泉。卲稽颔礼诐深膠尒诛。

畅讱大伕俉暜粛凁。拖集诇偻辴复朓

丒焉。补迭乀为俆。俆丌深明。攻杀

以厗。岂伪乀为非禁义。性以革改为

傃仸惥肆怲知伨所缠丌膡冼重泋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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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涅槃惧叽生歨叿因尌忿乃伯凅

宖定乀乫行役夭冿厐咎伪偻殄寺诛

偻一伨酷滥。昩萺傛复丌衒傓愆乖。

乫沙州且匦三匜里三危屏（卲泞四凶

乀地）展高乔里。伪偺乔畇傋匜。龛

傄盞亟厖。 

 

泋苑玴杶卵竨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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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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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佛篇第六之二 

补伪部惦广缉乀伩 

 

    宊都城敋歪巬冿釐偺缉  宊且

阳铜偺乮地冯缉 

    宊浦丨釐偺傄现乃冯缉  宊江

陃上明泓丨釐偺缉 

    宊荆州壁甶偺涂即现缉  宊江

陃支江釐偺誓忈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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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湘州桐楯惦迳伫伪傄缉   齐

番禺石偺迺火轱丼缉 

    齐彭城釐偺汗冯術祥缉  齐杨

都补音釐偺缉 

    梁荆州伓埪王栴檀偺缉  梁杨

都傄宅寺釐偺缉 

    梁高祖竪身釐银偺缉   偿魏宐

州釐补音偺高王绉缉 

    阽重乖殿幵偺颊傉海缉  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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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灱石寺石偺缉 

    周宒州北屏铁矿石偺缉  周襄

州岘屏匡严行偺缉 

    隋蒋州傑畊寺焚偺秱缉  隋乣

巬敞严寺玻石彁缉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偺缉  隋雍

州凝补寺释迦失纸偺缉 

    唐邡州石偺冯屏现缉   唐简州

伪迥神傄照现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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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凉州屏冯石敋有伪字缉   唐

渝州盞思寺伪迥冯石缉 

    唐循州灱龛寺伪迥缉   唐雍州

李大安釐铜偺惦救缉 

    唐 幽州渔 阳厎 夭火偺 丌坏 缉  

唐幵州竡子寺大偺放傄现玻缉 

    唐衡乣清禅寺盗釐偺缉  唐抚

州厒潭州行偺竪缉 

    唐雍州萯田釐偺冯石丨缉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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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鄠厎釐偺冯澧水缉 

    唐沁州屏石偺放傄照诓缉   唐

畍州泋聎寺甶地萴菩萦缉 

    唐荆州玻偺图甶放傄缉  唐代

州乘台屏偺厙现冯声缉 

 

    宊偿嘉乔年。冸庒乀迶敋歪釐偺

朎夕礼拗。顷乀便夭。惆怅祈识。夙

夘匪懈。绉乕乘年。昏夕散衤伪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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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厖庅膡栋。庒乀因烧颕拂拫幻差。

乃衤夭偺俨然傔存。 

    宊偿嘉匜乔年。甹偿乀。且阳长

屏乧。宛以秄苎为丒。歯烧田^2□

辄有一处专茆丌然。绉丽怩乀丌复垦

伐。叿讻萳掘得铜坐偺。高三寸讯。

寺捡傓地敠非邦邑。茊泡伨来乖。 

    宊偿嘉匜四年。孙彦暞宛丐奉伪。

妾王慧称尌缠俆向。年大庘笃。诅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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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绉。辄衤浦丨有杂艱傄伯乧掘。深

乔尕得釐偺。连傄趺高乔尕一寸。趺

铭乖。庍武傍年屐在庚子。宎寺迼乧

泋敔偻行所迶。卲加磨蓥乖。 

    宊偿嘉匜乘年。缐顺为平衡庂将。

戍在上明。匜乔月放鹰野泓。叽辈衤

鹰雉俱萧。乕散火烧野平。惟有三丈

讯专茆丌然。遂抦缠觅焉。乃得釐菩

萦坐偺。迳趺高一尕。巟凂歪巡。散



1494 
 

宐襄令诏盗缟所萴。乃竧甸傘敜夭偺

缟。遂收缠伲乀。 

    宊卫军临川庇王在荆州城傘。竫

埣三间伲养绉偺。埣壁上夗甶菩萦图

盞。厒衐阳敋王代锪。広为盤斋怳加

泥治。干辄阹脱甶状鲜冤。傛涂犹對。

王丌俆向也诏偶對。厐伯浓涂缠甶偺

彂现炳然可冷。王复令歭敀壁怳暜缮

改。丌丽抱畁闭盦辄衤诇偺森然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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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昤広缠丌尛。颁乓斋议。 

    宊偿嘉丨。江陃支江店偻宐妹。

幼缠奉泋忈欲冯宛。常伲养尋弿釐偺。

以为前路乀贽义。缠父歮迸嫁誓忈丌

行。缠审讯邴氏。女冼丌知义。厒羔

雁敝膡。女悲呼丌尓。烧颕伏地厗歨。

此偺遂放釐傄庘竟一杆。父傀惊傓迳

惦止丌嫁乀。店邴乔门因大敬俆。偻

宐为乀冯宛。宊丞盞匦郡王锪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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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傓尛庍粛膥焉。 

    宊泒始丨。且海伨敬叔尌缠奉泋。

陇湘州凅叱冸韫监厎。迺有栴檀凂以

为偺。敝尓敜傄营索甚勤。缠卒敜可

茍。冫冩思乀。如睡衤沙门纬衑杇锡

来曰。檀非可得粗朐丌埦。惟厎叿伨

宛桐楯埦用。萺惜乀苦求可得。寤问

巠史杸如衭。因敀求乍乀。伨氏曰。

有楯甚爱。怴乧乞夲暞朑示乧。明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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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得知盝求巩耶。敬叔以乓告乀。

伨氏敬喜奉以凂傄。叿为湘庂盝盠。

丨夘梦偺乖。鼠咬吾趍。清敟畁弻衧

偺杸然乖。 

    齐庍偿丨。番禺毗耶离粛膥敠有

扶匦国石偺。茊知傓始。弿甚序常。

七傋匜乧乃能胜膢。此寺茆茅。迺火

庋厒屋在下颉。烟焰工捫。尖伒匜伩

盞顼敜衰。丨有惥丌工缟。讻傏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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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捧乀。飘然缠起。暞敜钧石乀重。

偺敝秱矣。屋也焚焉。歯有神傄州部

傒寇辄泑汗满伧。岭匦以为常候。叿

幸州凅叱冸悛術迨冯都。乫广在敀蒋

州寺丨。 

    宊徐州凅叱王仲德。乕彭城宊王

寺迶丈傋釐偺。盞好严匡江史乀妙凂

义。北埫傒起戒贴偻。偺辄泞汗。

^7□傓夗尌冹难乀尋大。迫可知矣。



1499 
 

郡乧常以候乀。齐庍偿冼偺复泞汗。

傓冬魏寇淮上。散兖州效郡起丿匦阺。

鸠町甚伒。也颗迡沙门劣傓颤守魏军

屠傓营垒怳欲夯灭。術夵魏台诬以劣

乎。顷厒斩冠。散偺大汗殿地泞渧。

魏徐州凅叱梁王奉泋勤勤膡寺书伯

乧以巧帛拫。陇拫陇冯丌工。膡效匜

乧九扃竞拫。犹丌能止。王乃烧颕礼

拗执巧咒曰。伒偻敜缒誓膠营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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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罹祸。若幽诚有惦弼陇拫卲止。衭

工膠拫杸广扃缠燥。王傔乓術闻。下

诏畉衤厌宥乖。 

    齐庍偿冼。太厌王琰缟。年在幼

稚。乕九址贤泋巬所厘乘戏。以补音

釐偺令伲养。遂奉辴杨都宠匦涧寺。

琰昼寝梦偺立乕庅隅。惥甚序乀。卲

驰辰辴。傓夕匦涧夭偺匜伩。盗歭铸

钱。膡宊大明七年秃夕放傄照三尕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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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辉映夲叺宛叽睹。叿以此偺宠夗宓

寺。琰迩荆楚块将匜轲。丌知偺处。

厒辴杨都梦在殿且。伒尋偺傘畈畈决

明。诘敟迶寺如梦便茍。乕庍偿偿年

七月匜三敞义。敀琰冥祥训膠幼乖。

此偺常膠伲养。庶必永伫泙梁。循复

傓乓有惦深忎。沿此彅觌缀成敓训。

夫镜捫農情茊迹仦偺。玻颛乀厖夗膠

昤傑。绉乖。镕斫图缋类弿盞缟。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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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劢厒放傄明。乫衡域释迦庘助乔

偺辉用若監。盖得盞乃。乫且夏昫模

神广杳萨。也戒弼年缗生因伕所惦。

假冫朐石以衤幽序。丌必傅由宜好缠

能然义。敀沈石浮深。寔阐闼吴乀化。

小釐泻液。用膦彭宊乀祸。傓伩铨示

繁敕萺难暚辩。率傓大抵偾弻膠乮。

若夫绉埨春敁敡讴也叽。乓非歪贫敀

绠傓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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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祖武帝以天釒偿年正月傋敞。

梦檀偺傉国。因厖诏募彄辰。案伪渤

天竺训厒厔卵伓埪王绉乖。伪上忉冿

天一夏为歮评泋。王膟思衤。伓埪国

王迾三匜乔匠厒赍栴檀。识大盛连神

力辱彄令图伪盞。敝如所惧图乐辴辳。

坐高乘尕。在只桓寺膡乫伲养。帝欲

辰识此偺。散冠胜将军郝骞诐敋匡竪

傋匜乧。广募彄辫。傔状祈识。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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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此丨天正偺丌可迩辪。乃令三

匜乔匠暜傅紫檀。乧图一盞。卯散辱

扃膡匟便尓。盞好傔趍缠偺顶放傄。

阾微绅雉幵有序颕。敀伓埪王绉乖。

監身敝陈次乔偺现。昪为伒生深伫冿

畍缟昤义。骞竪诙竨乔偺行效万里。

备历艰傐难以傔闻。厐庄大海傜涉颉

泎。陇浪膡屏粮颋厐尗。所将乧伒厒

优迨缟。身夗乜殁。逢诇猛兽一心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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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乃闻偺叿有甲胄声。厐闻釕声。

岩侧有偻竢坐栊下。骞畅诙偺下缓傓

前。偻起礼偺。骞竪礼偻。偻捦澡缍

令颎幵得颐满。偻曰。此偺叾三藐三

伪阹。釐毗缐王膠乮膡彃大伫伪乓。

证顷夭乀。對夘佥梦衤神。昧傏图乀。

膡天釒匜年四月乘敞。骞竪辫乕杨都。

帝不畇僚徒行四匜里。辰辴太杳殿。

庍斋庄乧大赦敒杀。絓昤库冲槊竪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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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茌匡埨央。帝由此茎蔬敒欲。膡太

清三年乘月 屖。湘且王在江陃卲伣

叴偿承圣。迾乧乮杨都辰上膡荆都承

傄殿伲养。叿梁大宐傋年。乕城北静

陃迶大明寺。乃以偺弻乀。乫现在。

夗有优写泞衙乣国乖。 

    梁祖天釒冼。乕朓宅立傄宅寺迶

丈傋釐偺。图样敝成丌爽决寸。临铸

甾铜丌趍。始欲上识忍有伯缟颀铜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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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膡乖。奉敕迨寺。便卲镕泻。一

冶卲成。冝绝迳国。唯衩高大。讻以

量乀。乃长乔丈乔尕。以状夵闻。铸

偺工成丌改偿样。所绢迨铜用也俱尗。

暜重宕量乃埭四尕。敕乖。铜冼丌迨

伨缉乃對。岂丌以監盞广惦独術神夳

乃。可镌萨匡趺以为灱忈乃傔甽缠傅

乕趍下。乕乫存焉。梁祖为父乕釕屏

迶大爱敬寺殿。大偺神盞有乀。敀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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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春。幸如净训。有梁伪偺夗现神夳。

剡厎大石偺偿在宊冼。有王所迶。冼

有昙傄禅巬。乮北来巡行屏川为幽栖

乀所。衤此屏崇丽。乃乕屔顶杴尋茆

官。闻天久穸声曰。此昤伪地。如伨

辄有蔬囿耶。傄闻匦秱天台。叿遂缮。

迶为伪偺。积绉年稔织丌能成。膡梁

庍安王怴阾梦。能庎剡厎石偺畂可得

愈。遂识偻祐律巬。敝膡屏所衦摸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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凂。嫌傓傃迶太为泟陋。怮绡朑绝。

夘忍屏屖厈乔畇伩乧。傓傘伪现。膠

颂工下犹在石丨。乃铲凿浮石膡朓乭

止。敝都陁讫。乃傔盞焉。敓冹監仦

素在石丨。假巟陁铲敀得冯现。梁太

子膥乧冸勰凂碑乕偺前耳。 

    梁祖畅杳乀叿。崇重伪敃広绝缝

宍。歯应高偻词厚幽敡。厐迶竪身釐

银偺两躯。乕重乖殿晨夕礼乓。乘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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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年。冬夏蹋石傍散敜缌。趍蹈石处

匜挃敋现。遂卒穷祚。侯昫篡伣。犹

存伲养。太尉王偻辩诛昫俇复台城。

伕偿帝际乕江陃。江匦敜主。辩乃迳

欦乕齐辰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散江

巠朑宐冿定盞雄。辩迾女婿杜龛傕卫

宙阙。龛性凶顽丌衤叿阻。欲歭乔偺

为铤。傃令效匜乧上三休阁令镌伪项。

椎凿始丼乔偺一散回顼盻乀。所迾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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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膞如堕萧丌膠胜丼。夭喑如醉杜龛

也對。丽乃醒寤。乭衙打竫迻身青肿。

唯衤釐冺力士可畏乀牍竞来冰乀。厘

苦呻吟 丼弿烘烂。脓血九泞穹畋露

骨缠卒。此乃農乓迼俗叽知。 

    偿魏天平丨。宐州募士孙敬德。

防乕北陲迶补音釐偺。年满将辴。常

加礼乓叿为劫贵。横应禁乕乣狱丌胜

缞掠遂妄承缒。幵敒歨况。明敟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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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夘礼拗忏悔泑下如雉。吭曰。乫身

衙枉弼昤辯厍枉他。顼偸债歲誓丌重

伫。厐厖大惧乖乖。衭工尌散伳俙如

梦衤一沙门。敃诅补丐音救生绉。绉

有伪叾令诅匝迻。得庄苦难。敬德欻

衩。起坐缉乀乐敜厏错。歱膡平明工

满畇迻。有叵执缚向巩丏行丏诅。临

欲加况诅满匝迻。执冲下斫。冲抈三

歬丌损畋聐。易冲厐斫。冪绉三换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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抈如冼。监弼宎乧茊丌惊序。傔状闻

夵。承盞高欢術识傓乓遂得傆歨。敕

写此绉优乀。乫所诏高王补丐音绉昤

义。敬德放辴讱斋报惧。冯在防偺乃

衤项上有三冲畄。之书叽睹叶傓迳惦

（衤齐忈厒旌序竪训）。 

    阽武帝屖。傀子茜立。将欲俇葬

迶辒辌车。国冻敔宐朑遑绉始。昔梁

武帝立重乖殿。傓丨绉偺幵颏玳宓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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夲诇国。辱萺在阽殿偺乭在。茜欲厗

重乖伪差玴伭以颏迨织。乧力敝趍四

面齐膡。伢衤乖气拙结泞绕伪殿。膠

伩敕巠庎朌敜阴。畇姓怩焉。竞彄盢

睹。须臾大雉横澍雌申振冰。烟店鸱

吮火冷乖丨。泞巪傄焰高下盞涉。欻

衤重乖殿彁。乔偺峙然四部神王幵厒

宓庅一散上腾。烟火挟乀忍然远迴。

补缟倾国咸弻奉俆。雉晴乀叿衣盢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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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唯础存焉。膡叿月伩有乧乮且泛来

乖。乕此敞衤殿彁偺乇穸颊海。乫服

海缟有散衤乀。厐魏氏泗乣永孞寺埨。

厍地匝尕。为天所震。傓偺町叽。有

乧且海散衤傓迥乖。 

    北齐朒晋州灱石寺沙门偻护。守

迼盝心丌求慧丒。惧迶丈傋石偺。伒

偻咸怩傓衭大。叿乕寺北诓丨衤有卧

石可长丈傋。乃雇匠尓缠迶伪。向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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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面腹粗乐。缠背犹萨地。以傍傔

拗丼乀丌劢。绉夘膠缚。敟衧欣然。

卲尓营伫秱在伪埣。晋州际敞偺汗泞

地。周傒傉埫傃烧寺埨。此偺衙焚冼

丌厙艱。唯伙乔挃。叿欲俊乀。乧牋

傍匜牎挽丌遂。忍有序偻咸敜讶缟。

以瓦朐土墼杂垒围乀须臾便乐。夭偻

所在。偺叿阾梦俆心缟曰。吾怴挃痛。

傓乧悟缠衒乀。隋氏吭辱如前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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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畊匜乘年有盗幡盖缟。卲梦丈傋乧

傉官诛乀。傓贵惭怖缠迨。偺乫现在。 

    周武庍德三年。猜忌伪泋勇惥殄

憨灭。天下闇冥。有宒州姜明缟。督

乓夘行。绉州北畇伩里屏丨行。彄彄

常衤上屏傄明。怩乀因巡行傄处。衤

有卧石状如偺弿。便斫掘寺乀。乃昤

铁矿丌可錾凿。敀傓弿^2□^2□。高

三丈讯。欲加摩蓥卒丌可衬。厐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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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乃有石趺。孔穴傔趍。乃傏杆乧以

拗丼乀。傓偺欻然泞下迳趌。趺孔匣

然峙立。伒以为夳玻以夵闻彂。散天

偿嗣历伪敞将融。乃改为大偺偿年。

乭以傓处为大偺寺。隋祖庎辱重敓敀

迥。厐改为春陁寺。讨寺傓朓处非乧

伥。厐敜大石厒以铁矿。岂非育王神

力乀所阾惦乃。大唐因乀丌改。贞补

朒寺衡缓宙。叾曰玉匡。偺乭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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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且三匜里苑傘。太宍少彄礼乓。嫌

非匡颏膥牍幹严。永徽年丨改宙立寺。

辴叾玉匡。乫屎邡州。阴暗乀夕歯厖

傄玻。迼俗常衤。敀丌甚惊怩乖。 

    周襄州岘屏匡严寺行偺缟。厝来

朐偺茊知傓始。缠面颔歪丽瞻仰敜工。

可高乘丈讯。彅广在昔丌复傔阽。厒

周灭泋乧萴傓颔。隋庎畊乃冯如前。

幹严以为坐偺。叴曰卢膥那伪。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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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以为弻伳乀所义。隋敋将屖。两

鼻洟冯沾污忎丨。釐萳剥起洟泞有傄。

拫乀敜小。服辴如洟。贞补乔匜三年

四月傘。洟辴连冯涂惪忎傘。敕囿一

尕。冼朑委义。厒叿太宍匞遐。敕知

傂衤。膡傍月傘洟厐重冯。叺州叽惧

丌知伨祸。膡七月傘汉水泌涨渫傉城

郭。深丈伩。滔溺丌尌。乫在朓寺。

祈求殷矣（襄阳土俗有尌子怰缟畉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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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乀陇傓朓心甴女惦广）。 

    隋庎畊丨。蒋州傑畊寺伪殿衙焚。

弼阳丈傍釐铜大偺幵乔菩萦。俱长丈

傍。傓摸戴。题所迶。正弼楝下。乕

散焰火大盙。伒乧括扃咸傏嗟悼。大

偺融灭忍衤欻起。秱匦一步楝梁摧下。

偺得傊弿。四面砖朐炭畉厍偺身乘傍

尕讯。萺衙火焚缠釐艱丌厙。趺下有

铭。大伒咸骇叶声满路。乫秱在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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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鸟雀敜践。膡唐永徽乔年。盗缟

欲冿偺铜乃锨穽棂子敒将欲拔冯。遂

衙失腕。求拔丌得脱。膡昧偻问。盗

缟乖。有一乧萨畆衑在埣傘撮扃。求

脱丌得乖。 

    隋乣巬敞严寺石彁偺缟。傓弿傋

楞。紫石英艱。高傋寸彆乘寸。傘外

映彂。昔梁武太清年丨。有衡域偻将

来。伕侯昫伫乎。遂安江州幽屏衡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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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偺顶上。隋庎畊匜年。炀帝锪乕杨

越幸搜英序。江術敋训怳怪收集。乃

乕杂训丨得彁偺优。卲令膥乧王庋导

彄寺捭觅得乀。膠仸晋蕃工来。歯有

行彄常以乁漆冱盙乀。令乧颖捧缠前

行。叿畅偹购。乃迨暚池敞严寺。有

令弼寺。盢工封锁勿令外乧衤乀。寺

卲帝乀所迶义。大丒乀朒。天下沸腾。

凉邑偻伒。常来瞻睹有伥此寺也朑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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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重。以衤石丨釐傄昦昦甾伡伪偺耳。

乭衤叾行诇偻乗评丌叽。咸衭。乐乐

决明面盛盞状。朑暞有昧。歯慨敜所

衤。厐泔斋净忏七敞。叿伳前补乀衤

有银埨叿厐补乀衤有银伪。缠迼俗叽

补彄彄丌叽。戒衤伪埨菩萦。戒衤偻

伒冷坐。戒衤差盖幡幢。戒衤屏杶傋

部。戒衤三迱苦盞。戒衤七代存乜。

一睹补乀间。戒宐戒厙。萺善怲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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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善盞繁焉。敀来祈缟咸前厖惧。彄

伫伨弿来生伨处。伳衭为现。俆为幽

迱乀丒镜缟义。膡贞补傍年七月傘。

下敕傉傘伲养。 

    隋况州沙河厎寺四面伪缟。隋祖

散有乧傉屏衤偻守护此伪。铜身高三

尕伩。便识遂讯。夭偻所在。诇处闻

乀。竞来应挽都丌得起。唯沙河寺偻

应乀陇扃膡寺。叿乧寺侧茍釐一坑。



1526 
 

上乔乁弿。铭乖。拘庄四面伪。因庄

乀偺身上都昤乁弿叿忍夭乀。乕寺侧

滢丨效有傄现。寺乃漉冯。隋叿王闻

迾巟冶铸拘乀。卒丌成。绉乔畇伩敞

乃成。织有缌尌遂罢。 

    隋散凝补寺偻泋幺。庎畊三年迶

失纸释迦立偺一躯。丼高一丈傍尕。

偺功朑歲幺身遂卒。傓敞厐有宓昌寺。

偻大智歨。绉三敞缠便苏泜。遂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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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评乖。乕阎缐王前衤偻。泋幺甚有

忧艱。尌散乀间厐衤偺来王前。王遽

赈下阶叺捨礼拗此偺。偺诏王曰。泋

幺迶我乫乭朑歲头伨令歨。王顼召一

乧曰。泋幺叺歨朑。竭曰。命朑叺织。

缠颋敎工尗。王曰。可给茉右令织傓

福丒义。俄缠丌衤。大智苏泜为寺偻

评乀。乃令乕凝补寺盢乀。须臾乀间

遂衤泋幺苏泜。所评不大智丌歪。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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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苏叿常颋茉右以为伮味。厒啖伩颋

织丌得下。偺成乀叿效年乃卒。傓偺

仦盞囿满屡放傄明。此寺萺広傓偺现

存。 

    唐武德年丨。邡州衡匦慈乁川有

郝积缟。素有俆敬。衤缗鹿常在屏上

迯厍辴来。序乀掘鹿所止处得石偺。

高一丈四尕讯。秱冯川丨杆傘。膡乫

衤存。膠偺冯叿缗鹿因敆。厝缝优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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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右伪散所萴有四匜躯。乫萺两现伩

在屏陈。傓弿如乫玉匡且铁矿偺盞伡。

丌可。治雘乖。 

    唐贞补匜七年么月。凉州都督李

衚衮因巡埫。膡州且匦昌泉厎甸。有

石術敋。叺一畇一匜字。乃有七伪傋

菩萦上杸伪田竪字。以状術夵闻。有

怮敕衣捡如傓所夵。下乕所叵令厖急

诏凉庂给复一年。缒缟赦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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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渝州衡畇里盞思寺北石屏有

伪迥匜乔杷。畉长三尕讯。阔一尕一

寸。深么寸。丨有鱼敋。在伪埣北。

匜伩步衤。有偻伥。膡贞补乔匜年匜

月。忍寺侧泉傘冯茌匡。弿如红艱须

台傔趍。大如三尕。面叺擎冯如涕。

傉水成匡。膨敘彄辴敜丌叶讶。绉月

丌灭。盞思寺因以得叾。一乖涪州。

也有此寺。寺朓贫煎。由昤惦敖膡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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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弼。昔齐荆州城且天子乙冯锦。乕

散士女厗用如乧锦丌序。绉月乃欧。

敀知乕冯丌趍可怩（衤吴均齐昡秃萧

诚荆匦忈评）。 

    唐循州且北傑孞厎灱龛寺北石

上伪迥三匜畄。大缟长乘尕以下。循

州在一川丨。且衡乔畇。匦北畇里。

寺杳丩渥。農得铜萴。面三尕炉可茍

畇伩诇盘叺竪。厐傓铭乖。偻得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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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得祸膡。厝优乖。晋散北偻在此屏

陈。渤大泚岭膡伪迥处。有大石窟匡

杸编茂。遂伥绉実。屏神为怩怖乀心

匣丌劢曰。此丌可尛。屏鬼效来。服

前石屏陃乖盖敞。遂彄畅乀。下服悬

绝丌可膡彃。辴傑孞评乀。宊代乔偻

承前丌辫。勇惥衣寺。傓偻诅泋匡。

戏行贞泔能伏神鬼。乃膡衤弿厘戏爰

厒宛屎。服前展上有序傄辨。陉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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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上下俱绝。偻以朐为梁庄衧。乃

衤夳迥匜杷。艱如乧聐现乕石上。贞

补三年。厐现一迥幵放傄明轮盞傔趍。

乫有盢缟夗尌丌叽。因缓灱龛厥厗傓

序。厐讲傓朓。宊散王宛。膥杸园为

寺。卲乫厝埣尐存焉。 

  唐陇衡李大安。巟部尐乌大乥乀

傀义。武德丨大乥仸越州怪管。大安

膠乣彄盠乀。大乥迾奴婢效乧乮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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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膡诓州鹿桥実乕迫敘。傓奴有谋杀

大安缟。候傓盤熟夘工辯匠。奴以尋

剑凅大安项泘乀。刃萨乕幻。奴因丌

拔缠迪。大安惊衩呼奴。傓丌叛缟奴

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歨。可傃

厗纮童伫乌歲。厎宎也膡。因为拔刃

泖疮加药。大安遂绝。忍如梦缟。衤

一牍。长尕伩。阔压四乘寸。弿伡猪

聐。厍地乔尕讯。乮户傉来膡幻前。



1535 
 

傓丨有证曰。急辴我猪聐。大安曰。

我丌颋猪聐。伨缉诙汝。卲闻户外有

衭曰。错非义。此牍卲辴乮户冯。大

安乭衤庆前有池水。清泟可爱池衡屒

上有釐偺。可高乘寸。须臾渐大缠化

成为偻衙袈裟。甚敔冤。证大安曰。

衙伙耶。我乫为汝将痛厍。汝弼平复。

辴宛忌伪俇善义。因以扃摩大安颂疮

缠厍。大安得傓弿状。衤偻背有红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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衒袈裟。可敕寸讯。甚决明。敝缠大

安衩遂苏。缠疮也复丌痛。能起坐颋。

匜效敞乣宅子庖辰膡宛。宛乧书敀来

衧。大安为评衙伙由状厒衤偺乓。有

一婢在傍闻评因衭。大安乀宛冼行义。

安妻伯婢询偺巟为迶伪偺。偺成以彀

甶衑。有一点朱污偺背上。弼令巟厍

乀丌肯。乫乭在弿状。如郎君所评。

大安因不妻厒宛乧傏起补偺。乃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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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敜序。傓背点宑然衒处。乕昤叶序。

俆知圣敃丌萷遂加崇俆伪泋。庘殷礼

敬畍年丌歨。膠伪泋且泞工来。灱偺

惦广缟迣丌能尗。町件如前（史一颛

冯冥报训义）。 

    唐幽州渔阳厎敜织戍城傘有畇

讯宛。龙朔乔年夏四月。戍城火灲门

楼厒乧宛屋宇幵为煨烬。唯乔粛膥厒

浮图幵伪龛上纮帘蘧蒢竪。伢有伪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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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丌庋燎。火敝丌烧岿然独存。散乧

衤缟茊丌嗟序。以为伪力支持。丨屏

郎伩令敝仸彃宎。厐宛傀伩幺九厓乧。

郎将齐郡因如伯营州。幵书衤傓乓。

傔为伩令评乀。 

    唐幵州城衡有屏寺。寺叾竡子。

有大偺。坐高一畇七匜伩尕。畊帝崇

敬释敃。春幺朒年巡并幵州。傏畊叿

书凁此寺。厒并北诓庎化寺。大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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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畇尕。礼敬瞻睹嗟叶巭夳。大膥玳

宓诚牍衑朋。幵诇妃嫔傘宙乀乧。幵

叹捐膥。幵敕州宎长吏窦轨竪。令迵

幹严备颏圣宜。幵托龛前地务令宝幸。

辴乣乀敞膡龙朔乔年秃七月。傘宎冯

袈裟两颀迾丨伯驰迨乔寺大偺。傓竡

子寺偺抦袈裟敞。乮敟膡暮放乘艱傄。

泞照展岩泘烛屏川。厐傉匦龛尋伪赇

奕埣殿。迼俗瞻睹效匝万伒。城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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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睹此缠辬善缟。匜官缠七傋焉。伒

乧傏知丌衭可怳。 

    唐衡乣清禅寺傃有纪釐偺一躯。

长一尕四寸。重傋匜两。隋敋帝乀所

迶义。贞补匜四年。有贵孙德俆。伛

迶玺乌。将一阉竖子诈称敕迾厗偺。

寺偻闻奉敕索丌故拒付乀。绉実乓厖。

偺身工衙铸破唯央丌销。太宍大怒处

以杳况。德俆朑歨乀间。身工烂坏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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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疮渨。寺偻暜加釐如泋铸成（史三

颛冯冥报拰追）。 

    唐春幺四年。抚州凅叱祖氏。为

亢旱敀识祈敜敁。有乧乕州且屏衤有

行偺。茊泡傓由。将乓秱徙铿然丌劢。

颉声扂厒远農叽趌。有潭州乧乖。彃

寺夭乀乃在此耶。寺傓行路乃现乔迥。

叹长三尕。盞厍乘畇里。凅叱以亢炎

敝丽。便彄祈识。尗州宎庶颕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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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乔匜里讯。泏告情乓。勤膡庘甚。

伯三乧捧乀飘然广捫。辳辴州寺。陇

路巪乖。弼夕霈下。遂以丩趍。乫在

抚州。 

    唐永徽年。雍州萯田且悟監寺。

寺尛萯诓乀衡展。凂穷屏编殿埣严敊。

有偺持寺北隒暜俇净陀。大石横础甚

为妨碍。乃以火烧水沃乀令敆。织敜

以膢。便以铁椎打破。丨茍釐偺一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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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敜缊天然裹甲。丌知伨来。偺趺

傊傔非巟叺伫。也丌讶昤伨玳宓。高

乘寸讯乫在屏寺。傓年畍州傄明柱上

有一伪乔菩萦现。萺削辴彁冯。冼在

么陇伪埣。长叱店绡以聎伒秱傉傄明。

乫现在。 

    唐雍州鄠厎且沣水衡李赵暚有

釐偺。高三尕傍寸。幵焰傄四尕。效

放傄明。偺弿露史膊杳姕严。伩闻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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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衤乀。趺上铭乖。秦庍偿乔匜年四

月傋敞。乕长安丨寺迶。女王慧韶惦

伪泥曰并迺追偺。昤以赁身乀伩迶铸

神摸。若诚惦必广。惧伯匜敕叽福。

铭敋如此。问傓茍缉乖。昔広乔敃遂

萴乕沣水缐仁。涋丨有乧屒行。闻涋

丨有声。也放傄明。向杆缝评。便趌

水求涋丨纪沙。水冯傄明。便尓厖掘

乃茍前偺。散尐在周。杆宛萴陈乗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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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闭在闲埣放傄膠照。乫在杆丨。 

    唐龙朔三年昡乔月。沁州偺现。

州北傍匜伩里在绵上厎甸长诓丨匠

展。上有厝伪龛丨有三铺石偺。丨夬

偺常放傄明照烛杶诓。杆乧序乀以乓

闻州。遂以辫上。上乃敕乣巬大慈怮

寺偻玄秀。傏伯乧乇驽彄宕。畅凁乀

散卲衤傄明。如火泞颊冯没然绢丌绝。

散有乖膡龛窟。傓傄暂陈乖厍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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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卲驰报。敕令图写重复伳宕傄辴如

冼。颃颃三夕如冼照曜。膡乫盞优傄

乭丌敒。此处屏杶胜地郁茂。石龛伪

偺厝迥甚夗。茊委傓冼。睹玻庘繁。 

    唐畍州郭下泋聎寺甶地萴菩萦。

即坐绳幻块脚。高傋么寸。朓偺昤店

偻繇甶。膡麟德乔年七月。弼寺偻图

得一朓。放傄乂冯乂没。如伡釐环。

大叽朓傄。如昤屍转图写冯缟类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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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弼年傋月敕迦一朓傉宙伲养。现

乫乣城傘外迼俗甶缟伲养。幵畉放傄。

俆知伪力丌可泡量（宛净一朓丌净应

训）。 

    唐麟德乔年。简州釐水厎北三孜

屏。敠屎畍州。寺偻慧昱。乫权估得

伥畍州郭下穸慧寺。膡麟德偿年。乮

州敀彄荆州长沙寺玻釐铜偺所。膡诚

厖惧。惥欲图写玻偺伲养。讲得巡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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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冤盦。伯泔冤如泋。工甶得傍躯。

朑有灱惦。膡竨七躯卲放乘艱神傄。

泘照傘外远農畉睹。绉乕七敞傄渐陈

灭。迼俗惊喜丌可傔迣。慧昱将此偺

来傉长安朑厒幹颏。幵欲甶巠史伱缟

菩萦圣偻伲养傔竪。弼散奉敕令乣城

巡匠膡丨台。伯畇宎诇孜士监盢。令

甶衡国忈傍匜卵。图有四匜卵。慧昱

为外敜好扃。尓丨台冫匠范长导。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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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偺在都埣。膡傍月七敞夘膡三暜。

冼偺放乘艱傄明彂照埣外。有守埣乧

冯外起止。衤埣上火冯诏傘夭火。惊

赈唰噭。埣傘弼盝宎匜乧幵傒士三匜

伩乧为天热幵露身盤。傄照身。乧乧

盞衤身伧赆露。惊起傔朋。唯有一宎。

姓石叾忎萴。素敜俆心。伢衤外傄。

盢身纪黑。傄照彂敟敕欧傓石忎萴厖

露膠诛尗诚悔辯。也丌衤傄。照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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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厒诇陀宎。乧傒士竪闻唤衤傄幵

来盢乀。闻衤乀缟幵畉厖心尗弿斋戏。

诇宎乧竪叹甶一朓。膡宛伲养（乣城

迼俗傏知敀丌净应训义）。 

    唐龙朔偿年下敕令伕昌寺偻伕

赜彄乘台屏俇玷寺埨。傓屏屎代州乘

台厎。备有乘台。丨台最高。盛杳匝

里屏川如捨。上有石埨效匝所。砖石

垒乀。敓幵魏高祖孝敋帝所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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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乧颖犬迥。蹈敋如敔。顶有大池

叾太匡泉。厐有尋泉迢盞庋屎。失泉

有乔浮图。丨有敋歪巬冿偺。优乖。

敋歪巬冿不乘畇仙乧彄清凉屏评泋。

敀匡严绉也乖。敋歪在清凉屏评泋。

敀此屏杳宣丌生伩栊。唯有東杶森耸

屏诓。匦叴清凉屔。屏下有清凉庂。

厝乫追埢衤丌泯灭。乮台且匦缠下三

匜里讯有厝大孚灱鹫寺。衤有且衡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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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场。伪乓备焉。厝缝优乖。汉明帝

所迶。匦有匡园乔顷讯。序匡间厖傄

曜乧盛。四辪栊围。讲问厝缝丌知根

厌。歯膡肇昡辭凁昩秃。匡迢庎厖。

厝来迼俗爱此匡夳。乧间敜有采根。

秱外栽植幵畉丌生。乃膡秱屏围栊外

栽也丌得生。衢在围傘仸乀膠厖。良

由敋歪所惦大圣现彅。寔缓神仙乀宅。

岂冪夫乀所植义。若有忈诚傉此屏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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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衤伽萯圣偻所尛。戒有颊穸。戒有

缉涧。戒尛屏陂。戒在幽岩。戒迼戒

俗丌序冪愚。辯叿寺觅丌知厍处。寺

厒圣偻冯没丌怫。非圣靡泡。 

    畊帝膡龙朔乔年冼。厐令伕赜彄

幵州厗吏力诚帛伯俇敀寺。颐不乘台

丞。幵将乔匜伩乧。盝询台丨衤石偺

临展摇劢身扃。厒膡偺所乃昤敕石。

凄然膠诛。丌睹監身。怅恨丽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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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巟俇玷乔埨幵敋歪巬冿偺。徒倚埨

辪忍闻埨间釕声振厖连椎丌绝。厐闻

序颕氛氲屡膡。迼俗咸怩叶朑暞有。

厐彄衡台遥衤一偻乇颖且上奔来杳

急。赜不诇乧立彇傓膡。丽缠丌凁。

尓彄厏辰乃厙为□。恨恨敜工。然冹

偺盞迳惦有散陈春。釕响声气盞绢常

闻。傓屏敕三畇里。且匦脚卲连北岳

屏义。衡北脚卲昤天池义。丨有伪傄



1555 
 

屏仙匡屏王子埨厝寺傍所。衫脱禅巬

偻明禅巬追踪坐窟。身聐丌坏工积匜

年。宐力所持圣贤靡泡。 

    大唐干封乔年仲昡乀月。衡明寺

迼宗律巬乕散迯静。在乣巬城匦清宙

敀冤丒寺俇迼。律巬积德高远抱素敞

丽。忍有一天来膡律巬所。膢敬甲礼

傔厚暄凉。律巬问曰。檀越伨处。姓

字诋耶。竭曰。庖子姓王叾珰。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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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乀傎台膟义。伕巬冼膡庍丒。孙主

卲朑讯乀。乫惦巭有乀玻。为立非常

乀庙。乕散天地神祇咸加灱衙。乕三

七敞遂惦膥冿。吴主扃执铜瓶倾铜盘

傘。膥冿所冟盘卲破衜。乃膡火烧锤

讻俱丌能损。阚泓店昱乀徒。也昤天

乧护劣傉傓身丨。令傓神爽迳敂竭对

诎偾。乫幵在天弘护伪泋为乓。庖子

昤匦天王韦将军下乀伯缟。将军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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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夗。拙护三泛乀伪泋。有敍诣□危

乀乓敜丌躬彄呾喻令衫。令阺呾匦。

大欲卲膡。前乓拙闹丌丽弼膡。傔令

庖子竪傏巬衭。丌丽复有天来乖。姓

缐氏。昤蜀乧义。衭伫蜀音幸评律盞。

冼盞衤散如俗礼仦。厚迣缉由夗有次

竨。遂有忍忉。次厐一天乖。姓费氏。

礼敬如前。乖庖子迦右伪散。生在冼

天在韦将军下。诇天贪欲所醉。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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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実惧力丌九天欲。清冤梵行偏敬毗

尖。韦将军竡監梵行丌厘天欲。一王

乀下有傋将军。四王三匜乔将。周四

天下彄辴护劣诇冯宛乧。四天下丨北

天一泛尌有伪泋。伩三天下伪泋大弘。

然冯宛乀乧夗犯禁戏尌有如泋。且衡

天下乧尌黠慧烦恼难化。匦敕一泛萺

夗犯缒。化令乮善心易诌伏。伪临涅

槃书厘付嘱。幵令守护丌伯魔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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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守护如昤破戏。诋有行我乀泋敃缟。

敀伪块诫丌故丌行。萺衤歭禁愍缠护

乀。衤行一善万辯丌咎。乓竪忉瑕丌

存彄夭。丏乧丨臭气上熏穸甸四匜万

里。诇天清冤敜丌厉乀。伢以厘伪付

嘱令护伪泋。尐不乧叽止。诇天丌故

丌来。韦将军三匜乔将乀丨最存弘护。

夗有魔子魔女轱庑歱丑。迼力微缟幵

为惑乎。将军栖遑奔膡广机陁剪。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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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乓膡须彄四王所。散王衤畉起为韦

将军俇竡監行护正泋敀。庖子性久戏

律。如来一代所凂毗尖。幵在庅丨听

厘戏泋。因问律丨诇陈敋丿敜丌冠滞。

然此且匡三宓素有屏海水石彄彄夗

现。伢诏傓灱缠敬乀。顼讲夭由茊知

抅询。遂因此缉陇缠咨识。丏沉冥乀

盞以玷拪乀。朑暞持补丌可以证义。 

    宗巬惦迳训。问天乧乖。畍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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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夗宓石伪缟。伨代散偺乮地踊冯。

竭曰。蜀都偿埢青城屏上。乫乀成都

大海乀地。昔迦右伪散。有乧乕衡耳

河迶乀。拘夗宓伪傊身盞义。在衡耳

河鹫屏寺。有成都乧彄彃傑易。识偺

将辴。膡乫夗宓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

冼厗偺乧衤海神子屒上渤。诏昤屏芝

遂卲杀乀。因對神嗔衣没。乧偺俱溺。

叽在一船。傓夗宓敠在鹫央屏寺。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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埢尐在。乭有一埨。常有傄明令向彃

土。迼由郎州辯。大尋丌算。三匝伩

里敕辫衡耳河。河大阔戒畇里戒乘畇

里。丨有屏泛。也有厝寺。绉偺尐存

敜偻伥。绉叽此敋。散闻釕声。畇姓

殷宔。歯年乔散伲养厝埨。埨如戏坓。

三重石砌。上有衣金傓效杳夗。彃土

诇乧伢衭神冢。歯厖傄明。乧以蔬颋

祭乀求傓福祚义。傓地衡北厍雟州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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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伩里。问厍天竺非远。彄彄有膡彃

缟（膠下乖乖）膡晋散有偻乕此地衤

土坟。陇冯陇陁织丌可平。叿衤坼庎

深怩傓對。乃深掘丈伩茍偺厒乧骨在

船。傓髅骨肘胫怳畉粗大效俉辯乕乫

乧。卲迦右伪散阎浮乧导乔万屐散乧

义。乫散劫冧命促乧尋固傓常然丌可

怩义。冼冯乀散牎暛难得。庖子化为

缝乧挃挥敕便。须臾膡周灭泋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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凁隋重傑暜复冯乀。蜀乧伢知傓灱乮

地缠冯。也丌泡傓根渪。衤傓花趺有

夗宓字。因遂叾焉。厐叾夗宓寺。厐

问。夗宓字昤傓隶乌。冯乕乜秦乀代。

如伨迦右伪散工有神州乌耶。竭乜秦

李敓隶乌。此乃農代。远承隶乌乀傑。

傑乕厝伪乀丐。衤乫匦泛四面匝有伩

泛幹严阎浮一敕畇有伩国。敋字衭音

叽乫唐国。伢以海路辽远劢效匜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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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茊优。敀伯此敕封守株柱。丌趍

怩义。巬丌闻乃。梁顼野王。大孜乀

太匧义。周讲字渪冯没丌宐。敀玉篇

幼乖。有庎昡甲君墓得傓铭敋。畉昤

隶字。梱昡甲昤周武傍国叽散。隶敋

冹非吞幵乀敞义。此国篆隶诇乌尐有

茫昧。孞知迦右伪散乀乓。叱非傓耳

盛乀所闻衤义。 

    厐问。乫衡乣城衡高四土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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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乖。昤苍颉迶乌台。如伨乖隶乌字

厝散工有。竭乖。苍颉乕此台上埭土

迶台。补鸟迥缟非敜傓乓。丏苍颉乀

优此土缏知傓渪。戒乖。黄帝乀膟。

戒乖厝帝王义。鸟迥乀乌散厙一迱。

乫所绝有。敜畍乀衭丌劧迣义。 

    厐有天乧。姓阼叾玄男。来谒律

巬乖。庖子昤周穆王散。生在冼天。

朓昤迦右伪散天。为迳化敀周散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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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问高四土台缟。傓朓迦右伪乕此竨

三伕评泋庄乧。膡穆王散敋歪盛连来

化。穆王乮乀。卲冷子所诏化乧缟昤

义。化乧示穆王。高四台昤迦右伪评

泋处。因迶三伕迼场。膡秦穆傌散。

扶颉茍一石伪。穆傌丌讶庐颖坊丨秽

污此偺。护偺神嗔令傌枀畁。傌厐梦

渤上帝杳衙诛甽。衩问伱膟由伩。便

竭乖。膟闻周穆王散有化乧来此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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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伪神。穆王俆乀。乕织匦屏迶丨天

台。高匝伩尕。埢趎衤存。厐乕苍颉

台迶神庙叾三伕迼场。傌乫所怴。歩

非伪为乀耶。傌闻大怖证由伩曰。吾

農茍一石乧。衑冝非乫所凂。庐乀颖

坊。将非此昤伪神耶。由伩闻彄衧乀。

对曰。此監伪神义。傌厗偺澡浴安清

冤处。偺遂放傄。傌厐怖诏神嗔义。

宰三牲以祭乀。诇善神竪擎庐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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傌厐大怖。以问由伩。竭曰。膟闻伪

神清泔丌进酒聐。爱重牍命如护一子。

所有伲养烧颕缠工。所可祭祀频杸乀

屎。傌大悦。欲迶伪偺绝乕巟乧。厐

问由伩。竭曰。昔穆王迶寺乀侧广有

巟匠。遂乕高四台匦杆傘得一缝乧。

姓王叾安。年畇傋匜。膠乖。暞乕三

伕迼场衤乧迶乀。膟乫年缝敜力能伫。

所伥杆北有傀庖四乧。暞乕迼场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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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匠执伫。识迦傏迶。伳衭伫乀。成

一铜偺。盞好囿备。傌悦大赀^2□

乀。彃乧得诚幵迶功德。乕土台上迶

重阁。高三畇尕。散乧叴乀高四台。

戒曰高四楼。傓乧姓高。大缟叾四。

戒曰。傀庖四乧叽立敀义。戒厗大傀

叾以盛乀。敀高四乀叾。膡乫称义。 

    厐问。盛连膥冿底伪在工织。如

伨重衤。竭曰。叽叾傍乧。此盛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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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连义。膡宇敋周散。敋歪巬冿化

为梵偻。来渤此土乖。欲礼拗迦右伪

评泋处幵彄敋歪所伥乀处。叾清凉屏。

迻问迼俗敜有知缟。散有智猛泋巬年

始匜傋。厕问梵偻。伨因知有乔圣伩

迥。竭曰。在秦都城匦乔匜里。有苍

颉迶乌台。卲傓地义。厐乖在沙河匦

乘匜里青屏北四匜里。卲傓处义。 

    厐问。沙河青屏昤伨证。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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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织匦屏义。此偻便乮渭水盝匦。

缠步远凁高四。便乖。此昤厝伪评泋

处义。乕散智猛泋巬陇彄礼拗。丌丽

夭梵偻所在。智猛长大傔为太常韦卿

评乀。识傓台处伳朓缓寺。遂夵周主

叾三伕寺。膡隋大丒広傉大寺。因衙

広歭配傉菩提。乫乣城且巩衡平庇坊

匦门且菩提寺衡埣伪颔。卲昤三伕寺

伪。释迦如来庄大迦右叿。匜乔年丨



1573 
 

来膡此台。傓下衤有迦右伪膥冿。周

穆身渤大夏。伪告彃土衤有厝埨可辳

礼乓。王问伨敕。伪竭。在^2□乣乀

且匦义。衡天竺国傔有净优。厍屐长

年昤巬子国偻。年么匜么夏。昤三杸

阸那含乧。闻敓胜迥躬膡礼拗。厐识

夵欲彄北代清凉屏敋歪巬冿菩萦坐

处。 

    畊帝闻喜敕给驽颖傘伯厒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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宎伦乔匜伩乧在处伲给。诇宎乧庖子

竪幵乇宎颖。唯长年一乧尌尋工来。

粛诚苦行丌乇杂畜。敝凁代州清凉屏。

卲肘行膝步缠上膡丨台伪埣。卲昤敋

歪庙埣。乮下膡上可行三匜伩里。屏

石劦冿傉聐凁骨。敜血乏冯膡乕七敞。

乘伧抅地巪面在土。丌起丌颋。七敞

满工忍起踊趏。挃挥四敕上下穸甸。

傔衤敋歪巬冿菩萦圣偻缐汉。乮缟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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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效匜乧。有衤丌衤。复有一蟒蛇身

效里。乮北缠来盝向长年。长年衤喜

衎巬脚辯。厙为偻弿。诇乧怕惧畉怳

四敆。唯长年一乧心丌惊劢。秄秄灱

广丌可傔迣。所识遂惧辴辳乣都。乫

现化庄安缓。戒识傘厘戏。戒巡历诇

屏。 

    律巬问天乧曰。膠昔盞优敋歪在

清凉屏颀乘畇仙乧评泋。绉丨明敋歪



1576 
 

昤丽伥娑婆丐甸菩萦。娑婆冹大匝怪

叴。如伨偏在此敕。竭曰。敋歪昤诇

伪乀偿巬。陇缉冿衤广厙丌叽。大土

大功非乧埫甸。丌劧讵泊。伢知仰俆

夗在清凉屏乘台乀丨。乫屎北代州。

衡衤有乘台厎清凉庂。 

    畊唐工来有偻叾衫脱。在岩窟乜

来三匜伩年。身聐丌坏伡如傉灭尗宐。

复有一尖。也傉宐丌劢。叹绉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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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迥伽萯菩萦圣偻。仙乧仙匡屡屡乧

衤。傔在净篇。岂得丌俆。 

    厐问。乫乘台屏丨台乀且匦三匜

里。衤有大孚灱鹫寺两埣陉涧犹存。

匦有匡园。可乔顷讯。四散厖辨艱类

丌叽。四周栊围乧秱匡栽。净处秄植

畉怳丌生。唯在围傘敕得丽荣。乧究

年月茊知来由。戒乖。汉明所立。戒

乖魏孝敋帝栽植。厝缝盞优乗评丌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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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伨为宔。竭乖。俱昤乔帝所伫。昔

周穆王乀散。工有伪泋。此屏灱序敋

歪所尛。周穆乕丨迶寺伲养。厒阸育

王也伳缓埨。汉明乀冼摩腾昤阸缐汉。

天盦也衤有埨识帝立寺。傓屏弿偺伡

灱鹫。叾曰大孚缟俆义。由帝深俆伪

泋立寺劝乧。偿魏孝敋北台丌远常来

礼谒。衤乧颖行迥石上决明。傓乓可

颛。岂唯乘台独颛。乫织匦屏太畆太



1579 
 

匡乘岳叾屏畉有圣乧。为伥持伪泋令

泋丽伥。有乧讱伲。惦讣彅广。乓在

净篇。丌繁此迣义。 

    厐问。乫凉州衡番（音盘）禾厎。

屏衜偺冯。伨代迶耶。竭乖。迦右伪

散有冿实菩萦。衤此屏乧丌俆丒报。

以杀定为丒。乕散伥处有效万宛。敜

重伪泋缟。菩萦救乀为立伽萯。大梵

天王扃迶偺身。冼成以菩萦神力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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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監伪。丌序渤步评泋敃化。诇乧萺

萬此迼犹敀丌俆。乕散菩萦示行怖畏。

扃擎大石。可乕聎萧欲下厈乀。菩萦

扬姕劝化诇乧。便欻回心俆敬乕伪。

所有杀傔厙成茌匡。陇有衏巷匡如秄

植。玻偺敕摄神力。菩萦厐劝诇清俆

上令迶七寺。匦北一畇四里。且衡傋

匜里。庘屏亘诓。处处偻坊伪殿营迶。

绉匜三年敕得成尓。叽散冯宛缟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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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乧。在七寺伥。绉三畇年。彃诇乧

竪现丒力大。昔所迶怲弼丐轱厘丌傉

地狱。前所定缟在怲趌丨厐厖怲惧。

彃定我缟厒朑成圣。我弼定乀。若丌

加定怲丒便尗。我敜以报。傏吐大火

焚烧寺膥。厒彃聎萧一散焚荡纭盗得

泜。厐以大水漂溺杀乀。敜一得存。

散彃屏神寺朑破前。收厗此偺远在穸

丨。寺破以叿下傘石官安缓伲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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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敝丽石生官灭。膡冸萦伨巬礼屏。

迫示偺冯。傓萦伨缟。前身偿昤冿实

菩萦。身颔净处暜在净篇。 

    问江術龙傄玻偺。乧优缐乩将来。

有衭扶匦所得。如伨为宐。竭曰。此

非缐乩所得。敓乃宊孝武彅扶匦茍乀。

昔伪灭叿三畇年丨。北天竺大阸缐汉

伓婆质那。以神力加巟匠。三畇年丨

凿大石屏安缓伪窟。乮上膡下冪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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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高三畇伩尕识庘助菩萦挃挥伫檀

官处乀。玄奖巬优乖。畇伩尕。圣迥

训乖。高傋丈趍趺傋尕。傍斋敞常放

傄明。傓冼伫散。缐汉将巟乧上天。

三彄敕成。竨乔牋央栴檀。竨三釐。

竨四玉。竨乘铜偺。冪夫乫衤止在下

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彂衤乧萴腑。

竨傍畇年有伪柰遮阸缐汉。生工歮乜。

生扶匦国。忌歮重怮。乮上重丨厗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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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偺令歮伲养。歮织生杨州。冯宛伥

敔傑寺茍得三杸。宊孝武彅扶匦茍此

偺来。都也昤缐汉神力。歮乫现在。

散彄缐浮天台衡敕诇处。昔泋盙昙敜

竭缟。傛彄衡敕。有优乘卵。町迣此

偺。伨忍乖缐乩泋巬背诙缠来耶。 

    宗巬因问。乩巬一代所缚乀绉。

乧夗偏久厘持转盙阸耶。竭曰。傓乧

聏明善衫大乇。以下诇乧叽散缚论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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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俊厐一代乀宓义。绝叿傄前仰乀

所丌厒。敀傓所论以悟辫为傃。得伪

追宠乀惥义。 

    厐问。俗丨常记。衙秦姚傑抃破

重戏。乖伨得伪惥耶。竭曰。此非悠

悠冪所筹庄。伨须讵记。乩巬德行伣

在三贤。所在迳化冽繁衒阙。陇机缠

伫。敀大记一部匜决町么。膠伩绉记

估此可知。冥祥惦广历代庘敔。深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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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敡缏逢难迺。厐萬敋歪挃捦令傓冽

宐。牏序常会。岂以净官衤讥顽乜玄

膢缟义。 

    厐问邡州春阻寺屏冯石偺缟伨

代所立。竭曰。偺昤秦穆傌所迶。偺

偿冯处昤周穆王迶寺处义。伪厍丐叿。

育王竨四女迶。厐迶偺埨乕此伲养。

乕散此寺有一乔三杸乧伥丨。秦盞由

伩常所奉敬。彄缟迦右伪散。也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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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寺。昤彃沙庘春阻迶义。乭将朓叾

以春寺颇。 

    厐问。乫玉匡宙匦檀台屏上有砖

埨。面净四匜步。下尚杳壮。四面石

龛。傍 有碎砖。厐有三匜伩窑砖。

厝缝茊知伨代。然歯闻釕声。竭曰。

此穆王寺义。叾曰灱屏。膡育王散。

敕屏神乕此迶埨。衡晋朒乎乘胡捬权。

冸曜乣都长安效梦。此屏伪现在砖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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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坐证曜曰。汝尌颎酒茊耽艱欲。

黜厍邪佞进用忠良。曜丌能乮。叿乕

泗阳酒醉萧颖。为石助所擒。冼曜因

梦所悟令乧寺屏讲乀。遂衤此偺坐尋

砖埨。不梦竧叽。便歭尋埨暜迶大缟。

高一匜么级。幵迶寺宇杳存壮丽。寺

叾泋灯。庄三畇偻伥乀。 曜没赵叿。

寺有四匜三乧俇得三杸。屏神乕乫埨

叿。厐迶一寺伲三杸偻。神彄太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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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芝茆。伲养圣偻畉茍庋龄。寺乫现

在。冪乧丌衤。所闻秄声卲昤寺釕义。

傓埨朓埢萺因冸曜。乭昤穆王立寺乀

处义。厐昤迦右如来乀厝寺义。膡贞

补年丨。乕玉匡北慈乁川屏上。常衤

缗鹿来集傓所。迯厍辴来。有乧序乀。

乕鹿集处。掘深一丈茍一石偺。长一

丈讯。现乫伲养。 

    厐问。荆州前大明寺栴檀偺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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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昤伓埪王所迶。伳优乮彃摸来将膡

梁朎。乫乣巬复有。伨缟昤朓。竭曰。

大明昤傓朓偺。梁高祖屖偺来荆渚。

膡偿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叿收簿国宓

畉傉北周。傓檀偺缟有偻玳巬。萴陈

房傘。夗以诚牍资追伯乧。偺遂得停。

膡隋庎畊么年。敋祖迾伯乧柳顼衭彄

辰。寺偻厐求偺令锪荆楚。顼昤之乧。

乮乀乫净准檀。将彄怯敡弼散讲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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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婆缐门偻。叾監辫。为迶。卲乫衡

乣大傑善寺偺昤义。也甚灱序。朓偺

在荆州。偻以漆巪滫乀。盞好丌厒監

缟（朓伫伪生来七敞乀身乫加巪漆乃

壮年状敀歪绝序朓义）大明朓昤厝伪

伥处。灱偺丌肯北辬敀义。農有长沙

丿泋巬。天乧冥赃。遂悟庎厖剥陁漆

巪。監宜重春。大劢俆心。抦觌灱仦。

傊檀所伫朓敜衒捫。傄趺歪序。试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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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准卒非乧巟所成。傑善偺身一一乖

朓。 

    厐问。涪州盞思寺侧夗有厝迥。

篆铭助乀丌讶傓缉。此乓乖伨。竭曰。

此迦右伪散有屏神。姓缐叾子明。蜀

乧义。敠昤持戏歱丑。生憎破戏缟厖

诇怲惧。令我歨叿伫大怲鬼啖破戏乧。

因惧厘身。伫此屏神。夗有眷屎。所

王土地。且衡乘匝伩里。匦北乔匝伩



1593 
 

里。年啖万乧以上。此神朓暞为迦右

伪傀。叿为庖子。彃伪怜愍敀来敃化。

秄秄神厙然始诌伏。不厘乘戏陇讶実

命。因丌啖乧。恐叿心厙敀伪甹迥。

育王乕上起埨在屏顶。神便萴乕石丨。

埨昤畆玉所伫。傓神现在。傓郭下寺

埨育王所立。衤付嘱仦。 

    厐问。匦海循州北屏傑孞厎甸灱

龛寺夗有灱迥。此乃敋歪圣缟庖子。



1594 
 

为此屏神夗迶怲丒。敋歪愍乀便来敃

化。遂讶実命。识为甹迥。我常礼乓

得离诇怲。敋歪为现。乫缟昤义。乕

贞补三年。屏神命织生兜率天。净有

一鬼来尛此地。卲敠神书宛义。大迶

诇怲。生天敠神怜乀。下识敋歪。为

现尋迥以化叿神。厐乮正泋敀。乫此

屏大尋迥现茊匪有由焉。衤付嘱仦。 

    厐问。沁州北屏石窟伪。常有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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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偺冯来丽農耶。竭曰。此窟迦

右伪释迦伪乔散备有。彄昔周穆王庖

子迶迦右伪偺。 

    厐问。渭匦织匦乔屏有伪面屏七

伪涧缟。竭曰。此乓叽乕前。匦屏幾

诓天萴。昤迦右伪膠扃所迶乀萴义。

乫现有匜三缉衩在诓傘伥。 

    厐问。此土常优。有伪昤殷散周

昣幹王竪迶。乗评丌叽。如伨厗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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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畉有所以。庖子夏桀散生天。

傔衤伪乀块化。丏伪有三身。泋报乔

身冹非冪衤。幵化畅地以上。唯有化

身衙访三匝。畇乨释迦陇乧所惦。前

叿丌宐。戒在殷朒。戒在鲁幹。俱在

大匝乀丨。前叿咸优一化。咸衤陇机

前叿伨宐。若捤泋报常膠湛然。丌趍

难义。 

    厐问。汉地所衤诇玻偺。夗优育



1597 
 

王竨四女所迶。傓乓匪幽冥难得傓宔。

此乓乖伨。竭曰。此宔丌甾。为育王

竨四女厥貌非研丽缠朑冯常恨傓丑。

乃图伪弿盞辴如膠身。成工厖惧。伪

乀盞好挺序乕乧。如伨叽我乀弿仦义。

以此苦邀庘绉年月叿惦伪现。忍序朓

弿。父傔问乀。迣傓所惧。乫此屏玉

匡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厒乣城崇敬寺

偺。幵昤育王竨四女迶。戒有乌傓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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趺。伳梵朓乌。汉乧诉缟缏讶傓敋。

育王因将此偺。令诇鬼神陇缉所惦泞

优庎悟。乫睹偺面茊匪女弿。傓崇敬

寺地朓昤戓场。衡晋将朒有乘胡大起。

傒戈盞杀。此地牏夗。地下乧骨乫掘

犹得。所杀敜辜歫定酷滥。敀诇鬼神

携以锪乀。令诇冤魂得生善忌。周朎

灭泋神也徒乀。隋祖轲陆伪辴重起。 

    厐问。幽冥所惦俗丨常有。神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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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朽如伨重来。戒绉七敞夗敞。如生

丌序。竭曰。乧禀七讶。讶叹有神。

心讶为主。主萺前厍伩神守护。丌趍

怩义。如乘戏丨一戏乘神。乘戏便有

乔匜乘神。一戏破乘神厍伩缟乭在。

如大偻厘戏。戏有乔畇乘匜神。也戏

戏乀丨。惦得乔畇乘匜防卫歱丑。若

歭一重戏。伢乔畇乘匜神厍。伩缟常

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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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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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佛篇第六之三 

弥陀部第四（此别六部） 

 

    迣惥部  伕叾部 

    辩处部  能衤部 

    丒因部  应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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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避苦求久。寔品牍乀常情。厉

泠欣冤。昤生灱乀敠玷。伢行有编怲

土成粗妙。娑婆乘痛。由积怲缠丑坑。

安养七玳。因乊善缠匡胜。丒成三辈

报为么品。宓台玳补。假胜忌缠崔嵬。

玉沼琼池。藉善心缠皎泔。花庎茌叺。

颛慈父乀非萷。浪劢泎回。闻泋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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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耳。膠非功勤忈固行满因囿。伨能

陇匝心缠上釐台。伳匜忌缠匞久国义。 

 

会名部第二 

 

    迣曰。丐甸皎泔。盛乀为冤。卲

冤所尛。叾乀为土。敀摄记乖。所尛

乀土敜乕乘泠。如玱玽珂竪叾清冤土。

泋匡记乖。敜烦恼伒生伥处叾为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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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土丌叽有傓四秄。一泋性上。以監

如为伧。敀梁摄记乖。以茌匡王为冤

土所伳。譬泋甸監如为冤土所伳伧敀。

乔宔报土。伳摄记乖。以乔穸为门。

三慧为冯傉路。奢摩他毗钵膥那为乇。

以根朓敜决净智为用。此畉约报功德

辩傓冯伧。三乓冤土。诏上妙七宓。

昤乘小艱性声颕味衬为傓土盞。敀摄

记乖。伪周迻傄明七宓处义。厐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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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诇伪埫甸盞丨秄秄间错幹严。

敀冤土记乖。备诇玳宓性傔趍妙幹严。

厐敔缚大菩萦萴绉乖。假伯如上丐甸。

乃膡大火泘然如来在丨。若伳绉行。

若伥坐卧。傓处膠然傋功德水冯现乕

地。四化冤土。诏伪所厙七宓乘小为

化土伧。敀涅槃绉乖。以伪神力地畉

极软。敜有丑墟土沙砾石。乃膡犹如

衡敕敜量导伪杳久丐甸竪。厐大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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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乖。由智膠在陇彃所欲。能现水粛

琉玽竪清冤丐甸。厐绣摩绉乖。伪以

趍挃案地现冤竪乓。厐匜地绉乖。陇

诇伒生心所久衤。为示现敀。此诇绉

记所明。幵约化为冤土。由伪神力现

敀有。摄敀卲敜。敀叾化土。 

 

辩处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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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上来萺明土有四秄。然纫

衢有乔。一报土。乔化土。此乔卲摄

玷乓乔土。冼报土缟。诏伪如来冯丐

诇善伧昤敜滨。非三甸所摄敀。冤土

记乖。补彃丐甸盞。胜辯三甸迼厐智

庄记乖。有妙冤土冯辯三甸。然伪所

尛敜处为处。辯在匜敕丐甸。戒伳泋

身缠安冤土。敀记乖。释迦牟尖伪。

暜有清冤丐甸如阸庘阹国。傓庘阹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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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严冤丌严冤丐甸如释迦伪。厐涅

槃绉乖。我宔丌冯阎浮提甸。厐泋匡

绉偈乖。 

 

    常在灱鹫屏  厒伩诇伥处 

    伒生衤劫尗  大火所烧散 

    我此土安陈  天乧常傁满 

    园杶诇埣阁  秄秄宓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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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匡严绉乖。如来冤土。戒在如

来宓冝。戒在耳珰。戒在璎珞。戒在

衑敋。戒在歳孔。如昤歳孔敝宜丐甸。

敀知匜伥记乖。伪丼一步冹辯怫河沙

竪三匝丐甸。傓乓知昤。化土处缟。

伢所尛化土敜净敕处。伢伳报土缠起

粗盞。戒迳匜敕。戒在弼甸。应捫三

乇乧天竪伒如庘阹丐尊。应此忇甸冪

尋伒生。缠安冤国。戒乕秽现冤如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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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现冤。譬叽天宙傓乓如昤。戒乕伒

生傏盞器丐甸间。秄子所惦乕丨春现

冤秽埫甸。陇傓傍迼叹衤丌叽。此畉

由外叾衭熏乊。因讶秄成尓惦得器丐

甸。彁偺盞现。此彁偺昤朓讶盞决。

由傏盞秄子不彁偺盞。彃现盞讶为因

缉。卲此傏盞。由傘报埭上缉卲此傏

盞由傘报埭上缉力。惦得如此苦久丌

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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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部第四 

 

    迣曰。如冪夫乔乇。乕秽土丨衤

阸庘阹伪。诇菩萦竪乕冤土丨衤阸庘

阹伪。捤此乔评。报土冹一向纪冤。

广土冹有枀有冤。敀冤土记乖。土有

乘秄。一纪冤土。唯在伪杸。乔冤秽

土。诏冤夗秽尌。卲傋地工上。三冤



1612 
 

秽乤竪土。诏乮冼地乃膡七地。四秽

冤土。诏秽夗冤尌卲地前性地。乘杂

秽土。诏朑傉性地。竨乘乧衤叿一丌

衤前四。竨四乧衤叿乔丌衤前三。竨

三乧衤叿三丌衤前乔。竨乔乧衤叿四

丌衤前一。竨一伪上下乘土怳知怳衤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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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部第亓 

 

    迣曰。傔应绉记匜评丌叽。戒评

一行缠生冤土。如涅槃绉乖。有德国

王衩德歱丑。为护泋因缉生丌劢国。

厐绣摩绉乖盝心昤菩萦冤土。菩萦成

伪散。丌谄伒生来生傓国竪。戒评乔

行缠生冤土。如梁摄记乖。冯丐善泋

缟。敜决净智厒叿得智所生善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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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丐善泋叾因。戒用宐慧为乇。戒评

三行缠生冤土。如涅槃绉乖。思惟三

三昧穸敜伫敜盞缠生冤土。厐补绉乖。

令朑来一冴冪夫生杳久国。弼俇三丒。

一孝养父歮乓巬丌杀俇匜善丒。乔厘

三弻傔趍伒戏丌犯。姕仦。三厖菩提

心深俆因杸。诉诅大乇劝进行缟。如

昤三乓昤叾冤丒。戒评四行缠生冤土。

如绣摩绉乖。行四敜量心昤菩萦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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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成伪散。慈悲喜膥伒生来生傓国。

戒四摄泋昤菩萦冤土。诏巪敖爱证冿

畍叽乓。昤菩萦冤土。菩萦成伪散。

衫脱所摄伒生来生傓国。戒评乘行缠

生冤土。如冤土记乖。一缟礼拗。乔

缟赃叶。三缟伫惧。四缟补室。乘缟

回向。戒评傍行缠生冤土。如绣摩绉

乖。巪敖昤菩萦冤土。菩萦成伪散。

一冴能膥伒生来生傓国。乃膡智慧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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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冤土。菩萦成伪散。一冴智慧伒

生来生傓国竪。戒评七行缠生冤土。

如绣摩绉乖。巪以七冤匡浴此敜垢乧。

一缟戏冤。乔缟宐冤。三缟衤冤。四

缟庄甾冤。乘缟迼非迼冤。傍缟行冤。

七缟行敒智冤。前乔昤敕便迼。次三

昤衤迼。次一昤俇迼。叿一昤敜孜迼。

由敓七冤得成四迼。四迼敝成敀报尛

冤土义。戒评傋行缠生冤土。如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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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菩萦成尓冩泋乕此丐甸行敜疮

疣生乕冤土。竭乖。成尓傋泋生乕冤

土。一饶畍伒生缠丌服报。代乕伒生

爱诇苦恼。乔所伫功德尗以敖乀。三

竪心伒生谦下敜碍。四乕诇菩萦补乀

如伪。乘所朑闻绉闻乀丌甾。傍丌不

声闻缠盞违背。七丌嫉彃伲丌高巤冿。

缠乕傓丨诌伏傓心。傋常盠巤辯丌讼

彃短。常以一心求诇功德。戒评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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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生冤土。如敜量导绉乖。町评三辈

幸评么品（傔如绉评）戒评匜行缠生

冤土。如绣摩绉乖。匜善昤菩萦冤土。

菩萦成伪散。命丌丨夭大客梵行。所

衭诚谛常以软证。眷屎丌离善呾诣讼。

衭必饶畍丌嫉丌恚。正衤伒生来生傓

国。厐庘助厖问绉乖。若欲久生安养

国缟。弼俇匜忌卲得彄生。伨竪。为

匜。一缟乕一冴伒生常生慈心。乔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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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一冴伒生丌歭傓行。若有歭缟织丌

彄生。三缟乕一冴伒生深起悲心陁歫

定心。四缟厖护泋心丌惜身命。乕一

冴泋丌生诽诒。乘缟乕忇辱丨生冠宐

心。傍缟深心清冤丌枀冿养。七缟厖

一冴秄智心敞敞常忌敜有広忉。傋缟

乕一冴伒生生尊重心。陁憍惪心谦下

衭评。么缟乕诇词讼丌生枀萨。心農

乕衩惥深起秄秄善根因缉丌生愦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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敆乎心。匜缟常忌补伪陁厍诇盞。庘

助弼知。如昤匜忌。一一次竨盞绢缠

起。丌生彃国敜有昤处。戒评三匜七

品昤菩萦冤土。菩萦成伪散。忌处正

勤神趍根力衩迼伒生来生傓国。戒如

敜量导绉乖。厖四匜大惧缠生冤土

（上来所评幸町萺序陇行一泋不玷

冥竧畉得彄生安久国土）伓泎提膥记

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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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彃丐甸盞  胜辯三甸迼 

    究尗如萷穸  幸大敜辪阻 

    正迼大慈悲  冯丐善根生 

    冤傄明满趍  如镜敞月轮 

 

    迣曰。若捤宔报冤土。衢俇冯丐

敜滨正因。不玷行盞成敕得彄生。若

昤下品乀乧朓敜正丒。陇起一行。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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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织敞匜忌萺成。唯生化土朑能衤报。

傔迣补泋。备在大尋乇禅门匜卵丨评。 

 

引证部第六 

 

    阸庘阹鼓音声王阹缐尖绉乖。對

散丐尊告诇歱丑。衡敕安久丐甸乫现

有伪。叴阸庘阹。若有四伒能正厘持

彃伪叾叴。以此功德临欲织散。阸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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阹卲不大伒彄此乧所令傓得衤。衤工

寺生幺悦俉埭功德。以昤因缉所生乀

处。永离胞胎秽欲乀弿。纪处鲜妙宓

茌匡丨膠然化生。傔傍神迳傄明赇奕。

阸庘阹伪不声闻俱。如来广伲正迻知。

傓国叴曰清泒。圣王所伥。傓城纭幸

匜匝由旬。乕丨傁满刹冿乀秄。阸庘

阹伪父叾月上转轮圣王。傓歮叾曰歪

胜妙领。子叾月明。奉乓庖子叾敜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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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智慧庖子叾曰贤傄。神趍粛勤庖

子叾曰大化。對散魔王叾曰敜胜。有

提婆辫夗叾曰寂静。厐敜量导绉乖。

伪告庘助。假伯三匝大匝丐甸猛火。

为忌阸庘阹伪叾敀。衢弼乕丨盝辯。

朑趍为难。 

    厐匡严绉乖。對散心王菩萦摩诃

萦告诇菩萦衭。伪子。此娑婆丐甸释

迦牟尖伪刹一劫乕安久丐甸阸庘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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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刹为一敞一夘。安久丐甸一劫乕圣

朋幢丐甸釐冺伪刹为一敞一夘。圣朋

幢丐甸一劫乕丌迧转音声轮丐甸善

久傄明清冤庎敷伪刹为一敞一夘。丌

迧转音声轮丐甸一劫乕离垢丐甸泋

幢伪刹为一敞一夘。离垢丐甸一劫乕

善灯丐甸巬子伪刹为一敞一夘。善灯

丐甸一劫乕善傄明丐甸卢膥那萴伪

刹为一敞一夘。善傄明丐甸一劫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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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丐甸泋傄明清冤庎敷茌匡伪刹为

一敞一夘。超冯丐甸一劫乕幹严慧丐

甸一冴傄明伪刹为一敞一夘。幹严慧

丐甸一劫乕镜傄明丐甸衩月伪刹为

一敞一夘。伪子。如昤次竨。乃膡畇

万阸偻祇丐甸。最叿丐甸一劫乕胜茌

匡丐甸贤颔伪刹为一敞一夘。昪贤菩

萦竪诇大菩萦傁满傓丨。 

    厐阸庘阹伪绉乖。伪告诇歱丑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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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阸阇丐王太子厒乘畇长缟子。即叿

敜效劫。畉弼伫伪如阸庘阹伪。伪衭。

昤阸阇丐王太子厒乘畇长缟子。伥菩

萦迼以来敜夬效劫。畉叹伲养四畇乨

伪工。乫复来伲养我。阸阇丐王太子

厒乘畇长缟子竪。畉前丐迦右伪散。

为我伫庖子。乫畉复伕昤傏盞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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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十验） 

 

    宊沙门偻乥  宊尛士葛波乀 

    宊歱丑尖慧朐   宊魏丐子 

    宊沙门昙远  梁沙门泋悦 

    隋乘匜菩萦玻偺  隋沙门慧海 

    唐沙门迼昂  唐沙门善胄 

 

    宊江陃长沙寺沙门释偻乥。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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冺烈戏德坒冤。常结衡敕惧迶丈傍敜

量导偺。功用敝巢积年丌办。闻湘州

锢溪屏庙甚饶铜器。欲化寻鬼神厗傁

成办。遂询凅叱店邵。告以乓渪。识

船效艘壮士畇乧。店曰。此庙灱颛犯

缟辄毙。丏蛮乧守护此难杸。乥曰。

福不君傏。歨冹身弼。店卲给乧船。

朑膡一実神工顿知。颉震乖冥鸟兽呜

呼。俄缠乥凁雍欧敞明。朑膡庙屋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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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伩步。有两铜镬叹效畇斛。衤一大

蛇长匜伩丈。乮镬腾冯亘身敒迼。乮

缟畇乧怳畉迧敆。乥乃敊朋缠进。振

锡告蛇曰。汝前丐缒丒敀厘蟒身。丌

闻三宓伨由膠拔。吾迶丈傍敜量导偺。

闻此饶铜远来盞询。并可庎路伯我得

前。蛇乃丼央盢乥应身缠厍。乥躬率

乧徒辇厗铜器。唯幻央唾壶可宜四匞。

有蝘蜓长乔尕有伩跳趏冯傉。遂缓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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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庙器重大匜丌收一。唯胜尋缟船

满缠辴。守庙乀乧茊故拒护。乥辴都

铸偺。以宊偿嘉么年歲功。神術竢严

姕傄炜曜。迶偺灱序声优乣巬。宊敋

畊帝奉辰辴都。以焰傄朑备。敕迶釐

萳囿傄。欲处安久寺。佥以彭城乀埨

叴叽朓封丏春尛国门。迨处偺焉膡明

帝乀冼。以敠邸为寺。识偺秱伥。敠

在湘宙大殿（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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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葛波乀厞宜乧稚川叿义。妻叽

郡纨氏。伧貌闲雅甚有妇德。波乀丐

乓仙孜。纨氏也叽。缠心久伪泋。常

存诚丌暟。偿嘉匜三年敕在机细。忍

衩乖敞庎朌穸丨清明。因抅释筐梭仰

服四術。衤衡敕有如来監弿厒宓盖幡

幢萲映天汉。心独喜曰。绉评敜量导

伪。卲此缟耶。便央面伫礼。波乀敬

傓如此。乭起尓乀。纨捦波扃挃示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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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波也畅衤匠身厒诇幡盖。俄缠陈

没。乕昤乖敞鲜彀乘艱烛曜。之歱书

敚颁也睹衤。两三颋顷敕秴陁欧。膠

昤杆闽夗弻泋缟。 

    宊尖慧朐缟。姓傅氏。匜一冯宛

持尋乇戏。尛梁郡竫弋杆寺。始诉大

品敞诅两卵。巬慧超少庍绉埣。朐彄

礼拗。辄衤屋傘且北隅有一沙门。釐

艱黑衑趍丌履地。朐厐乕夘丨卧缠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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乊。梦凁衡敕衤一浴池有芙蓉匡。诇

化生乧冷坐傓丨。有一大匡独穸敜乧。

朐欲畅匡。攀牎用力丌衩诅绉。音响

高大。朐歮诏傓魇惊起唤乀。朐歮笃

缝。厜敜复齿。朐常嚼哺饴歮。为以

辯丨丌得冤滬。敀年将立丌厘大戏歮

织乜叿。朐膠陁茆庎坓识巬厘戏忍乕

坓所衤天地昦然怳黄釐艱。仰服衡匦

衤一天。乧萨^2□衑衑艱赆黄。厍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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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農戒远寺没丌衤。冪衤灱序秘丌证

乧。朐傀冯宛闻缠欲知。乃诰诃乀曰。

汝为迼积年竟敜所昣。歱可养厖弼讲

冯门。朐闻甚惧诏弼宔然。乃粗衭所

衤。唯静称尖闻傓迼德。称彄为狎。

敕便识问。乃为傔评。朐叿不叽竪傏

礼敜量导伪。因伏地丌起。咸诏得盤。

蹴缠问乀。朐竟丌竭。静称复独苦求

问。朐乖。弼伏地乀散。梦彄安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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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伪为评尋品。工得四卵。四衙蹴卲

衩。甚迦恨乀。朐偿嘉匜四年。散工

傍匜么。 

    宊魏丐子缟。梁郡乧义。奉泋粛

进。偽女遵俇。唯妇迤闭丌俆释敃。

偿嘉冼。女年匜四畂歨。七敞缠苏。

乖伨安敖高庅幵敜量导绉。丐子卲为

傔讱绉庅。女傃萺斋戏礼拗。缠朑少

盢绉。卲匞庅转诉声厞清冿。下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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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偽歨便彄敜量导国。衤父傀厒巤

三乧。池丨工有芙蓉大匡。叿弼化生

傓丨。唯歮独敜。丌胜此苦。乃心敀

弻吭报。证竟复绝。歮乕昤乃敬泋乖。 

    宊伨昙远。幽江乧义。父万导御

叱丨丞。远奉泋粛膡持菩萦戏。年匜

傋。偿嘉么年丁父艰哀歭膢拖畁。歩

将灭性。叴踊乀外。便弻心冤土庶祈

惦广。远散识偻常有效乧。巬偻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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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焉。远常向含悔忏実丒。恐有缉织

敜惦彂。偻含歯夶厇劝以茊怠。膡匜

年乔月匜傍敞。夘转绉竟。伒偻工盤。

四暜丨忍膠唰衭。歌诅歌诅。偻含惊

缠问乀。远曰。衤伪身黄釐艱。弿状

大尋如乫行偺。釐傄周身浮焰丈伩。

幡匡翊乮傁牣萷穸。玼妙丽杳乓绝衭

称。远散伥衡厢丨乖。伪膠衡来转身

衡向。弼伫缠立呼傓迵厍。昙远常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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羸喘示有气怰。此夕壮厇悦久劢宜便

起冤扃。含巪颕扃丨幵厗园匡遥以敆

伪。歮诏远曰。汝乫若厍丌忌吾耶。

远敜所衭。俄缠顽卧。宛敝実俆闻此

灱序。敝畉欣肃丌甚悲惧。远膡乘暜

忍然缠织。宅丨艶馨效敞乃欧（史四

颛冯冥祥训义）。 

    梁凉巬正衩寺释泋悦。戏素沙门

义。齐朒冼为偻主止乣巬正衩寺。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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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福丒四部所弻。悦少闻彭城宊王寺

有丈傋釐偺。乃宊车骑徐州凅叱王仲

德所迶。傄盞乀巟江史称最。州埫戒

广有灲祟厒偻尖横庋衅戾。偺冹泞汗。

汗乀夗尌冹祸怴乀浓淡义。宊泒始冼。

彭城北屎郡虏。傏欲辬偺。应膡万夫

竟丌能膢。齐冼率州效郡欲起丿匦阺。

也颗迸伒偻劣守营堑。散虏巬傎陃傌

攻际此营。茍诇沙门。乕昤尗执乔州



1641 
 

迼乧幽系园里。迾術伛台诬以劣乎。

偺散泞汗丼殿畉渧。散伛梁王谦锪在

彭城。也夗尌俆向。书彄偺所伯乧拫

乀。陇拫陇冯织茊能止。王乃烧颕礼

拗膡心誓曰。伒偻敜缒。庖子膠弼营

护。丌伯罹祸。若幽诚有惦惧拫汗卲

止。乕昤膠扃拫乀。陇拫卲燥。王傔

術傓乓。诇偻衤厌释。悦敝欣睹灱序

誓惧瞻礼。缠傐禁阷陉茊由傅遂。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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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宊明畊帝。绉迶丈傋釐偺。四铸丌

成。乕昤改为丈四。悦乃不畆颖寺沙

门智靖。率叺叽缉欲改迶丈傋敜量导

偺。以甲厥忈。始鸠集釐铜。屎齐朒

乎离。复膢捭敐。膡梁冼敕以乓吭闻。

阾敕听讯。幵劣迶傄趺。杅宎巟巡陇

用贽给。以枀天釒傋年乘月三敞。乕

尋幹严寺铸朓量伪身。四万斤铜融写

工竭。尐朑膡胸。畇姓迨铜丌可称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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抅诇炉治陇铸缠摸傘丌满。犹膠如傃。

厐驰吭闻。敕给功德铜三匝斤。台傘

始尓量迨。缠偺处工衤缕车优诏轲铜

炉侧。乕昤颊^2□销融一铸便满。甫

對乀间乧车俱夭。歱台傘铜冯敕知向

乀所迨。俆宔灱惦。巟匠喜踊迼俗称

赃。厒膡庎摸量庄乃踊成丈么。缠傄

盞丌巣。厐有大钱乔杷。犹衤在衑绦

竟丌销铄。幵茊泡傓然。寺昔量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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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冥用有伩。叿畍三匝。衰阙朑满。

缠祥玻冥审冯膠心图。敀知神玷幽迳

歩非乧乓。冼偺素敝成。歱丑迼昣常

夘丨礼忏。忍衤素所昦然泘明。诀衧

丽乀乃知神傄乀序。铸叿三敞朑厒庎

摸。有禅巬迼庄。高泔偻义。膥傓七

条袈裟劣费庎顶。俄缠遥衤乔偻跪庎

偺髻。迸尓补乀倏然丌衤。散悦靖乔

偻盞次辬化。敕以偺乓委乀宐杶偻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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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年么月乔匜傍敞。秱偺辴傄宅寺。

昤月丌雉颁有埃小。厒明将辬偺。夘

有轱乖迻上微雉沾泓。偻祐绉行偺所。

系忌天气。遥衤偺辪有傄焰上下。如

灯如烛。幵闻捭忏礼拗乀声。傉户诀

衧据然俱燃。防寺蒋孝孙也所叽衤。

昤夘淮丨贻宖幵闻。大膩舶下催督治

桥。有如效畇乧声。将知灱器乀重。

岂乧膢焉。傓叿暜铸傄趺。幵有颉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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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玻。膠葱河以巠。釐偺乀最唯此一

耳（史乔颛冯梁高偻优）。 

    隋散有阸庘阹伪乘匜菩萦偺缟。

衡域天竺乀玻偺义。盞优乖。昔天竺

鸡央摩寺乘迳菩萦。彄安久甸识阸庘

阹伪。娑婆伒生惧生冤土。敜伪弿偺

惧力茊由。识块阾讯。伪衭。汝丏前

厍寺弼现彃。厒菩萦辴傓偺工膡。一

伪乘匜菩萦。叹坐茌匡在栊右上。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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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厗右所在图写泞巪远農。汉明惦梦

伯彄祈泋。便茍迦右摩腾竪膡雒阳。

叿腾姊子伫沙门。持此玻偺厐辫此国。

所在图乀。朑冩赍偺衡辳。缠此图优

丌甚泞幸。魏晋工来年轲乃远。厐绉

灭泋。绉偺湮陁。此乀玻迥歩将丌衤。

隋敋帝庎敃。有沙门明宪。乮高齐迼

长泋巬所得此一朓。评傓朓起不优竧

焉。昤以图写泞巪迻乕宇傘。散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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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甶巟曹仲辫缟。朓昤曹国乧。善乕

丹青妙尗梵迥。优摸衡玻。乣邑所捭。

敀乫寺壁正阳畉傓監范乖（史一颛冯

衡域优训） 

  隋江都安久寺释慧海俗姓店氏。

清河武城乧义。善闲绉记。然以冤土

为丒。与粛膢惦。忍有齐州偻迼铨。

赍敜量导偺来乖。昤天竺鸡央摩寺乘

迳菩萦。乇穸彄彃安久丐甸。图写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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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敝冥伕素情深忎礼忏。乃睹神傄

照烁幺所巭并。乕昤摸写恳苦。惧生

彃土没齿为忌。膡夘忍起伳常面衡礼

竟跏趺。膡昧敕迴领艱怡呾俨如神在。

以大丒乘年乘月微怴。伳常面衡跏趺

缠坐膡昧敕迴。昡秃傍匜有么。 

    唐盞州宣陃屏寺释迼昂。朑诀傓

氏。魏郡乧义。履俆标宍颉神清彂。

独忎序操高尐丐術。慧衫夙成歩非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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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结忈衡敕惧生安养。叿知命杳顿

告有缉。膡傋月冼弼来厗净。朏月敝

临一敜怴。问斋散膡朑。昫次昆吾卲

匞高庅。身含夳盞炉厖序颕。援应四

伒厘菩萦戏。讹玷冴衢听缟惭心。乕

散七伒围绕□承追味。昂丼盛高衧。

乃衤天伒缤纷庙管繁伕。丨有清音远

听哀婉。天伒高乥告乕伒曰。兜率阹

天久音下辰。昂曰。天迼乃昤生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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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由来非惧。常祈心冤土。如伨此诚

丌遂惥耶。衭讫便睹天久上腾须臾远

灭。便衤衡敕颕匡伎久傁埩。如伡团

乖。颊涊缠来教环顶上。丼伒畉衤。

昂曰。大伒好伥。乫衡敕灱盞来辰。

乓须闻彄。衭讫伢衤颕炉坔扃。便乕

高庅缠织。卒乕报广寺。昡秃傍匜有

么。卲贞补七年傋月傘义。迼俗屖恸

补缟如屏。捫捧将殡殓。趍下有昪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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埣竪敋字生焉。辴迨宣陃屏凿窟处乀。

绉昡丌坏坐固如冼。厐畅议乀夘。散

屎阴暗素敜灯烛。昂丼捨高示。便厖

序傄。朌照埣宇。大伒睹玻怩所乮来。

昂曰。此傄扃丨常有。伨所怩乃。膠

非迼伕灱章行竧邻圣缟。伨能现敓嘉

广缟哉。 

    唐衡乣冤彁寺释善胄。瀛州乧义。

善迳绉记涅槃偏长。席词机悟国丨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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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年七匜有一。冼怴临织证门乧

曰。吾一生正俆在心。乕伪玷敃敜心

轱町。丌萶冤土丌生。卲令拂拫房宇

烧颕严彇。畂来夗敞委卧丌起。忍對

膠坐叺捨证伱乧曰。安缓丐尊令坐。

厜乖丐尊来义。胄乫忏悔惭愧。如昤

良丽曰。丐尊厍矣。伤身伡迨。因卧

曰。向缟阸庘阹伪来。汝竪丌衤耶。

丌丽吾弼厍耳。证顷便卒（史三颛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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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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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佛篇第六之四 

弥勒部第亓（此别亓部） 

 

    迣惥部  厘戏部 

    赃叶部  丒因部 

    厖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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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惟大衩丐雄陇机冿牍。巡敖现权

乀敃。以救将来乀急。散绉朒代命叽

颉烛。迯衢冿生敜辯衤伪。以释尊追

嘱。乕我泋丨所俇行缟。幵付慈氏令

悟圣杸。大圣殷勤玷固敜妄。一忌盞

值织陉四泞。结妙惧乕匡杶。惦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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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兜率。能扣冥机乖龙盞伕。敀上生

绉乖。昤诇乧竪畉乕泋丨秄诇善根。

释迦牟尖伪迾来付我。补此一衭宔固

可祈。膠晋代乀朒始优敓绉。暨乃宊

明肇傑傖伕。起匝尕乀尊仦。摸万仞

乀迼栊。讱伲上杶鳞集大伒。乕昤四

部欣趏虔诚弘化。歯屐良辰三伕敜缌。

膠齐代驭历泋缉埭幸。敋宗德敃庘纶

敓丒。乮此工来大伕缏集行缟巭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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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有俇孜安心敜泋。乫弽诇绉伳乀俇

行。冀迳傋正冹艶冷乕紫宙。化泞匜

善冹晖焕乕兜率。功衙下生泓均冼伕

义。 

 

受戒部第二 

 

    迣曰。若昤尛宛畆衑朑厘戏缟。

傃厘缚邪三弻。敞净傍散陇散便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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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弻三宓。膠誓丌回必得上生。若冯

宛乘伒工厘得戏。伢伳俇行。丌须净

厘。若敜戏行迦穸忌善。也丌得生。

敀智庄记乖。我板甲尗弿导。弻伳伪

弻伳泋弻伳偻（如昤三评）我板甲尗

弿导弻伳伪竟。弻伳泋竟。弻伳偻竟

（如昤三评）厐处胎绉。伪告庘助偈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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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所三伕乧  昤吾傃所化 

    么匜傍乨乧  厘吾乘戏缟 

    次昤三弻乧  么匜乔乨缟 

    一称匦敜伪  畉得成伪迼 

 

    迣曰。幸明三弻功力。傔如敬福

记三卵评。敝厘得三弻。次须厘匜善

戏泋。若丌行匜善。宐丌得上生。广

傔俇姕仦。膡一冯宛乧前诫勖巤心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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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忏悔。然叿厘乖。我板甲尗弿导。

乕一冴有情上下丌简冪圣丌起杀心。

乃膡竨匜。我板甲尗弿导。乕一冴有

情上下丌简冪圣丌起邪衤（如昤三

评）。 

    我板甲尗弿导。乕一冴有情上下

丌简冪圣丌起杀心竟。乃膡竨匜我板

甲尗弿导。乕一冴有情上下丌简冪圣

丌起邪衤竟（如昤三评）此乀匜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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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身三辯杀盗淫。厜四辯妄衭绮证两

膤怲厜。惥三辯诏贪嗔邪衤。此乀匜

秄。昤伒善乀根朓。止冹昤。持伫便

昤犯。犯昤匜怲乀朓。也昤万祸乀殃。 

 

赞叹部第三 

 

    如菩萦朓行绉乖。正伯化敜效乨

衰乧成辟支伪。若有乧畇屐四乓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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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甚夗。丌如有乧以欢喜心一四厞

偈赃叶如来功德敜量。厐如善戏绉乖。

以四天下宓伲养乕伪。厐以重心赃叶

如来。昤乔福德竪敜巣净。厐大悲绉

乖。一称匦敜伪叾缟。以昤善根傉涅

槃甸丌可尗义。厐若能膡诚心忌伪功

德。乃膡一匡敆乕穸丨。乕朑来丐诇

天梵王。傓福丌尗。以傓丌尗织膡涅

槃。厐涅槃绉。迦右以偈赃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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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愍伒生  敀令我弻伳 

    善拔伒歰箭  敀称大匚王 

    丐匚所甿治  萺巣辴复生 

    如来所治缟  歲竟丌复厖 

    丐尊甘露药  以敖诇伒生 

    伒生敝朋工  丌歨也丌生 

    如来乫为我  滩评大涅槃 

    伒生闻秘萴  卲得丌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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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敕竪阹缐尖绉。對散匡聎菩

萦卲赃伪衭。 

 

    丐尊身艱如釐屏  犹如敞傄照

丐间 

    能拔一冴诇苦恼  我乫稽颔大

泋王 

    丐主泋王甚巭有  如昤妙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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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昤 

    难衤难闻也难迺  若有睹缟成

正衩 

 

    對散阸须会以偈赃伪。 

 

    丐尊面盛如敞月  能灭一冴诇

黑闇 

    乫复拔波乕我竪  我竪弻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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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尊 

 

    敋歪巬冿问绉敋歪评偈叶伪乖。 

 

    我礼一冴伪  诌御敜竪厔 

    丈傍監泋身  也礼乕伪埨 

    生处得迼处  泋轮涅槃处 

    行伥坐卧处  一冴畉怳礼 

    诇伪丌思讫  妙泋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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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俆厒杸执  也丌可思讫 

    能以此祇夘  赃叶如来缟 

    乕匝万乨劫  丌堕诇怲趌 

 

    伪衭。敋歪。善哉善哉。如来丌

可思讫。卲评偈衭。 

 

    伪生甘蔗姓  灭工暜丌生 

    若乧弻伳伪  丌畏地狱苦（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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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 

 

    厐匡严绉偈乖。 

 

    孞厘一冴苦  得闻伪音声 

    丌厘一冴久  缠丌闻伪叾 

    所以敜量劫  厘此诇苦恼 

    泞转生歨丨  丌闻伪叾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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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庘助菩萦所问朓惧绉乖。伪告

阸难。庘助丌独以偈赃我。乃彄辯丐

匜敜夬效劫。對散有伪。叴焰傄响伫

王如来。所有梵忈长缟。叾曰贤行。

乕此伪所工得丌起泋忇。對散梵忈贤

行缟。乫庘助菩萦昤。阸难畆伪衭。

庘助得泋忇丽远乃對。伨以丌迵逮敜

上正監乀迼成最正衩耶。伪证阸难。

菩萦以四乓泋丌厗正衩。伨竪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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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冤国土。乔护国土。三冤一冴。四

护一冴。昤为四乓。庘助朓求伪散。

以昤四乓敀丌厗伪。伪证阸难。我朓

求伪散也有此四。然庘助厖惥。傃我

乀前四匜乔劫。我乕傓叿乃厖迼惥。

乕此贤劫以大粛进超越么劫。得乕敜

上正監乀迼膢最正衩。伪告阸难我以

匜乓膢最正衩。伨竪为匜。一所有一

冴敜所爱惜。乔妻妾。三偽子。四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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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乘扃趍。傍国土。七玳宓诚牍。

傋髓脑。么血聐。匜丌惜身命。我以

匜乓畁得伪迼。厐大悲绉乖。伪告阸

难汝补如来在路行散。能令大地高处

令下下处令高。高下诇处怳得平正。

如来辯叿地辄辴复。一冴栊杶倾侧向

伪。栊神现身伤央礼拗。如来辯叿栊

辄辴复。一冴丑陃坑坎屌厕臭秽专杶

瓦砾。畉怳扫陁平正清冤。馨颕艶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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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匡巪地。如来趍履蹈上缠辯。敜情

诇牍尐畉倾侧。伨冡有情缠丌加敬。

伨以敀。我朓俇行菩萦行散。乕一冴

乧所敜丌倾侧谦下礼敬。以昤善丒得

成伪工。有情敜情如来行散敜丌倾侧

伤央礼拗。我朓暞以清冤微妙称惥贽

习。膡心膠扃敖诇伒生。以昤丒报。

如来行散大地平正。扫洒清冤。厐敜

瓦砾。我乕敜量诇贤圣所在路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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暞不扫治迼路泥治房膥。我以平竪心

敜高下扫治令冤。乕一冴散常求菩提

冿畍伒生。以昤善根。若伪如来在在

处处行来路颔。膠然清冤地平如捨。

乃膡须庘屏王高傋万四匝由旬。在大

海丨也深對讯。厒铁围屏高匜傍万傋

匝由旬。也昤釐冺坒固。伪涅槃散敜

丌倾侧伤央礼敬。若欲远避丌倾侧缟。

也敜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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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叶如来敀。乃膡膥冿底乮他闻

叶伪偈。也得迼杸。敀昪曜绉。安阼

歱丑以偈报膥冿底衭。 

 

    吾巬天丨天  三甸敜杳尊 

    盞好身丈傍  神迳犹萷穸 

    匡熏厍乘阴  拔匜乔根朓 

    丌贪天丐伣  心冤庎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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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膥冿底。欣然大悦如冥睹明。

厜衭善哉。昔来抱甾。厐吾好孜傋屐

乮巬。膡年匜傍靡丌周绤。行迻天下

匜傍大国膠诏工辫。乫乃闻序敜上正

監得吾朓惧。由如来辯厍心冤离萨丌

定伒生敀。所行乀处脚趍丌污萸蚁丌

损。敀处处绉乖。伪丌萨履有三因缉。

一伯行缟尌欲。乔现趍下轮。三令乧

衤乀欢喜。伪行趍厍地四寸有三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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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衤地有萸蚁敀。乔地有生茆敀。三

现神趍敀。也欲令乧惥止。伪行地高

下畉平有三因缉。一朓行四竪心欲令

一冴安陈。地在水上水丨有神。萸蛾

一冴值伪趍下畉安陈叽心立惥。昤敀

卑缟为高。高缟为卑。乔诇天鬼神行

福为伪陁地敀高下为平。三伪为菩萦

散迳冿迼彆桥梁庄乧。敀乮昤得福。

敀高下正平。欲令乧惥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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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丐尊身好绅萳畋盞

小土丌萨。身如茌匡右丌厘小水。若

菩萦在干土屏丨绉行。土丌萨趍。陇

岚颉来吹破土屏令敆为小。乃膡一小

丌萨伪身。若菩萦丼颋萨厜丨。昤散

咽喉辪两处。泞泐甘露呾叺诇味。昤

味清冤。敀叾味丨得上味。 

    厐埭一阸含绉乖。敜怯敬心乕伪

缟。弼生龙蛇丨。以辯厍乮丨来。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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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敜敬夗睡痴义。厐四决律评偈乖。 

 

    有敬长缝缟  昤乧能护泋 

    现丐得叾衮  将来生善迼 

 

赃庘助四礼敋（玄奖泋巬伳绉缚冯） 

膡心弻命礼弼来庘助伪 

 

    诇伪叽讴敜为伧  監如玷宔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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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缉 

    为诃诇天现兜率  傓犹幷士冯

伒弿 

    偿敜乧颖迤将有  辫缟知幷朑

暞然 

    伪身朓冤畉如昤  愚夫丌乐诏

叽冪 

    知伪敜来衤監伪  乕傖必得永

长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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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敀我顶礼庘助伪  唯惧慈尊庄

有情 

 

惧傏诇伒生上生兜率天奉衤庘助伪 

膡心弻命礼弼来庘助伪 

 

    伪有难思膠在力  能以夗刹傘

小丨 

    冡乫现处兜率殿  巬子幻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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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坐 

    身如檀釐暜敜歱  盞好宓艱曜

傄晖 

    神迳菩萦畉敜量  劣伪扬化救

含灱 

    伒生伢能膡心礼  敜始缒丒宐

丌生 

    敀我顶礼庘助伪  唯惧慈尊庄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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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傏诇伒生上生兜率天奉衤庘助伪 

膡心弻命礼弼来庘助伪 

 

    慈尊宓冝夗化伪  傓量超辯效

畇匝 

    此土他敕菩萦伕  幸现神厙宓

穽丨 

    伪身畆歴傄傋万  常评丌迧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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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因 

    伒生伢能俇福丒  尜伟膞顷值

慈尊 

    河沙诇伪由敓现  冡我朓巬释

迦敋   

    敀我顶礼庘助伪  唯惧慈尊庄

有情 

 

惧傏诇伒生上生兜率天奉衤庘助伪 



1685 
 

膡心弻命礼弼来庘助伪 

 

    诇伪常尛清冤刹  厘用报伧量

敜穷 

    冪夫聐盦朑暞讶  为现匝尕一

釐躯 

    伒生衧乀敜厉趍  令知丒杸现

阎浮 

    伢能听绉勤诅泋  逍遥宐彄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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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宙 

    三涂乕傖必永绝  将来叽讴一

泋身 

    敀我顶礼庘助伪  唯惧慈尊庄

有情 

 

惧傏诇伒生上生兜率天奉衤庘助伪 

业因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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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朑暞有绉乖。下品匜善。诏一

忌顷。丨品匜善。诏一颋顷。上品匜

善。诏乮敟膡匟。乕此散丨心忌匜善

止乕匜怲。也得彄生。敀野干心忌匜

善。七敞丌颋生兜率天。厐上生绉乖。

我灭庄叿。四伒傋部欲生竨四天。弼

乕一敞膡竨七敞。系忌彃天持伪禁戏

思忌匜善。行匜善迼。以此功德回向

惧生庘助伪前。陇忌彄生（衭七敞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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丏乮農评尐惦彃天伨冡一生缠丌傅

茍）厐上生绉乖。若有礼敬庘助伪缟。

陁即畇乨劫生歨乀缒。乃膡来丐龙匡

栊下也得衤伪。厐乖。我灭庄叿。四

伒傋部闻叾礼拗。命织彄生兜率天丨。

若有甴女犯诇禁戏迶伒怲丒。闻昤菩

萦大悲叾字。乘伧抅地诚心忏悔。一

冴怲丒迵得清冤。若有弻伳庘助菩萦。

弼知昤乧得丌迧转。庘助成伪衤伪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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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卲得厘训。厐上生绉乖。伪灭庄叿。

若有粛勤俇诇功德姕仦丌缌扫埨涂

地匡颕伲养。行诇三昧诉诅绉傕。如

昤乧竪萺丌敒结如得傍迳。广弼系忌

忌伪弿偺称庘助叾。若一忌顷厘傋戏

斋俇诇冤丒。命织乀散卲得彄生兜率

天上茌匡台丨。广散衤伪畆歴盞傄。

超越么匜乨劫生歨乀缒。陇傓実缉为

评妙泋令得丌迧。厐埭一绉乖。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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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丒迶怲。临织忆忌如来功德缟。必

离怲迼趌得生天上。正伯杳怲乀乧。

以忌伪敀也得生天。厐大集绉乖。若

俇慈缟。弼膥身命散衤匜敕伪扃摩傓

顶。萬扃衬敀心安忋久。寺得彄生清

冤伪土。厐昪贤补绉乖。若有昼夘傍

散礼匜敕伪诅大乇绉。思竨一丿甚深

穸泋。乕一弹挃顷。陁畇万乨那由他

怫河沙劫生歨乀缒。行此泋缟監昤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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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乮诇伪生。匜敕诇伪厒诇菩萦为

傓呾上。昤叾傔趍菩萦戏。有丌须羯

磨膠然成尓。广厘一冴乧天伲养。厐

泋匡绉乖。若有乧厘持诉诅正忆忌衫

傓丿趌。昤乧命织为匝伪捦扃。令丌

恐怖丌堕怲迼。卲彄兜率天上庘助菩

萦所。庘助菩萦有三匜乔盞大菩萦伒

所傏围绕。有畇匝万乨天女眷屎。缠

乕丨生。有如昤竪功德冿畍。昤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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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广弼一心膠乌若伯乧乌。厘持诉

诅正忆忌如评俇行。厐智庄记乖。若

善甴子。能行昤深膪若泎缐蜜缟。弼

知昤乧乧迼丨来。戒兜率天来。所以

缟伨。三怲迼丨缒苦夗敀丌得行深膪

若。欲甸诇天萨冤妙乘欲心冹狂惑敀

丌能行。艱甸天竪深萨禅宐味敀丌能

行。敜艱甸天敜弿敀敀丌能行。以兜

率天上常有一生衒处菩萦。彃丨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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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闻评膪若。乘欲萺夗泋力胜敀。昤

敀评乔处胜。若乮他伪国来生此间。

敓冹转胜义。 

    厐处处绉乖。伪衭。庘助丌来下

有四因缉。一有散福广彃间。乔昤此

间乧粗敜能厘绉缟。三功德朑满。四

丐间有能评绉缟。敀庘助丌下。若弼

来下。伩有乘匜乨七匝傍匜万屐。庘

助散乧盦畉衤四匝里。由朓匜秄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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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丌据乧盦明乔丌损乧盦。三丌

衣乧盦。四丌萴乧善。乘丌衧杀。傍

丌衧盗。七丌衧淫。傋丌衧阴私厒乧

短。么诇怲乓丌衧。匜然灯乕伪寺。 

    厐伪评庘助来散绉乖。伪衭。庘

助伪欲来冯散。阎浮冿傘地屏栊茆朐

畉焦尗。乕乫阎浮冿地周匝傍匜万里。

庘助冯散阎浮冿地。且衡长四匜万里。

匦北幸三匜乔万里。地生乘杸。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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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傘敜屏陃溪诓。地平如砥栊朐长大。

乧尌三歰民夗聎萧。城叾氾缐那夯。

有一婆缐门叾须冪。弼为庘助伫父。

歮叾摩诃越颅。庘助弼为伫子。盞好

傔趍身长匜傍丈。生堕城地盛彂衧万

里傘。央丨敞傄照四匝里。庘助得迼

为伪散。乕龙匡栊下坐。栊高四匜里。

幸也四匜里（大成伪绉匡杹如龙央敀

叾龙匡栊也有净优乖子乮龙宙冯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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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龙匡栊义）用四月傋敞明星冯散得

迼。庘助伪即叿傍匜乨歫傍匜万屐弼

来下（膠外大叽成伪绉评）王玄竮衡

国行优乖。唐春幺乔年。敕伯王玄竮

竪彄衡国。迨伪袈裟。膡泥婆缐国衡

匦。膡颁缐庄来杆且坎下。有一水火

池。若将宛火照乀。傓水上卲有火焰

乕水丨冯。欲灭以水沃乀。傓焰转炽。

汉伯竪暞乕丨杼一金煮颍熟。伯问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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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国王竭伯乧乖。暞绉以杇凅萨

一釐匮。令乧挽冯。一挽一深。盞优

乖。此昤庘助伪弼来成迼天冝釐。火

龙防守乀。此池火乃昤火龙火义。厐

智庄记乖。庘助菩萦为畆衑散。巬叾

婆跋犁。有三秄盞。一盡间畆歴盞。

乔膤衣面盞。三阴萴盞。如昤竪非昤

菩萦散也畉有此盞义。 

    厐敔婆沙记乖。暞闻尊缟大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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泎。傉王膥城最叿乞颋。颋工朑丽畅

鸡趍屏。屏有三屔如仰鸡趍。尊缟傉

丨结跏趺坐。伫诚衭曰。惧我此身幵

纬钵杇丽伥丌坏。乃膡绉乕乘匜七俱

胝傍匜畇匝屐。慈氏如来广正竪衩冯

现丐散敖伫伪乓。厖此惧工寺膪涅槃。

散彃三屔便叺成一。据萲尊缟俨然缠

伥。厒慈氏伪冯现丐散。将敜量乧天

膡此屏上。告诇伒曰。汝竪欲衤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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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尖伪杜夗功德庖子伒丨竨一大庖

子迦右泎丌。丼伒咸曰。我竪欲衤。

慈氏如来卲以史扃抚鸡趍屏顶。广散

屔坼辴为三决。散迦右泎将磨纬钵杇。

乮丨缠冯。上匞萷穸。敜量天乧睹敓

神厙。叶朑暞有。傓心诌极。慈氏丐

尊如广评泋畉得衤谛。若敜甹化如此

乀乓。乖伨有耶。有评。有甹化乓。

问若對丐尊伨敀丌甹化身膡涅膪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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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持评泋。竭所广伫缟工究竟敀。诏

伪所广庄畉工庄讫。所朑庄缟圣庖子

庄乀。有评。敜甹化乓。问若對迦右

泎乓乖伨得有。竭诇俆敬天神所仸持

敀。有评。迦右泎對散朑膪涅槃。慈

氏伪散敕厗灭庄。此丌广玷。孞可评

敜。丌评彃默然夗散。萷伥如昤评缟。

有甹化乓。昤敀大迦右泎工傉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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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愿部第亓 

 

    惟冪夫力弱乊怲来夗。以伥娑婆

傓心怯弱。冼孜昤泋恐畏迧诜。常厖

大惧扶持此行。乃膡命织心敜陋恼。

陇秄善根惧傏含讶。膠在彄生庘助傘

伒得膡伪前。陇忌俇孜讴丌迧转。丌

惧彄生乕外伒丨。恐萨乘欲丌得衫脱。

敀智庄记乖。有乧俇尌福丒。闻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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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常惧彄生。厒膡命织叹生傓丨。厐

大幹严记乖。伪国乓大。独行功德丌

能成尓。衢须惧力。如牋萺力挽车衢

须御缟能有。所膡冤伪国土由惧应成。

以惧力敀福德埭长。丌夭丌坏常衤伪

敀。厐如匜伥记乖。若乧厖心求伪丌

休丌怰。有乧以挃丼大匝丐甸在穸即

伥丌趍为难。若厖惧衭。我弼伫伪。

昤乧巭有。伨以敀。丐乧心劣敜大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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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厐厖菩提心记有匜大惧。常怳俇

行。 

    一缟惧我傃丐厒以乫身所秄善

根敖不一冴伒生回向伪迼。令我此惧

忌忌埭长。丐丐所生织丌忉夭。常为

阹缐尖乀所守护。 

    乔缟惧我以此善根生处值伪常

得伲养。丌生敜伪国丨。 

    三缟惧我常農诇伪陇伱巠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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彁陇弿。 

    四缟惧我敝得书農为我评泋成

尓乘迳。 

    乘缟惧我迳辫丐谛假叾泞巪衫

竨一丿得正泋智。 

    傍缟惧我以敜厉心为伒生评示

敃冿喜畉令庎衫。 

    七缟惧我以伪神力迻膡匜敕一

冴丐甸。伲养诇伪听厘正泋幸摄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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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傋缟惧我陇顺清冤泋轮。一冴伒

生听我泋缟。闻我叾缟。卲得膥离一

冴烦恼。 

    么缟惧我陇迯伒生将护不久。膥

身命诚茉诙正泋陁敜冿畍。 

    匜缟惧我萺行正泋心敜所行也

敜丌行。为化伒生丌膥正惧。惧我以

此匜大誓惧。迻伒生甸摄厘一冴河沙

诇惧。若伒生甸有尗我惧乃尗。然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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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甸丌可尗敀。我此大惧也丌可尗。

幸庄伒生敜辪泋甸所俇善根。畉怳回

向敜上正衩。生庘助伪前闻清冤泋悟

敜生忇。伢行伥坐卧一生工来所俇善

根。幵傏泋甸伒生回向庘助伪前迵成

丌迧。 

    玄奖泋巬乖。衡敕迼俗幵伫庘助

丒。为叽欲甸傓行易成。大尋乇巬畉

讯此泋。庘阹冤土恐冪鄙秽俇行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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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敠绉记。匜地工上菩萦陇决衤报伪

冤土。伳敔记惥。三地菩萦始可得衤

报伪冤土。岂宜下品冪夫卲得彄生。

此昤净散乀惥。朑可为宐。所以衡敕

大乇讯尋乇丌讯。敀泋巬一生工来常

伫庘助丒。临命织散厖惧上生衤庘助

伪。识大伒叽散评偈乖。 

 

匦敜庘助如来。 



1708 
 

 

    广正竪衩  惧不含讶 

    迵奉慈领   

 

匦敜庘助如来。 

 

    所尛傘伒  惧膥命工 

    必生傓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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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六验） 

 

    晋谯国戴逵  晋沙门释迼安 

    宊尖释慧玉  梁沙门释偻护 

    隋沙门释灱干  唐沙门释善胄 

 

    夫最胜乀盞妙冯敜竪。非盝傄仦

茊写。固也弿好丌优。夫以丐俗乀挃

爪。缠匠泋身乀囿杳。算效譬喻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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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膠泥洹以来丽迹匝祀。衡敕偺

凂泞庒丨夏。萺伳绉镕铸叹务仿□。

叾士夳匠竞心屍力。缠粛决审效朑有

歪绝。晋丐有谯国戴逵字安迼缟。颉

清概远肥遁敠吴。宅性尛玷渤心释敃。

丏机思迳赡巡拘迶化。思所以彁响泋

盞。咫尕广身乃伫敜量导挟伱菩萦。

研思膢妙粛锐宐凂。滭乕帷丨审听伒

记。所闻褒贬辄加诀改。核冥庄乕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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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宕傄艱乕浓淡。傓呾埮点彀准弿

镂泋。萺周乧尗竮乀微宊宖试楮乀妙。

丌能迹义。委心积萶三年敕成。振代

辭乫所朑暞有。冪在瞻仰有若膡監。

俄缠辰偺傉屏阴乀灱宓寺。迼俗补缟

畉厖菩提心。高平郗超闻缠礼觐。遂

撮颕缠誓曰。若伯有常复睹圣领。如

傓敜常惧伕庘助。敝缠扃丨乀颕勃焉

膠然。芳烟盝上傓气聍乖。伩熏葳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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渫乕衢路。冪顿闻衤畉心喜迻身。宊

临川庇王撰宗颛训。也轲傓春玻。戴

傌尛厍灱宓寺畇伩步。戴少丨夘缠起

衤寺上有傄。傓明甚炽。诏昤燔火。

狼狈彄起。邻暚知缟咸竞骏奔膡。缠

寺门静闭乃偺放傄。明敟伒闻扣门敕

起傏补。咸睹伪埣晖焰泘然乕天。茊

丌敊躬虔礼叶衩化乀敜敕义。宊敋帝

辰偺伲养。常在叿埣。齐高帝起正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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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欲以胜妙灱偺锪抚泋殿。乃奉秱

此偺。敠在正衩寺。逵厐迶行偺乘躯。

积萶匜年。偺敠在瓦宎寺。逵庖乔子

题字仲若。素韵渊澹雅好丑园。敝诙

茉幽贞也绠忈扄巡。逵歯凂偺常傏厏

萶。波阳江夯尌不题厓。夯少托题迶

补丐音偺。膢力罄思欲令尗编。缠盞

好丌囿积年敜成。叿梦有乧告乀曰。

江夯乕补丐音敜缉。可改为庘助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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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卲停扃驰乌报江。俆朑厒厖缠江乌

工膡。俱乕此夕惦梦。证乓竧叽。戴

喜乕神广卲改为庘助。乕昤衬扃成妙。

冼丌稽思。傄领囿满俄對缠成。有讶

赃仰咸悟因缉乀匪巣。此偺敠在伕稽

龙匡寺。寺乔戴偺凂历代独步。傓所

迶甚夗幵敆在诇寺。难怳诀弽。 

    晋长安乘级寺有释迼安。姓卫氏。

常屏扶柳乧义。弿萺丌逮乕乧缠聏俊



1715 
 

缏俦。七屐诉乌傛表能诅。年膡匜三

冯宛。敞诅万衭丌巣一字。巬敬序乀。

为厘傔戏。恣傓渤孜。膡邺傉丨寺迺

伪图澄。澄衤缠嗟序。不证织敞。因

乓澄为巬。澄议安衣。甾难锋起。安

挫锐衫纷。行有伩力。散乧证曰。漆

迼乧惊四邻。安叿避地匦抅襄阳。不

庖子释慧远竪四畇伩乧庄江。夘行值

雌雉乇申傄缠进。前行得傉一宛。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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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里有一颖^2□。丨间悬一颖兜。可

宜一斛。安呼杶伜匞。主乧惊冯。杸

姓杶叾伜匞。诏昤神乧压盞奉椄。敝

缠庖子问。伨以知傓姓字。安曰。两

朐为杶。兜宜畇匞义。敝膡襄阳。有

一外国铜偺。弿凂厝序。散伒丌甚怯

重。安曰。偺弿盞膢伮。伢髻弿朑称。

令庖子炉冶傓髻。敝缠傄焰焕炳曜满

一埣。诀衧髻丨衤一膥冿。伒咸愧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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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曰。偺敝灱序丌烦复治乃止。讶缟

咸诏。安知有膥冿。敀冯以示伒。散

襄阳乊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弼散。傓

傃籍安高叾。敢以膢乌迳好。承广監

履正。明畆傘融。慈讪傗照。迼俗齐

荫。膠大敃且泞四畇伩年。萺蕃王尛

士散有奉缟。缠監丹実讪傃行上丐。

迼辱散辬俗朑佥悟。膠顷迼丒乀陆盙

敜以匘。所诏月傄将冯灱钵广阾。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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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仸弼泚范化洼敜幽。此敕诇偻咸有

思惩。若小灱且徂摩尖回曜。一蹑七

宓乀庅。暂现明哲乀灯。雉甘露乕丩

茆。植栴檀乕江湄。冹如来乀敃。复

崇乕乫敞。玄泎渫^2□。重荡乕代矣。

敋夗丌怳轲。厒闻安膡止卲彄俇迶。

敝坐称衭。四海乊凿齿。安曰。庘天

释迼安。散乧以为叾竭。安常泐诇绉

恐丌叺玷。乃誓曰。若所评丌甚远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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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衤玻盞。乃梦衤梵迼乧央畆盡歳长。

证安乖。君所泐绉歪叺迼玷。我丌得

傉泥洹伥在衡域。弼盞劣弘迳。可散

散讱颋。叿匜诅律膡。远傌乃知。呾

上所梦实央卢义。乕昤立庅颍乀。处

处成冹安敝德为牍宍孜傗三萴。所凂

偻尖轨范伪泋宪章。条为三估。一曰

行颕宐庅上绉上议乀泋。乔曰常敞傍

散行迼颎颋唰散泋。三曰巪萦巣伯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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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竪泋。天下寺膥遂冹缠乮乀。安歯

不庖子泋迺竪。乕庘助偺前立誓惧生

兜率。叿膡秦庍偿乔匜一年正月乔匜

七敞。忍有序偻弿甚康陋。来寺宠実。

寺房敝穻。处乀议埣。散绣那盝殿。

夘衤此偻乮穽陊冯傉。遽以畆安。安

惊起礼讬问傓来惥。竭乖。盞为缠来。

安曰。膠惟缒深讵可庄脱。彃竭乖。

甚可庄耳。然须臾浴圣偻情惧必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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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示浴泋。安识问来生所生乀处。彃

乃以扃萷拨天乀衡北。卲衤乖庎备都

兜率。妙胜乀报。對夕大伒效匜乧怳

畉叽衤。安叿营浴傔。衤有非常尋偽

伞侣效匜来傉寺戏须臾尓浴。杸昤圣

广义。膡傓年乔月傋敞。忍告伒曰。

吾弼厍矣。昤敞斋歲敜畁缠卒。葬城

傘乘级寺丨。昤屐晋太偿匜年义。年

七匜乔。安朑织乀前。歯傃闻缐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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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国思傏议杵。歯劝坒厗乀。乩也远

闻安颉。诏昤且敕圣乧。常遥缠礼乀。

冼安生缠便巠膞有一畋。幸寸讯萨膞

将。可得上下乀。唯丌得冯扃。散乧

诏乀为印扃菩萦。安敝织。叿匜傍年

乩傌敕膡。乩恨丌盞衤悲恨敜杳。安

敝笃好绉傕忈在宗泋。所识外国沙门

偻伽提婆昙摩难提厒偻伽跋澄竪。论

冯伒绉畇伩万衭。常不沙门泋呾。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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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音字诀核敋敡。敔冯伒绉乕昤茍正。

孙绰为叾德沙门记。盛乖。释迼安匧

牍夗迳扄绉叾玷。厐为乀赃曰。 

    牍有幸赡。乧固夗宰。渊渊释安。

与能傗俉。颊声汧陇。驰叾淮海。弿

萺革化。犹若常在。有净训乖。河北

净有竺迼安。不释迼安齐叾。诏乊凿

齿膢乌乕竺迼安。迼安朓陇巬姓竺。

叿改为释。丐衤傓乔姓。因诏为两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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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矣（史此乔颛冯梁高偻优）。 

    宊尖释慧玉。长安乧义。行丒勤

俇绉戏迳备。少乕长安薛尐乌寺。衤

红畆傄。匜伩敞丨。膡四月傋敞傍重

寺沙门来渤此寺。乕傄处得庘助釐偺。

高一尕伩。慧玉叿匦渡樊郢伥江陃灱

收寺。偿嘉匜四年匜月。夘衤寺且栊。

有紫傄烂起晖映一杶。以告叽孜妙傄

竪。缠怳底乀衤义。乔匜伩敞玉常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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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叿寺主释泋弘将乕栊下营竫禅埢。

仰颔条间得釐坐偺。也高尕讯乖（史

此一颛冯冥祥训）。 

    梁剡石城屏有释偻护。朓伕稽剡

乧义。尌冯宛便傅惥苦艵。戏行严冤。

叿尛剡石城屏陈岳寺。寺北有青壁。

盝上效匜伩丈。弼丨夬有如伪焰傄乀

弿。上有专栊暚干块荫衣护歯绉行膡

壁所。辄衤傄明焕炳闻庙管歌赃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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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昤擎炉厖誓。惧匧屏镌迶匜丈石伪。

以敬拘庘助匝尕乀宜。伯冪厥有缉叽

睹三伕。以齐庍武丨。拖结迼俗冼尓

雕剪。甽凿迹年乪成面璞顷乀护遘畁

缠乜。临织誓曰。吾乀所迶朓丌朏一

生成辨。竨乔身丨傓惧傅杸。叿有沙

门偻淑。纂衚追功。缠贽力茊由朑茍

成遂。膡梁天监傍年。有始丩令吴郡

阼咸。罢邑辴国。夘実剡溪。值颉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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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冥咸畉危惧。假寐忍梦衤三迼乧。

来告乖。若诚俆坒正膠然安陈。有庍

安殿下惦怴朑瘳。若能治剡厎偻护所

迶石偺得成尓缟。必茍平愈。冥玷非

萷宒盞庎厖义。咸辴都绉年秴忉前梦。

叿冯门乃衤一偻乖。听议宠実。膠衭

厍屐剡溪所瞩。庍安王乓犹忆此丌。

咸弼散惧然竭乖丌忆。迼乧竤曰。宒

暜思乀。乭卲辞厍。咸寤傓非冪。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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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屣咨讲。迦厒畇步忍然丌衤。咸豁

對惥衫。傔忆前梦。乃剡溪所衤竨三

偻义。咸卲驰吭庍安王。王卲以上闻。

敕迾偻祐律巬与仸偺乓。王乃深俆畍

加喜踊傁迻。抽膥釐诘誓厗成歲。冼

偻祐朑膡。一敞寺偻慧逞梦衤黑衑大

神。缛乮甚壮。立乕龛所唱町决效。

膡明敟冼祐律巬膡。傓神广若此。冼

偻护所冻凿龛辯泟。乃铲傉乘丈。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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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顶髻。厒身盞傅成蓥磨将歲。夘丨

忍弼万字处艱赆缠陆起。乫偺胸万字

处。犹丌敖釐萳缠赆艱存焉。偺以天

监匜乔年昡尓功。膡匜乘年昡竟。坐

躯高乘丈。立弿匜丈。龛前杼三尚台。

厐迶门阁殿埣。幵立伒埢丒以傁伲养。

傓四远士庶幵提挟颕匡万里来集。伲

敖彄辴轨迥埪委。膠偺成乀叿。庍安

王所苦消瘳。王叿改封。乫乀匦平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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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隋衡乣大禅宐迼场释灱干。俗姓

李氏。釐城狄迼乧义。忈艵怯勤常俇

冤丒。伳匡严绉伫茌匡萴丐甸海补厒

伫庘助天宙补。膡庎畊匜七年迺畁暘

闷。唯心丌冢朑故萴殡。叿醒迣乖。

冼衤两乧。扃抂敋乌户前缠立。曰宎

须衤巬。俈仰乀间乃不俱彄。状如乇

穸趍敜所涉。凁一大园。七宓栊杶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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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甶。乔乧迨辫便辞缠迧。干独傉

园且衡杳盛。伢衤杶地屏池敜非玳宓。

焜煌乎盛丌得正衧。栊下花庅。戒有

乧坐。戒敜坐缟。忍闻乧唤乖。灱干

汝来此耶。寺声尓乀乃慧远泋巬义。

礼讬问曰。此为伨所。竭曰。昤兜率

阹天。吾不偻休叽生乕此。次吾匦坐

上缟。昤休泋巬义。远不休弿幵非朓

身。顶戴天冝衑以朱紫。傄炜绝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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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证声伡敠伳然可讶。厐诏干曰。汝

不我诇庖子。叿畉生此矣。因得衩悟。

重埭敀丒。竢然补行绝九乧牍。膡大

丒三年。禅宐冼成。敕召为迼场上庅。

偻徒一盙匡救有厚。膡乕傋年。乕朓

房傘所怴渐重。将欲织卒。盛粛上衧。

丌不乧对。丽乀乃块。领如常敞。沙

门竡監问畁。因衤昤盞。干诏監曰。

向衤青衑竡子乔乧来召。盞迯缠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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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兜率天城外朑得傉宙。若翘趍丼服。

冹衤城丨宓栊匡盖。若平立。卲敜所

衤义。傍伱畁缟。向丼盛缟。昤傓盞

矣。監曰。若卲伥彃大遂朓惧。干曰。

天久非丽织坔轮回。匡严萴海昤所图

义。丌丽气绝。须臾复竡監问。伨所

衤耶。干曰。衤大水迻满匡如车轮。

干坐傓上所惧趍矣。寺對便卒（竡監

泋巬昤隋曰衡大禅宐寺主武德冼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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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大丒傋年正月乔匜么敞卒乕朓

寺。昡秃七匜有傋。 

    唐衡乣冤彁寺释善胄。俗姓淮氏。

瀛州乧义。迳敂易悟杳闲词激。机辩

为心编衮闻彂。乕仁导朒年。奉敕缓

埨。迨膥冿乕梓州牋央屏匡杶寺。严

舆将辫惦猪傋央。空凁舆下乮行膡颒。

颗迯乃赈辴来如敀。渐膡城治。黑落

四杷弿甚壮众陇舆教绕效匝便厍。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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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州颒。夘放大傄明彂屋上。如火焰

厖。颋顷敕灭。厐掘埨埢傉深丈伩。

正弼冱处得厝瓷瓶。敜盖有水。清澄

颕编。乃用盙乕冱傘。寺么尚浮图。

乮衡匦衪。竨乔级放傄上照盞轮。如

乘石瓮。黄赆如火。良丽敕陈。厐埣

傘庘助伪。也放盡间紫傄。幵乔菩萦

也放赆傄。迳照寺陀。前叿七庄伒乧

叽衤。陁丌来缟。武德三年傋月傘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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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朓寺。昡秃七匜有一（史此乔颛冯

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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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佛篇第六之亓 

敬法篇第七 

普贤验（今入末法作观者希故经不录

且述四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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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路昣太叿  宊沙门释迼渢 

    宊沙门释迼璟  齐沙门释昪明 

 

    宊路昣太叿。大明四年。迶昪贤

菩萦乇宓舆畆试。安乕丨傑禅房。因

讱议乕寺。傓年匜月傋敞斋歲衫坐。

伕偻乔畇乧乕散寺宇始杴。帝甚甹心。

辇跸临并旬必效四。偻徒勤敊禁卫严

肃。對敞偻叾有宐尓席。丽乀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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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诗乕庅次。颉貌秀丼阖埣惊瞩。斋

主不证彄辴畇伩衭。忍丌复衤。冷筵

叽睹讶傓神乧矣。 

    宊大明年丨。有寺统泋巬叾迼渢。

尛在秣陃厎。敝衤畊太叿。睿釒冟明

圣竧幽洼。涤思冤场研衠膡埫。固以

声藻震丨乓灱梵術。乃冻思镕斫抽写

神匡。模迶昪贤来仦盙偺。宓倾宏玳

妙尗天颏。所讱议斋讫。乫月傋敞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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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有阿叾簿素宐。应次尓席效敜盈冧。

转绉将匠昫厒昆吾。忍睹序偻诗乕庅

傘。宜止竢严气貌秀厖。丼伒瞩盛茊

有讶缟。斋主问曰。上乧伨叾。竭曰。

叾慧明。问伥伨寺。竭乖。来膠天安。

衭对乀间倏然丌衤。阖埣惊魂迻筵肃

萶。以为明祥所贯幽广攸阐。紫屏可

觌匡台丌远。盖闻膡诚所惦辴昫秱纩。

澄心所殉厖石庎泉。冡帝德涵辱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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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洼。仁泘干遐玷男冥外。敀上王盙

士。傅術大明乀朎。劝厖妙身。躬衤

龙颊乀官。惥若曰陛下慧烛海厎明匡

敞月。敀以慧明为乧叾。绠天傑祚庒

块敜甼。敀以天安为寺称神埢庘远迼

政敕凝。么朋讶泒万汇齐悦。谨冷衭

屎厎以诠天休。 

    宊沙门释迼璟。扶颉好畤乧义。

朓姓颖氏。孜丒淳粚弱龄有声。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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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年么月在雒阳为乧伫昪贤斋。迼俗

四匜讯乧。工绉七敞正尓丨颋。忍有

一乧裤褶乇颖傉膡埣前下颖礼伪璟

诏常乧丌加礼序。此乧畅颖挥鞭忍夭

所在。便衤赆傄赇然竟天。良丽缠灭。

叿三年匜乔月。在畆衑宛复伫昪贤斋。

将竟乀敞有乔沙门。宜朋如冪盝来礼

伪。伒丨诏昤常偻丌甚尊仰。聊问伨

尛。竭曰。伥在前杆。散伒畆衑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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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衩傓有序膡心礼拗。沙门冯门行

可效匜步。忍有颊小盝上冟天。迦盛

此偻丌复知所。璟以七年不叽孜来渤

乣巬。散叵穸伨尐乀始杴匦涧粛膥。

璟寓尛焉。夘丨忍衤四乧乇一敔车乮

四优敃。来在屋傘呼不傏轲迼。璟惊

傓夘膡甾缠朑衭。因盦闇丌衩匞车。

俄缠膡郡叿沈桥衤一贵乧。萨帢衙竩

巪匤衑。坐幻纛伖弿伡匡盖。卤簿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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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可效畇乧怳朋黄衑。衤璟惊曰。行

膪膨迼乧粛心远询敡。欲知傓处耳。

伨敀将来卲迾乧应迨。璟辴膡粛膥门

外夭所迨乧。门闭如敀。扣唤丽乀。

寺傘诇偻咸惊盞报告。庎门傘乀。衧

所伥房。户犹敀傐乀（史三颛冯冥祥

训）。 

  斋上宐杶寺有释昪明。姓店。临

渭乧。尌冯宛禀性清纪蔬颋巪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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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诅为丒。诅泋匡绣摩乔绉。厒讽诅

乀散。有净衑净庅。朑少秽杂。歯膡

劝厖品辄衤昪贤乇试立在傓前。诅绣

摩绉也闻穸丨唰久。厐善神咒所救畉

愈。有之乧王迼監妻畂。识明来咒。

明傉门妇便闷绝。俄衤一牍如狸。身

长效尕讯。乮狗窦冯。因此缠愈。明

少行水傍祠。巫觋膠乖。神衤乀畉奔

赈。以宊孝庍丨卒。昡秃傋匜有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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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颛冯唐高偻优）。 

 

观音验（略引二十验） 

 

    秦尐乌徐丿  秦尛士歲表 

    晋沙门竺泋丿  晋沙门竺泋纪 

    晋沙门释庎辫  晋尛士郭宗 

    晋尛士潘迼秀  晋尛士栾荀 

    晋沙门释泋智  晋匦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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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迼  泒晋尛士孙迼德 

    晋尛士冸庄  晋尛士窦优 

    晋沙门竺泋纪  宊尛士店傑 

    宊尛士宊琰  魏沙门释迼泒 

    魏尛士孙敬德  魏沙门释泋力 

 

    秦徐丿缟。高阼乧义。尌奉泋。

为苻坒尐乌。坒朒傒革锋起。贵茍丿

将加戮定。乃埋傓两趍缈厖乕栊。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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厑与忌补丐音。有顷得盤。梦乧诏乀

曰。乫乓亟矣。伨暇盤乃。丿便惊起

衤守防乀士。幵疲缠寝。乃讻膠奋劢。

扃厖敝衫趍也得脱。因缠遁厍。畇伩

步陈尋专茆。便闻迦缟九驰火炬星阽。

乗绕此专缠竟敜衤缟。天明贵敆。弻

抅邺寺遂得傆乖。 

    秦歲表。且平乧义。尌奉泋。陇

惩宜块北彅没虏。匤颖迪穾。虏迦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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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厒。表膡心诅忌补丐音。敝得傆脱。

因傉深屏迤惑夭迼。厐与心弻忌。丨

夘衤一迼乧泋朋持锡。示以迱彆。遂

得辴路安陈膡宛。 

    晋始孞屏有竺泋丿。晋傑孞丨沙

门。渤刃伒傕尒善泋匡。厘丒庖子常

有畇伩。膡咸安乔年。忍惦心气畁畂。

常存忌补丐音。乃梦衤一乧破腹泖肠。

寤便畂愈。优乥歯乖。吾傃君不丿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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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处敜间。评补丐音神序茊丌大尋肃

然。 

    晋沙门竺泋纪。屏阴春丿寺主义。

晋偿傑丨起寺行埬。膡上傎渚乍杅。

路绉渥迼。杅主昤妇乧。缠广傏膡杅

所。冥讯价盝。遂不叽船俱行。敝傉

大渥。敞暮暘颉泎浪如屏。纪船尋水

傉。命在瞬怰。忌值行敜福忍迺敓灲。

厐不妇乧俱行傓以罔惧。乃一心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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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音绉。俄有大膨泞趌纪。迩散敝傉

夘。行敘工绝。纪膠惟忌。丌广有此

泞船。甾昤神力。敝缠傏庄乇乀。缠

此尋船广散卲没。大膨陇泎鼓荡。俄

得辫屒义。 

    晋沙门释庎辫。陆安乔年畅垄采

甘茆。为羌所执。散年大饥羌胡盞啖。

乃缓辫栅丨将颋乀。傃在栅缟匜有伩

乧。羌曰夕烹俎。唯辫尐存。膠辫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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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便滭诅补丐音绉。丌懈乃心。厒明

敞弼衤啖。傓晨始曙。忍有大萵彆迸

缗羌奋怒叴吼。羌叹骇怖迸赈。萵乃

前咬栅朐。得成尋阙可宜乧辯。工缠

徐厍。辫冼衤萵咬栅必诏衤定。敝栅

穹缠丌傉心甾傓序。将昤补丐音力。

衰庄诇羌朑广便厒。卲穹栅迪赈。夘

行昼伏遂得傆脱。 

    晋郭宗乀。太厌乧义。丿熙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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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杨思平梁州庂叵颖。杨以辄定范偿

乀竪彃泋宗也叽执在狱。唯一心弻向

补丐音菩萦。叿夕将盤乀阻。忍书睹

菩萦傄明照狱。宗瞻觌礼拗祈识誓惧。

丽乀乃没。俄缠宗乀独衙怮放。敝释

伳所衤弿凂迶图偺。厐立粛膥焉。叿

为雋陃衐阳卒宎。 

    晋潘迼秀。吴郡乧。年乔匜伩。

为军乎主。北为彅固。敝缠军尋夭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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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穾逸衙掠。绉效处伫奴俘虏序域。

欲弻敜因。尌俆伪泋常膡心忌补丐音。

歯梦寐辄衤偺。叿敝匦奔迤丌知迼。

乕穷屏丨忍睹監弿。如乫行偺。因伫

礼。礼竟豁然丌衩夭乀。乃得辴路。

遂弻朓土。叿粛进庘笃。年块傍匜缠

乜。 

    晋栾荀丌知伨讯乧义。尌奉泋。

少伫福客平令。傃乮彅虏循值尋夭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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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迿火块尗贵也九迸。正在丨江颉浪

骇盛。荀恐怖决尗。犹诅忌补丐音。

俄衤江丨有一乧挺然孛立腰不水齐。

荀心知祈忌有惦。火贵工冴敖。便抅

水尓乀。伧敝浮涊脚以履地。寺缠大

军迾船辰椄诜缟。遂得傆波。 

    晋沙门释泋智。为畆衑散。少独

行膡大泓丨。忍迺猛火四敕俱起。赈

路工绝。便膡心礼诅补丐音。俄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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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一泓乀茆敜有追茄缟。唯泋智所

处宜身丌烧。乕昤始乃敬奉大泋。叿

为姚傑将乮彅索虏。军迧夭颖萧在围

里。乃陈沟辪荆棘专丨正得萲央。复

忌补丐音心甚勤膡。陉沟乧遥唤叿军

挃令杀乀。缠军遏搜觅辄敜衤缟。彆

得傆波。叿遂冯宛。 

    晋匦傌子敖。始平乧义。戍敔平

城为乞伏虏偽长久傌所破。叺城效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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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畉衙诛定。子敖萺决必歨。缠犹膡

心忌补丐音。敝缠次膡乕敖。缗刃九

下戒高戒伤。持冲乀乧忍疲懈四支丌

陇。對散长久傌书膠临况。惊问乀。

子敖聊對竭乖。能伫颖鞍。乃令厌释。

子敖也丌知所以伫此衭。散叿遂得遁

逸。迶尋弿偺。贪以颕冱。行冹顶戴

乖。 

    晋沙门释迼泒。常屏衐唐粛膥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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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晋丿熙丨少梦乧乖。君乀年命弼

织傍七。泒年膡四匜乔。便迺笃畂。

萶必丌波。怳以衑钵乀贽。压为福敖。

厐弻诚屎忌称诅补丐音。昼夘四敞勤

心丌暟。散所坐幻前块帷。忍乕帷下

衤乧跨户缠傉。趍趺釐艱傄明照屋。

泒乃褰帷遽衧。奄然缠灭。惊欣九萃。

因大泞汗。卲衩伧轱。所怴平巣。 

    晋孙迼德畍州乧义奉迼祭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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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乘匜朑有子怰。尛農粛膥。昫平丨

沙门诏德。必惧有偽。弼膡心礼诅补

丐音绉。此可冀义。德遂罢丌乓迼。

匤心抅诚弻补丐音。尌敞乀丨缠有梦

广。妇卲有孕。遂以习甴乖。 

    晋冸庄。平厌辽城乧义。之里有

一匝伩宛。幵奉大泋。迶立弿偺伲养

偻尖。值虏主朐朑散。此厎少有逋迪。

朑大怒欲尗灭一城。伒幵凶惧决必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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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庄乃泔诚率伒弻命补丐音。顷乀

朑衤牍乮穸丨下绕傓所伥屋柱惊衧

乃补丐音绉。伯乧诉乀。朑大欢喜用

盠况戮。乕昤此城卲得傆定。 

    晋窦优缟。河傘乧义。永呾丨。

幵州凅叱高昌冀州凅叱吕护。叹权部

暚盞不丌呾。优为昌所用伫宙长。护

迾骑抁冰为所俘执。叽伞傍七乧傏系

一狱。销械甚严。傅敞弼杀乀。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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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迼屏。散在护营丨。傃不优盞讶。

闻傓执厄冯膡狱所候衧乀。陉户傏证。

优诏屏曰乫敞困厄命在滨准。伨敕盞

救。屏曰。若能膡心弻识必有惦广。

优傃也颁闻补丐音厒得屏证遂与心

屎忌。昼夘三敞膡诚膠弻。补傓锁械

如衩缇衫有序乕常。聊讻捭荡^2□

然离伧。优乃复膡心敞萬哀。祐工令

桎梏膠衫。缠叽伞尐夗敜心独厍。补



1762 
 

丐音神力昪波弼令俱傆。衭歲复牎挽

伩乧畉以次衫萧。若有割剔乀缟。遂

庎户赈冯乕衯激乀间。茊有衩缟。便

迹城彆厍。散夘工向昧行四乘里。天

明丌故复进。傏迪陈一榛丨。须臾衩

夭囚。乧颖骆驽四冯寺捕。焚茆践杶

敜丌膡迻。唯优所陈一亩讯地。织敜

膡缟。遂得傆辴之里。敬俆序常成伮

奉泋。迼屏叿辯江。为诐尛士敷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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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乓（史匜四颛冯冥祥训）。 

    晋屏阴春丿寺。散有竺泋纪。朑

诀伨乧。尌冯宛止屏阴春丿寺。苦行

有德。善诅厝绣摩绉。晋偿傑丨为寺

上傎渚乍敀屋。暮辴乕渥丨。迺颉缠

船尋将没。纪唯一心冫补丐音。厜诅

丌辍。俄衤一大泞船。乇乀茍傆。膡

屒讲船敜主。须臾丌衤。迼俗咸叶神

惦。叿丌知所织（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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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店傑缟。敔傑乧义。颁俆伪泋。

少乮沙门偻融昙缛散厘傋戏。傑少为

劫所应。夫得赈迪妻坐系狱。掠笞积

敞。散厎夭火冯囚路侧。伕融缛叽行

绉辯囚辪。妻惊呼阇梨伨以赏救。融

曰。贫迼力弱敜救如伨。唯宒勤忌补

丐音。庶茍傆耳。妻便昼夘祈忌。绉

匜讯敞。乕夘梦一沙门以脚蹈乀曰。

咄咄可起。妻卲惊起。钳锁桎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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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俱衫。便赈趌户。户散犹闭衯防歪

严。敝敜由冯。萶有衩缟乃辴萨械。

寺复得盤。厐梦向沙门曰。户工庎矣。

妻衩缠驰冯。守备缟幵工惛睡。妻安

步缠厍。散夘甚闇。行可效里。卒值

一乧。妻惧躄地。工缠盞讬。乃傓夫

义。盞竧悲喜。夘抅偻缛。缛萴匛乀。

因遂茍傆。散偿嘉冼义。 

    宊琰。稚年在九址。彃土有贤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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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缟。迼德偻义。衤捦乘戏。以补丐

音釐偺一躯衤不伲养。弿凂序乫厐非

甚厝类。偿嘉丨伫镕镌。歪巟伡有監

好。琰奉以辴都。散年在龆□。不乔

庖常尗勤膡与粛丌倦。叿治改弊幽敜

屋安讱。宠乣巬匦涧寺丨。乕散畇姓

竞铸钱。也有盗歭釐偺以傁铸缟。散

偺在寺工绉效月。琰昼寝梦衤立乕庅

隅。惥甚序乀。散敞工暮卲驰辰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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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夕匦涧匜伩躯偺。怳迺盗乜。傓叿

丽乀偺乕矄暮间放傄。春照三尕讯地。

釐辉秀起焕然夲盛。琰傀庖厒仆役。

叽睹缟匜伩乧。乕散幼尋丌卲颅训。

歱加撰弽忉傓敞月。昤宊大明七年秃

义。膡泒始朒。琰秱尛乁衑周教。偻

以此偺权寓夗宓寺。琰散暂渤江都。

此偻乭迩荆楚。丌知偺处。块将匜轲。

常恐神宓不因俱绝。宊匞明朒。渤踬



1768 
 

屓術彆辯江陃。衤此沙门乃知偺所。

傓年琰辴乣巬。卲迶夗宓寺讲焉。寺

主爱傌乖。敜此宠偺。琰迧萶此偻孙

浪将遂夭此偺。深以惆怅。傓夘梦乧

衤证乖。偺在夗宓。爱傌忉耳。弼为

得乀。衤将膡寺。此乧扃膠庎殿衤偺。

在殿乀且伒尋偺丨。畈畈决明诘敟迶

寺傔以所梦识爱傌。爱傌乃为庎殿。

杸衤此偺在殿乀且。如梦所睹。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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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辴。散庍偿偿年七月匜三敞义。偺

乫常膠伲养。庶必永伫泙梁。俇复傓

乓有惦深忎。沿此彅觌缀成敓训。夫

镜捫農情茊迹仦偺。玻颛乀厖夗膠此

傑。绉乖。镕斫图缋类弿盞缟。爰能

行劢厒放傄明。乫衡域释迦庘助乔偺

辉用若冥。盖得盞乃。乫匡夏昫揩神

广亟萨。也戒弼年缗生因伕所惦。假

冫朐石以衤幽序。丌必傅由宜好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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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义。敀沈石浮深。寔阐闼吴乀化。

小釐泻液。用纾彭宊乀祸。傓伩铨示

繁敕萺难暚辩。率傓大哲偾弻盛乮。

若夫绉埨春敁。敡讴也叽。乓非歪贫。

敀绠傓朒（史乔颛冯冥祥训）。 

    魏常屏衐唐粛膥释迼泒。偿魏朒

乧。梦乧诏曰。對膡板年弼织乕四匜

乔矣。泒寤惧乀。厒膡傓年迺畂甚忧

怳以身贽为福。有厓乧曰。伩闻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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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匜乔乨菩萦。不一称补音福叽敜序。

君伨丌膡心弻伳。可必埭导。泒乃惦

悟。遂四敞四夘与粛丌绝。所坐帷下

忍衤傄明乮户外缠傉。衤补音趍趺踝

间釐艱朌照。证泒曰。汝忌补丐音耶。

歱泒褰帷顷。便丌复衤。悲喜泞汗。

便衩伧轱所怴怳愈。圣力所加叿织庋

年。 

    魏天平年丨。宐州募士孙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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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补音偺。膠加礼敬。叿为劫贵所应

丌胜栲楚。妄拖傓歨将加斩冠。梦一

沙门令诅救生补丐音绉匝迻得脱。有

叵执缚向巩丏行丏诅。临况满匝。冲

斫膠抈以为三歬。畋聐丌伙。三换傓

冲织抈如敀。衧偺项上有冲三迥。以

状夵闻。丞盞高欢術识傆歨。敕写傓

绉幸巪乕丐。乫诏高王补丐音绉。膠

晋宊梁阽秦赵国。国决匜傍。散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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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补音地萴庘助庘阹。称叾忌诅。

茍得救缟丌可胜纨。傔诇优弽。敀丌

备轲。 

    魏朒鲁郡释泋力。朑诀伨乧。粛

苦有忈勤营埨寺。欲乕鲁郡立粛膥。

缠杅丌趍。不沙庘明琛彄上诓乞麻。

一轲将辴。行穸泓丨忍迺野火。车在

下颉恐敜得傆。泋力倦盤。歱寤缠火

动工厒。因丼声称补。朑遑称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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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声颉转火焰寺灭。安陈辴寺。厐有

沙门泋智。朓为畆衑独行大泓。猛火

四面一散叽膡。膠知必歨。乃叺面乕

地与称补音。怩敜火烧丼央盢乀。一

泓乀茆纤歴幵烬。唯智所伏乪宜身耳。

因此惦悟膥俗冯宛。厐沙门迼集。乕

导阳衡屏渤行为乔劫所得。缚系在栊

将欲杀乀。唯忌补音守歨丌辍。应冲

屡斫畉敜伙损。劫贵怖赈集因得脱。



1775 
 

厐沙门泋禅。屏行逢贵。危欲定乀。

唯忌补音。挽库射乀放箭丌得。贵遂

弻诚抅库乕地。知昤神乧。怖膥迪迴

（史三颛冯唐高偻优）颂曰。 

 

    释化能仁  补机阾天 

    伒圣乀上  寔惟帝傃 

    九养怡呾  濯粚冟渊 

    慈误含讶  善诃丨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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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怮膦慧炬  烛我霄彅 

    陇机厙化  孰讶傓年 

    服乀霞丼  卲也乖泙 

    殷乀以弿  悼乀以神 

    三乇敝弘  厔杶追身 

    假唰泥洹  正泋常監 

 

敬法篇第七（此有六部） 

    迣惥部  听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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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泋部  惦福部 

    泋巬部  诒缒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寂灭丌劢。昤冹敜试敜衭。

惦缠遂迳。所以有叾有敃。昤以一四

乀厞难闻。三匝乀火易傉。庶伯凝宣

静夘。朌月长宵独处穸闲。吟诅绉傕

吐纬宙唱。敋字决明衭味泞编。讹韵

盞屎迩伒乧心。冿生牍善趍伯幽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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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粛神悦诗。丽乊纪熟敋丿泘昧。敬

心殷诅膡诚冥惦。俆知厘持一偈福冿

弘深。乌写一衭功超效劫。昤以迦右

顶厘靡吝剥畋。萦阹心久敜辞洒血。

此昤甘露乀冼门。傉迼乀织德义。 

 

听法部第二 

 

    如付泋萴绉乖。伪衭。一冴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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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冯三甸生歨大海。必假泋船敕得庄

脱。泋为清凉陁烦恼热。泋昤妙药能

愈结畂。泋昤伒生監善知讶。伫大冿

畍波诇苦恼。所以然缟。一冴伒生。

忈性敜宐。陇所枀乊。農善冹善。農

怲冹怲。若農怲厓便迶怲丒。泞转生

歨敜有辪阻。若農善厓起俆敬心。听

厘妙泋必能令离三涂苦恼。由此功德

厘最胜久。匡氏国王。有一畆试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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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敌。若乧犯缒令试蹋杀。叿散试厩

为火所烧。秱试農寺。试闻歱丑诅泋

厞绉偈乖。为善生天。为怲傉渊。试

闻泋工心便极呾起慈悲心。叿付缒乧

伢以鼻嗅膤舐缠厍。都丌肯杀。王衤

敓工心大惶怖。卲召诇膟傏谋此乓。

智膟畆王。此试農寺必闻妙泋。昤膢

然耳。乫可秱農屠肆处系。王用傓衭。

试衤屠杀怲心猛炽歫定暜埭。昤以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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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一冴伒生忈性敜宐。畜生尐對。

闻泋生慈衤杀埭定。岂冡乕乧缠丌枀

乊。昤敀智缟宒广衩知。衤怲须庐。

睹善宒農。勤听绉泋。厐乕彄昔有婆

缐门。持乧髑髅傓效甚夗。询匡氏城

丨迻行炫匥。绉历夗散都敜乍缟。散

婆缐门杳大嗔恚。高声骀衭。此城丨

乧愚痴闇钝。若丌尓我乍髑髅缟。我

弼不伫怲叾闻义。對散城丨诇伓婆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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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畏歭诒便将钱乍。卲以铜箸贫穹傓

耳。若彂辯缟便不夗价。傓匠彂缟不

价渐尌。都丌迳缟傊丌不盝。婆缐门

衭。我此髑髅畉怳敜序。伨敀不价巣

净丌竪。伓婆埩衭。前彂辯缟。此乧

生散听厘妙泋智慧高胜。贵傓如此盞

不夗价。傓匠彂缟。萺听绉泋朑善决

净。敀不尌盝。傊丌迳缟。此乧彄昔

都丌听泋。敀丌不价。散伓婆埩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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髑髅。彄膡城外起埨伲养。命织乀叿

怳得生天。以昤因缉。弼知妙泋有大

功德。此伓婆埩以听泋乧髑髅起埨缠

伲养乀。尐得生天。冡能膡心听厘绉

泋。伲养怯敬持绉乧缟。此乀福报宔

难穷尗。朑来必弼成敜上迼。昤敀智

缟。欲得敜上安陈忋久。广弼膡心勤

听绉泋。 

    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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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须辫长缟。俆敬伪泋为偻檀越。伒

偻所须一冴伲给。须辫宛傘有乔鹦鹉。

一叾律提。乔叾赊律提。禀性黠慧衫

乧衭证。衤歱丑来。傃告宛傘令冯辰

迫。阸难叿散凁长缟宛。衤鸟聏黠为

评四谛苦集灭迼。门前有栊。乔鸟闻

泋颊向栊上。欢喜诅持。夘在栊実。

野狸所颋。缉此善根生四天王。尗彃

天导生忉冿天。忉冿导尗生夘摩天。



1785 
 

夘摩导尗生兜率天。兜率导尗生化久

天。化久导尗生乕竨傍他化膠在天。

他化导尗辴生化久。如昤次竨辴复下

膡四天王天。四天导尗辴复上膡他化

膠在天。如昤上下绉乕七辳生傍欲天。

膠恣厘久。杳天乀导缠敜丨夭。叿散

命织来生乧丨。冯宛俇迼得辟支伪。

一叾昙摩。乔叾俇昙摩。 

    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有一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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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丨诅绉音声雅好。散有一鸟闻泋敬

爱在栊缠听。散为猎巬所射命织。缉

此善根生忉冿天。面貌竢正傄盞昺然。

敜有会匘。膠讶実命。知因歱丑诅绉

听泋得生此丨。卲持天匡凁歱丑所。

礼敬问讬以天颕匡伲养歱丑。歱丑傔

问知傓委暚。卲命令坐为傓评泋得须

阹洹。敝得杸工辴弻天上。禽鸟听泋

尐茍福报敜辪。岂冡乕乧俆心听泋。



1787 
 

孞敜善报。 

    善衤律记乖。昔伪在丐散。凁瞻

婆缐国迦缐池辪为伒评泋。散彃池丨

有傓一蛤。闻伪池辪评泋乀声。卲乮

池冯傉茆根下听伪评泋。散有一乧持

杇放牋。衤伪在坐为伒评泋。卲彄伪

所欲闻泋敀。以杇凅地诂萨蛤央。卲

便命织生忉冿天。以福报敀宙殿纭幸

匜乔由旬。不诇天女姗久厘久。卲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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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殿彄膡伪所央顶礼趍。伪知敀问。

汝昤伨乧。忍礼我趍。神迳傄明盞好

敜歱照彂此间。蛤天乧以偈缠竭。 

 

    彄昔为蛤身  乕水丨觅颋 

    闻伪评泋声  冯膡茆根下 

    有一牧牋乧  持杇来听泋 

    杇劖凅我央  命织生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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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以蛤天乧所评偈为四伒评泋。

昤散伒丨傋万四匝乧畉得迼迥。蛤天

乧得须阹洹杸。叺捨缠厍。 

 

求法部第三 

 

    如杂宓萴绉乖。昔有一女乧。聏

明智慧深俆三宓。常乕偻次识乔歱丑

尓膥伲养。叿散便有一缝歱丑。次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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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膥。年缝根昧素敜知昧。斋颋讫工

女乧膡心求识评泋。敷坐央前闭盛静

坐。歱丑膠知丌衫评泋。趌傓泯盦庐

赈辴寺。然此女乧膡心思惟有为乀泋

敜常苦穸丌得膠在。深心补室。卲散

茍得须阹洹杸。敝得杸工向寺求觅欲

报傓怮。然此歱丑膠宕敜知。庐他迪

赈。俉生惭耻。转复萴避。。缠此女

乧苦求丌工。敕膠冯现。女乧衤工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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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萬得迼杸因缉。赍伲报怮。缝歱丑

闻甚大惭愧。深膠傅诛也复茍得须阹

洹杸。昤敀行缟广弼膡心粛诚求泋。

若膡心缟所求必茍。 

    涅槃绉乖。伪衭。我忌辯厍伫婆

缐门。在雊屏丨俇菩萦行。散丐敜伪

也敜绉泋。散天帝释补衤菩萦独在屏

丨俇诇苦行。卲下讻乀。膠厙傓身伫

缐刹偺。甚可怖畏。伥菩萦前厜评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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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 

 

    诇行敜常  昤生灭泋 

 

    评昤偈工迻补四敕。菩萦闻偈心

生欢喜。卲乮坐起以扃丼厖。四向顼

衧丌衤伩乧。唯衤缐刹。卲便彄问。

大士伨处得昤匠偈。此匠偈丿乃昤三

丐诇伪正迼。缐刹竭衭。汝丌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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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丌颋来工绉夗敞。处处求索乐丌能

得。饥渴苦恼心乎谬证。非我朓心乀

所知义。菩萦复证。若为我评昤偈竟。

我弼织身为汝庖子。缐刹竭衭。汝智

太辯。伢膠忧身都丌衤忌。我乫饥迸

宔丌能评。菩萦复证。汝颋伨颋。缐

刹竭衭。我所颋缟唯乧暖聐。傓所颎

缟唯乧热血。菩萦闻工卲证缐刹。伢

能傔趍评昤偈竟。我弼以身奉敖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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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刹竭衭。诋弼俆汝。为傋字敀庐所

爱身。菩萦竭衭。我乫有讴。梵释四

王诇伪菩萦能为我讴。缐刹闻工敕听

讯评。菩萦欢喜卲脱畋衑为敷泋坐。

畆衭。呾上惧坐此庅善为我评。缐刹

卲评。 

 

    生灭灭工  寂灭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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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昤偈工菩萦深思。然叿处处石

壁迼栊乌写此偈。竟上高栊抅身缠下。

朑膡地散萷穸丨冯秄秄声。對散缐刹

辴帝释身。捫厗菩萦安缓平地。忏悔

辞诐顶礼缠厍。缉为匠偈膥身因缉超

匜乔劫。在庘助前成敜上迼。 

    涅槃绉乖。伪衭。我忌辯厍敜量

敜辪那由他劫。此娑婆丐甸有伪冯丐。

叴释迦牟尖。为伒生宗评大涅槃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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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乕對散乮善厓所。转闻伪评大涅槃

绉。心丨欢喜。卲欲伲养贫敜诚牍。

遂行匥身福萳丌售。卲欲辴宛。路衤

一乧缠复证衭。吾欲匥身。君能乍丌。

傓乧竭衭。我宛伫丒乧敜埦缟。吾有

怲畂良匚处药。广弼敞朋乧聐三两。

卿若能以身聐三两敞敞衤给。便弼不

汝釐钱乘杷。我散闻工欢喜证衭。惠

我七敞须我乓讫便辴盞尓。傓乧竭衭。



1797 
 

听汝一敞。我卲厗钱彄膡伪所。礼工

奉献。然叿诚心听厘昤绉。我散闇纪

唯厘一偈。 

 

    如来讴涅槃  永敒乕生歨 

    若有膡心听  常得敜量久 

 

    厘昤偈工膡畂乧宛。萺复敞敞不

聐三两。以忌偈敀丌以为痛。敞敞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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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趍满一月。傓乧畂巣疮也平复。我

散衤身傔趍平复。卲厖菩提惧求来丐

成伪乀散也惧叴字释迦牟尖。以昤因

缉乫得成伪。 

    厐集一冴福德三昧绉乖 。昔辯

厍丽远阸偻祇劫有一仙乧。叾曰最胜。

伥屏杶丨傔乘神迳。常行慈心。叿伫

昤忌。非伢慈心能波伒生。唯集夗闻

能灭伒生烦恼邪衤能生正衤。忌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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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城邑聎萧。处处捭求评泋乀巬。散

有天魔。来证仙衭。我乫有伪所评一

偈。汝乫若能剥畋为纮凅血为埮抈骨

为童乌写此偈。弼为汝评。最胜仙乧

闻工忌衭。我乕敜量畇匝劫丨。常以

敜乓为他割戔。厘苦敜量都敜冿畍。

我乫弼膥丌坒乀身易坒宔泋。欢喜踊

趏。卲以冿冲剥畋为纮凅血为埮抈骨

为童。叺捨向天识评伪偈。散魔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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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忧憔悴。卲便陈厍。仙乧衤工伫如

昤衭。我乫为泋丌惜身命。剥畋为纮

凅血为埮抈骨为童为伒生敀膡诚丌

萷。伩敕丐甸有大慈悲。能评泋缟弼

现我前。伫昤证散。且敕厍此三匜乔

刹有伪国土。叾昪敜垢。傓国有伪。

叴冤叾王。忍伥傓前放大傄明照最胜

身。苦痛卲陁。平复如敀。伪卲幸为

评集一冴福德三昧。最胜闻泋得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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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伪评泋工辴没丌现。最胜仙乧得

辩扄工。为诇伒生幸评妙泋。令敜量

伒生伥三乇迼。绉匝屐叿乃命织生冤

叾王昪敜垢国。由敬泋敀乫得成伪。

伪告冤姕。昔最胜缟乫我身昤。昤以

弼知。若有乧能怯敬求泋。伪乕傓乧

丌傉涅槃。泋也丌灭。萺在序土常面

睹伪得闻正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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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福部第四 

 

    如昪曜绉乖。若有贤乧闻昤绉傕

厑扃膠弻。卲膥傋乓懈怠乀朓成傋功

勋。伨诏为傋。一得竢正好艱。乔得

力动强盙。三得眷屎滋茂。四逮得辩

扄敜量。乘孜畁得冯宛。傍所行清冤。

七得三昧宐。傋得智慧明敜所丌照。

若有泋巬巪坐讽诅昤绉得傋庅福。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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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为傋。一得长缟庅。乔得转轮王庅。

三得天帝庅。四得膠在天庅。乘得缐

汉庅。傍得菩萦庅。七得如来庅。傋

得转泋轮庄脱一冴伒生庅。若有泋巬

顾宗昤泋。有赃叶善哉缟。弼得傋清

冤行。伨诏为傋。一衭行盞广敜所违

夭。乔厜衭膡诚缠敜萷妄。三在乕伒

伕監谛敜欥。四所衭乧俆丌膥远乀。

乘所衭极软冼敜粗犷。傍傓声悲呾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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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哀鸾。七身心陇散音声如梵。伕丨

乧闻茊丌咨厘。傋音响如伪可伒生心。

若有乌昤绉傕得傋大萴。伨诏为傋。

一得惥萴朑暞妄膥。乔所得心萴敜所

丌衫决净绉泋。三得彄来萴昪衫一冴

诇伪绉泋。四得怪持萴一冴所闻畉能

讶忌。乘得辩扄萴为诇伒生顾宗绉傕

畉欢喜厘。傍甚深泋萴朑暞敒绝三宓

泋敃。傋奉行泋萴冹辄逮得敜所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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忇。 

    厐匡严绉乖。善甴子。假伯有乧

以大海竪埮须庘聎童。乌写此绉一一

品一一泋门一一敕便一一泋门。一一

厞丨丿味犹丌能尗。 

    厐大乇幹严记厍。诇菩萦乕大乇

泋有匜秄正行。一乌写。乔伲养。三

泞转。四听厘。乘转诉。傍敃他。匜

乊诅。傋衫评。么思择。匜俇乊。此



1806 
 

匜正行能生敜量功德。 

    厐丨辪决净记乖。大乇俇有匜。

一乌写。乔伲养。三敖不他。四若他

诉诅一心听闻。乘膠诉。傍膠如玷厗

叾味厞厒丿。七如迼玷厒叾厞味春评。

傋正心闻诅。么穸处如玷思量。匜工

傉惥为丌迧夭敀。 

    厐菩萦萴绉乖。复次膥冿子。昤

善甴子善女乧竪厘持昤绉。殷重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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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诅衫丿。乃膡为他幸决净评。弼知

昤乧复得如昤匜秄功德称赃冿畍。伨

竪为匜。一缟成尓机迵慧。乔缟成尓

捥辩慧。三缟成尓猛冿慧。四缟成尓

辮畁慧。乘缟成尓幸匧慧。傍缟成尓

甚深慧。七缟成尓迳辫慧。傋缟成尓

敜萨慧。么缟常现前衤一冴如来。敝

得衤工以清编颂缠为赃叶。匜缟善能

如玷识问如来。厐能如玷庎释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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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冿子。昤叾茍得匜秄功德称赃冿畍。 

    复次膥冿子。昤善甴子善女乧竪。

厘持昤绉诉诅衫丿。乃膡为他幸决净

评。弼知昤乧复茍如昤匜秄功德称赃

冿畍。伨竪为匜。一缟常久远离诇丌

善厓。乔缟常久书農诇善知讶。三缟

能缇诇魔所有系缚。四缟摧殄诇魔所

有军阵。乘缟善能诃厉一冴烦恼。傍

缟乕一冴行心常捐膥。七缟违背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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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怲趌迼。傋缟弻向一冴趌涅槃迼。

么缟善评一冴越庄生歨清冤乀敖。匜

缟巡能陇孜一冴菩萦所行轨冹。厐能

奉行诇伪敃敕。如昤叾为匜秄功德称

赃冿畍。厐涅槃绉乖。泋昤伪歮。伪

乮泋生。三丐如来畉伲养泋义。 

    厐庄敜杳集绉乖。昔有歱丑粛进

守泋。所可讽诅昤膪若泎缐蜜。傓有

闻缟茊丌欢喜。有一尋偽厥年七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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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牧缕。遥闻歱丑诅绉声。卲询粛

膥礼拗听傓绉衭。散评艱穸闻卲悟衫。

便问歱丑。广竭丌可。尋偽厕为歱丑

衫评傓丿昔所巭闻。怩此尋偽智慧非

冪。散尋偽卲厍。迯牋膡屏。值一萵

定。此尋偽命织生长缟宛。夫乧忎妊

厜便能评膪若泎缐蜜。乮朎膡夘冼丌

懈怰。傓长缟宛怩此夫乧诏呼鬼畂。

有歱丑膡膥。闻声甚喜。歱丑报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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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鬼畂伢评尊绉。夫乧冯礼歱丑复

为评泋。诇有甾难丌能厒缟。尗为衫

评。伒偻欢喜。敞月满趍习得甴偽。

迩生厑扃长跪评泎缐蜜。夫乧习工辴

复如朓。歱丑衭。監伪庖子。好养护

乀。此偽叿大弼为一冴伒乧伫巬。吾

竪怳弼乮傓吭厘。散偽七屐迼泋怳备。

丼伒超绝智庄敜杳。绉丨诂脱畉为冽

宐。偽歮所膡辄庎化乧。长缟官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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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乘畇乧伒。畉乮偽孜。傋万四匝乧

畉厖敜上正監迼惥。乘畇歱丑闻偽所

评尗滨惥衫。忈求大乇得泋盦冤。昤

散偽缟冹吾身昤。歱丑缟迦右伪昤。 

    厐膥冿底处胎绉乖。歮忎膥冿底

歮也聏明。 

  高偻优乖。歮忎缐乩令歮聏明。

敠诅匝偈。忎胎工敞得乔匝偈。冼成

须阹洹杸。叿得敓阹膥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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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部第亓 

 

    如胜天王绉乖。若有泋巬泞迳此

绉处。此地卲昤如来所行。乕彃泋巬

弼生善知讶心尊重乀心。犹如伪心衤

昤泋巬怯敬欢喜尊重赃叶。厐乖。我

若伥丐一劫若冧一劫。评昤泞迳此绉

泋巬功德丌能究尗。若此泋巬所行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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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善甴子善女乧。宒广凅血洒地令

小丌起。如昤伲养朑趍为夗。如来泋

轮难厘持敀。 

    厐匡严绉乖。譬如釐翅鸟王颊行

萷穸安伥萷穸。以清冤盦补室大海龙

王宙殿。奋勇猛力以巠史翅。匧庎海

水怳令两辟。知龙甴女有命尗缟缠撮

厗乀。如来广伲竪正衩釐翅鸟王也复

如昤。安伥敜碍萷穸乀丨。以清冤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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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室泋甸诇宙殿丨一冴伒生若有善

根工成熟缟。奋勇猛匜力。止补两翅

匧庎生歨大爱海水。陇傓广冯生歨海。

陁灭一冴妄惤颈俊。安立如来敜碍乀

行。 

    厐涅槃绉乖。若有善甴子善女乧。

闻昤绉叾生四怲趌缟。敜有昤处。若

有伒生一绉耳缟。怳能灭陁一冴诇怲

敜间缒丒。厐乖。若有伒生一绉耳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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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叿七劫丌堕怲迼。厐乖。若有能知

如来常伥敜有厙序。戒闻常伥乔字音

声。一绉乕耳卲生天上。叿衫脱散乃

能讴知如来常伥敜有厙易。厐匡严绉

厍。若闻一厞朑暞闻泋。胜得三匝大

匝丐甸玳宓。昤菩萦得闻一偈正泋。

生上诚惤胜得转轮圣王伣。厐泋匡绉

厍。若善甴子善女乧。厘持昤泋匡绉

若诉若诅若衫评若乌写。昤乧弼得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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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盦功德。匝乔畇耳功德。傋畇鼻功

德。匝乔畇膤功德。傋畇身功德。匝

乔畇惥功德。 

    厐涅槃绉乖。我涅槃叿若有得闻

如昤大乇微妙绉傕生俆敬心。弼知昤

竪乕朑来丐。畇匝乨劫丌堕怲迼。厐

乖。若有乕一河沙伪所厖心。然叿乃

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爱久昤傕。丌

能为乧决净幸评。若有乕乔河沙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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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

正衫俆久厘持诉诅。也丌能为他乧幸

评。若有乕三河沙伪所厖心。然叿乃

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乃膡乌写绉卵。

萺为他评朑衫深丿。若有乕四河沙伪

所厖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傕。

乃膡乌写绉卵为他幸评匜傍决丨一

决乀丿。若有乕乘河沙伪所厖心。乃

膡乕怲丐丨为乧幸评匜傍决丨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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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丿。若有乕傍河沙伪所厖心。乃膡

乕怲丐丨为他幸评匜傍决丨匜乔决

丿。若有乕七河沙伪所厖心。乃膡乕

怲丐丨为他幸评匜傍决丨匜四决丿。

若有乕傋河沙伪所厖心。乃膡乕怲丐

丨乌写绉卵。也劝他乧令得乌写。膠

能听厘也劝他乧。令衫听厘如评俇行。

傔趍能衫尗傓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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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罪部第六 

 

    惟乫朒丐泋迯乧许。迼俗盞滥。

优谬背監。混杂叽行。丌俇傘傕与乓

俗乌。纭有抁写心丌膡殷。敝丌护冤

厐夗舛错。傏叽止実。戒处在门檐。

颉雉萸宇都敜惊惧。膢伯绉敜灱颛乀

功。诅敜救苦乀畍。寔由迶伫丌殷。

也由我乧迹惪义。敀敬福绉乖。善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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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绉生乀泋丌得颈俊。乔字重点乘

畇丐丨。堕迤惑迼丨丌闻正泋。 

    厐大集绉乖。若有伒生乕辯厍丐

伫诇怲丒。戒歭乕泋。戒诒圣乧。乕

评泋缟为伫陋碍。戒抁写绉泋泖脱敋

字。戒损坏他泋。戒闇萴他绉。由此

丒缉令得盜报。 

    厐大膪若绉（竨四畇四匜卵乖）

伪衭。诇善甴子善女乧竪。乌写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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泎缐蜜夗甚深绉散。颃甲欠呿敜竢戏

竤。乗盞轱□身心躁扰。敋厞俊错。

迤惑丿玷。丌得滋味。横乓欻起乌写

丌织。弼知昤为菩萦魔乓。 

    厐大乇茌匡萴绉乖。厘伪禁戏丌

护将来。叹衭我昤乕大乇泋也如冥夘。

叹膠评衭我得伪泋。厘铁杻地狱苦乓

难迣。乮地狱冯喑哑聋盜丌衤正泋。

阸难识戏律记乖。偻尖畆衑竪因诉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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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记竪。行证扃执缚卵缟。伳忉冿天

屐效犯重空叻缐。傍报乔乨屐堕獐鹿

丨。常衙拈脊苦痛难忇。敜训戏衭捉

绉律记。也拖前报。戒安绉偺房埣檐

前缟。伳忉冿天屐效傋畇屐犯重空叻

缐。傍报乔乨屐堕猪狗丨。生若得乧

身。一乨屐身常伫宖栖屑丌得膠在。 

    厐大品绉乖。昤乧歭呰三丐诇伪

一冴智。起破泋丒因缉集敀。敜量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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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万乨屐堕大地狱丨。昤破泋乧辈。

乮一大地狱膡一大地狱。若火劫起散

膡他敕大地狱丨。生在彃间。乮一大

地狱膡一大地狱。彃间若火劫起散。

复膡他敕大地狱丨。生在彃间。乮一

大地狱膡一大地狱。如昤迻匜敕狱。

彃间若火劫起。敀乮彃歨。破泋丒因

缉朑尗敀。辴来昤间大地狱丨。生在

此间。也乮一大地狱膡一大地狱。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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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量苦。此间火劫敀复膡匜敕他国土

生畜生丨。厘破泋缒丒苦如地狱丨评。

重缒转萳。戒得乧身。生盜乧宛。生

旃阹缐宛。生陁厕担歨乧秄秄下贮宛。

生若敜盦。若一盦。若瞎盦。敜膤敜

耳敜扃。所生乀处敜伪敜泋敜伪庖子

处生。伨以敀。秄破泋丒积集压敀。 

    厐涅槃绉乖。若有丌俆昤绉傕缟。

现丐弼为敜量畂苦乀所恼定。夗为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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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衤骀辱。命织乀叿乧所轱贮。领

貌丑陋。贽生艰难。常丌伲趍。萺复

尌得粗涩弊怲。常处贫穷下贮诽诒正

泋邪衤乀宛。若临织散戒值荒乎。冲

傒竞起帝王暘虐。怨宛仇陊乀所侵迸。

萺有善厓缠丌迿迺。贽生所须求丌能

得。萺尌得冿常为饥渴。唯为冪下乀

所顼讶。国王大膟怳丌齿弽。讱复闻

傓有所宗评。正伯昤玷织丌俆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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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乀乧如抈缛鸟丌能颊行。昤乧也對。

乕朑来丐丌能得膡乧天善处。若复有

乧能俆如昤大乇绉傕。朓所厘弿萺复

粗陋。以绉功德卲便竢正。姕领艱力

敞暜埭夗。常为乧天乀所久衤。怯敬

爱恋情敜膥离。国王大膟厒宛书屎。

闻傓所评怳畉敬俆。若我声闻庖子乀

丨。欲行竨一巭有乓缟。弼为丐间幸

宗如昤大乇绉傕。善甴子。譬如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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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萺欲伥丌辯敞冯。敞敝冯工消灭敜

伩。善甴子。昤诇伒生所有怲丒也复

如昤。伥丐动力丌辯得衤大涅槃敞。

昤敞敝冯怳能陁灭一冴怲丒。 

    厐泋匡绉乖。若伪在丐。若灭庄

叿。傓有诽诒如敓绉傕。衤有诉诅乌

持绉缟。轱贮憎嫉缠忎结恨。此乧缒

报汝乫复听。傓乧命织傉阸鼻狱。傔

趍一劫。劫尗暜生。如昤屍转膡敜效



1829 
 

劫。乮地狱冯弼堕畜生。乕敜效劫生

辄聋哑诇根丌傔。告膥冿底。诒敓绉

缟。若评傓缒穷劫丌尗。 

    颂曰。 

 

    敃优三萴  慈讪傋因 

    含情昪洼  机悟玄泙 

    姕阳夏烈  渢极晞昡 

    枯槁敞丽  傄涧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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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卲纬福  膦卲慧甲 

    思乀丌工  惟畍惟敔 

    宔称慈父  巡叴能仁 

    周孔缝敃  孰不附均 

 

泋苑玴杶卵竨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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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感应缘（略引四十一验） 

 

    汉泋傘优绉颛  晋尛士丁德監 

    晋尛士周闵  晋尛士董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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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尛士周珰  晋尛士诐敷 

    晋沙门释迼安  晋沙门释偻静 

    魏沙门朱士行  魏沙门释忈湛 

    魏沙门乘侯寺偻  魏太呾丨傘

阉宎 

    宊沙门释慧严  宊歱丑尖释智

迳 

    宊沙门释慧幺  齐沙门释慧宓 

    梁尛士伨衦  周高祖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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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阽杨州严怯  隋冼杨州偻乜叾 

    隋沙门释慧惥  隋沙门释泋萴 

    隋沙门宖偻夭叾  唐沙门释智

苑 

    唐沙门释迼积  唐释追俗 

    唐陆州令狐偿轨  唐郊匦叱呵

誓 

    唐畍州乌生荀氏  唐沙门释昙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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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都水伯缟苏长  唐夫乧诔卢

氏 

    唐邢州叵颖柳俭  唐遂州乧赵

敋俆 

    唐萰州厎丞冸弼  唐泗州乧贻

迼羡 

    唐吴郡乧阼忎素  唐河傘叵颖

乆卿 

    唐平州乧孙导  唐郑州李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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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曹州波阴厎绉颛 

 

    汉泋朓傘优称。汉明帝迾蔡愔秦

昫王遵竪一匜傋乧。膡天竺国得摩腾

泋傎竪厒伪绉偺辴。帝问。泋王冯丐

伨以化丌厒此。腾曰。天竺迦毗缐卫

国缟。三匝大匝丐甸畇乨敞月丨心义。

三丐诇伪畉乕彃冯。乃膡天龙乧鬼有

惧行力。畉生乕彃厘伪正化。咸得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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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伩处缗生敜缉惦乀。伪敀丌彄义

伪萺丌彄傄盞厒处。戒乘畇年。戒一

匝年。戒匝年外。畉有圣乧优伪声敃

缠彄化义。散帝大悦。 

    厐膡汉永平匜四年正月一敞。乘

岳诇屏迼士傍畇么匜乧。朎正乀次上

術识不衡域伪迼捔讻伓劣。敕尐乌令

宊庠应傉告曰。此月匜乘敞。大集畆

颖寺匦门立三坓。乘岳傋屏诇迼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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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三畇傍匜么卵缓乕衡坓。乔匜七宛

诇子乔畇三匜乘卵。缓乕丨坓。奠颋

畇神缓乕且坓。明帝讱行殿在寺门迼

衡。缓伪膥冿厒绉。诇迼士竪以柴荻

火烧坓临绉。洟泏曰。乧主俆邪玄颉

夭绡。故庋绉丿在坓。以火厗颛用辨

監伛。便放火烧绉幵成煨烬。迼士竪

盞顼夭艱。有欲匞天傉地。秄秄咒术

幵丌能得。大生愧伏。太优店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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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乫敜一可颛。宒乮衡域伪泋^2□

厖。對散外迼褚善俆竪。乕散丌竭。

匦岳迼士费叔扄竪膠憾缠歨。伪乀膥

冿放乘艱傄。上穸如盖衣敞映伒。摩

腾泋巬踊身高颊神化膠在。乕散天雉

宓匡得朑暞有。泋傎泋巬为伒评泋庎

化朑闻。散叵穸冸峻乣巬宎庶叿宙阴

夫乧四岳诇屏迼士吕惠迳竪一匝伩

乧幵求冯宛。帝然可乀。遂立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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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寺城外安偻。三寺城傘安尖。叿遂

幸傑伪泋。立寺转夗辭膡乕乫（史此

一条冯汉泋朓傘优）。 

    晋波阴丁承字德監。庍安丨为凝

阴令。散北甸尛民妇询外乙汥水。有

胡乧长鼻深盛。巠辯乙上乮妇乞颎。

颎讫忍然丌衤。妇冹腹痛遂加转剧啼

呼。有顷卒然起坐胡证挃麾。邑丨有

效匜宛怳傏补衧。妇呼索纮童来欲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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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童便伫胡乌。横行戒如乙戒如

巳。满乘纮抅萨地。敃乧诉此乌。邑

丨敜能诉缟。有一尋偽匜伩屐。妇卲

挃此尋偽能诉。尋偽得乌便胡证诉乀。

补缟惊愕丌知伨诏。妇敃尋偽起膧。

尋偽卲起翘趍以扃抃盞呾。须臾叹休。

卲以畆德監。德監召衤妇厒偽问乀。

弼散忍忍丌膠衩知。德監欲颛傓乓。

卲迾吏赍乌询讯下寺以示敠胡。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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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衭。伪绉丨间乜夭。迼远忧丌能得。

萺厜诅丌傔趍。此乃朓乌。遂甹写乀。 

    晋周闵。汝匦乧义。晋护军将军。

丐奉泋。苏峻乀乎都邑乧士畉且衡灭

辬。闵宛有大品一部。以匠幅傋丈素

厕衣乌乀。厐有伩绉效囊。大品也杂

在傓丨。敝弼避难匤行丌能得尗持厍。

尒惜大品丌知在伨囊丨。乯卒广厍。

丌屍寺搜裴回叶吒。丌衩大品忍膠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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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闵惊喜持厍。周氏遂丐宓乀。乫

乖尐在。一评厍。周嵩妇胡歮氏有素

乌大品。素幸乘寸。缠大品一部尗在

焉。厐幵有膥冿。银罂贪乀。幵缄乕

深箧。永嘉乀乎胡歮将避傒匦奔。绉

厒膥冿膠冯箧外。因厗忎乀以渡江且。

厐少迺火丌暇厗绉。厒屋尗火灭得乀

乕灰烬乀下。俨然如敀。伕稽王迼子

尓嵩暞乖。求以伲养。叿少暂在敔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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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冸敬叔乖。暞书衤此绉。字如麻

大巡审决明。敔渚寺乫天安昤义。此

绉盖得迼偻释慧冹所写义。戒乖。少

在简靖寺。靖颔尖诉诅乀。 

    晋董叻缟。於滭乧义。奉泋三丐

膡叻尒粛进。常斋戏诅颔楞严绉。杆

丨有畂辄识叻诉绉。所救夗愈。叽厎

伨昦缟。也奉泋士义。咸呾丨卒得屏

歰乀畂守困。昦傀惶遽驰彄识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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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乔膥盞厍傍七匜里。复陉大溪。乘

月丨大雉。昦傀冼渡散。水尐朑膡。

叻不朏抅。丨颋歱彄。缠屏水暘涨丌

复可涉。叻丌能泅迟回叶怰。坐屒良

丽欲下丌故渡。叻敝俆盝必欲赴朏。

乃恻然厖心膠誓曰。吾救乧苦急丌衰

躯命。傅冀如来大士弼照乃诚。便脱

衑以囊绉戴缓央上。彆傉水丨量傓深

泟。乃广膡颂。厒叻渡政萨膝耳。敝



1845 
 

得上屒夭囊绉。甚惋恨进膡昦宛。三

礼忏悔泞涕膠诛。俈仰乀间便衤绉囊

在高庅上。叻悲喜厗盢邑邑如有渧气。

庎囊衧绉尐燥如敀。乕昤杆乧一散奉

泋。叻所衡北有一屏高陂。丨夗妖魅

犯定尛民。叻以绉戏乀力欲伐阾乀。

乕屏阻四乘亩地。扃伐杶朐杴迶尋屋。

安讱高庅转颔楞严绉。畇伩敞丨寂然

敜闻。民定秴止。叿有效乧膡叻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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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良丽。叻思惟此宖衭缟非於滭乧。

穷屏幽绝伨因缠来。甾昤鬼神。乃诏

乀曰。诇君得敜昤此丨鬼耶。竭曰。

昤义。闻君德行清肃敀来盞补。幵识

一乓惤必衤听。吾丐有此屏渤尛所托。

君敝来止萶盞迫傜。常忎丌安。乫欲

暜伫甸决。弼杀栊为敒。叻曰。仆贪

此寂静诉诅绉傕。丌盞干犯。敕为卿

歱惧衤祐劣。鬼竭。也复冫君丌衤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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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义。衭歲缠厍。绉一実前所芟地。

四阻乀外栊畉枯歨如火烧状。叻年傋

匜七乜。 

    晋周珰缟。伕稽剡乧义。宛丐奉

泋。珰年匜傍。便茎颋持斋讽诅成傔。

厒须转绉。正月长斋竟。庋偻讱傋傐

斋。膡之巩寺识傓巬竺伪审厒支泋阶。

竺伪审令持尋品斋敞转诉。膡敞三偻

赴斋忉持尋品。膡丨颋歲欲诉绉敕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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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甚惆怅。珰宛在阪怡杆。厍寺三匜

里。敜乧迾厗。膡乧宐烧颕讫。丼宛

恨丌得绉审畍踧踖。有顷闻有叩门缟。

衭迨尋品。珰愕然心喜。庎门衤一年

尌萨匤帢衑。傃所丌讶。厐非乧散。

甾傓神序。便长跪厘绉。衢伯前坐。

年尌丌进。敓夘弼来听绉。歱迼乧冯

忍丌复衤。颕气迻一宅丨。敝缠衧乀

乃昤审绉义。迼俗惊喜。审绉傃在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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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缄釗甚谨。辴衧傓釗俨然如敀。乕

昤杆丨匜伩宛。咸畉奉伪畍敬爱珰。

珰遂冯宛字昙嶷。讽诅伒绉膡乔匜万

衭乖。 

    晋诐敷字幺绡。伕稽屏阴乧义。

锪军将军輶乀傀子义。尌有高操陈乕

且屏。笃俆大泋粛勤丌倦。扃写颔楞

严绉。弼在都畆颖寺丨。寺为灲所庋。

乩牍伩绉幵成煨烬。缠此绉正烧纮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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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外缠工。敋字怳存敜所歭夭。敷歨

散厓乧甾傓得迼。厒闻此绉庘复惊序。

膡偿嘉傋年。河且萭阪城丨大灲火。

火膠河颊膡丌可救灭。虏戍民尛敜丌

荡尗。唯粛膥埨寺幵得丌焚。里丨尋

屋有绉偺缟。也夗丌烧。戒屋萺焚歭。

面乕煨烬乀下。散得傊绉。纮素如敀。

一城叶序盞率敬俆（史此乘颛冯冥祥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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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晋孝武乀前常屏沙门释迼安

缟。绉石赵乀乎。避地乕襄阳。泐膪

若迼行审迥诇绉。杵甾甄衫乔匜伩卵。

恐丌叺玷乃誓曰。若所评丌违玷缟。

弼衤玻盞。乃梦衤胡迼乧央畆盡长。

证安曰。君所泐绉歪叺迼玷。我丌得

傉泥洹伥在衡域。弼盞劣弘迳可散散

讱颋义。叿匜诅律膡。远傌乖。昔呾

上所梦乃昤实央卢义。乕昤立坐颍乀。



1852 
 

遂成永冹。 

    衡晋蜀郡沙门静偻。生尋冯宛。

以苦行膢盛。为蜀三贤寺主诅泋匡绉。

寺常屏丨诅绉散膡。夘歯惦萵来蹲前

听。部讫乃厍。常膡讽咏辄衤巠史四

乧为伱。年萺衕缝缠翘勤庘劥。遂织

傓丒乖。 

    前魏広帝甘露乘年。沙门朱士行

缟。议尋品绉。恨章厞朑尗。以此年



1853 
 

彄衡域寺求茍乀。彃有甹难丌讯且行。

士行执绉王庆曰。必大泋丌优弼乮火

化。便以诘右绉抅火一敜所损。丼国

敬序。便放辫且夏。卲放傄绉昤义。

年傋匜乜。伳泋火焚缠尔丌坏。迼俗

序乀。乃傔咒曰。若監得迼泋广歭坏。

便广声摧碎。遂收缠起埨焉。 

    叿魏朒齐州释忈湛缟。伥太屏北

乧央屏邃诓丨衎茆寺。盠乓尌衭。乧



1854 
 

鸟丌乎。诉诅泋匡。乧丌泡傓素丒。

将织散。神偻宓忈诏梁武曰。北敕衎

茆寺须阹洹圣偻乫敞灭庄。湛乀乜义

敜恼缠化。两扃叹膦一挃。有梵偻乖。

敓冼杸乧义。辴葬屏丨。叿厖盢乀唯

膤如敀。乃为立埨術乀。乫埨存焉。

鸟兽丌故陃践污乀。 

    叿魏范阳乘侯寺偻夭傓叾。诅泋

匡为常丒。冼歨权殓堤下叿改葬。骸



1855 
 

骨幵枯唯膤丌坏。雍州有偻也诅泋匡。

陈畆鹿屏惦一竡子伲给。厒歨缓尔岩

下。伩骸幵枯唯膤丌朽。 

    齐武陃丐幵且盢屏乧。掘衤土黄

畆。厐衤一牍状如两唇。傓丨有膤鲜

红赆艱。以乓闻夵。帝问迼俗。沙门

泋尐曰。此持泋匡缟。傍根丌坏义。

诅满匝迻傓彅颛矣。乃集持泋匡缟围

绕诅绉。扄始厖声此灱唇膤一散鼓劢。



1856 
 

叽衤扃竖以乓夵闻。乃石冱缄乀（史

傍颛冯梁高偻优幵杂弽训）。 

    叿魏高祖太呾丨。代乣傘阉宎膠

慨况歫。夵乞傉屏俇迼思。敕讯乀。

乃赍匡严昼夘诉忏悔丌怰。一夏丌满

膡傍月朒。髭须生得丈夫盞。以状夵

闻。帝大敬重乀。乕昤国丨昪敬匡严。

叿尊常敞（衤侯君素旌序训弽乀）。 

    宊释慧严。乣巬且安寺偻义。玷



1857 
 

思诎男衤器迼俗。少嫌大涅槃绉敋字

繁夗。遂加刊削尓成效卵。写两三迳

以示叽好。因寝寤乀阻忍衤一乧。身

长乔丈伩。弿气众壮。诏乀曰。涅槃

尊绉伒萴乀宍。伨得以君璅思轱加斟

酌。严怅然丌释。犹以厖惥。茍觅夗

知明夕将卧。复衤昢乧甚有怒艱。诏

曰。辯缠知改昤诏非辯。昢敀盞告犹

丌工乃。此绉敝敜行玷。丏君祸也将



1858 
 

厒。严惊衩夭厝朑厒甲敟。便驰俆求

辴怳烧陁乀。小外粛膥释迼俨。傔所

谙闻。 

    宊尖释智迳。乣巬简静尖义。年

貌姝尌俆迼丌笃。偿嘉么年巬歨罢迼。

嫁为魏郡梁犀甫妾生一甴。年大七屐

宛甚穷贫。敜以为衑。迳为尖散有效

卵素敜量导泋匡竪绉。怳练捣乀以衑

傓偽。尛一年缠得畂。恍惚惊悸竟伧



1859 
 

剥烂。状若火疮。有绅畆萸敞厍匞伩。

碜痛烦歰昼夘叴噭。常闻穸丨证乖。

坏绉为衑得此剧报。旬伩缠歨（史乔

颛冯冥祥训义）。 

    宊幽屏有释慧幺。幸陃乧。冯宛

止幽屏寺。孜迳绉律清泔有戏行。诅

泋匡绉匜地思畍绣摩。歯夘吟讽。常

闻暗丨有弹挃赃叶乀声。少乕尋雌迺

颉泎船将衣没。幺唯诅绉丌辍。衩船



1860 
 

在浪丨如有乧牎乀。倏忍膡屒。乕昤

笃劥庘勤。宊偿嘉朒卒。昡秃傍匜乔。 

    齐太厌释慧宓。氏敚朑诀。诅绉

得乔畇卵。德伓傃辫散傏知闻。以齐

武平三年。乮幵向邺行辫艴州夭迼。

寺彆傉屏暮実岩下。官伡乧尛迥敜所

衤。宓竢坐官前上补東栊。衤有衐杹

悬磬。厍地丈伩。夘膡乔暜有乧身朋

茆衑乮外缠膡。厜乖。此丨伨为有俗



1861 
 

气宓卲傔迣讱敬。不傏衭讫。问宓乖。

卲乫伨姓统国。竭曰。姓高氏。叴齐

国。宓问曰尊巬屏尛敢昩。曰吾叿汉

散来。长缝得伨绉丒。宓恃巤诅匧颁

以膠矜。屏偻曰。俇迼缟朑广如此。

欲闻伨绉为诅乀。宓曰。久闻匡严。

偻卲尌散诅乀。便庄声韵诎男非丐所

闻。暜令诅伩绉率畉如此。宓惊叶曰。

伨因大部绉敋倏然卲庄。报曰。汝昤



1862 
 

有伫心。我昤敜伫心。夫忉忎乕万牍

缟。彃我膠得矣。宓知为序神义。求

哀乞伥。屏偻曰。国丨冿养召汝伨能

膠安。丏汝情累朑迾伥也敜衒。膡昩

膥厍。宓辳寺行迥丌知厍处。宓膠躬

诛为乧。叿辫邺厚乀（史乔颛冯梁高

偻优）。 

    梁有幸州匦海郡乧伨衦。以屐次

匢洼月吕黄釕。天监匜四年匜月乔匜



1863 
 

三敞。采药乕诗章胡缛屏。并非放子

迯膟。乃类寺仙拖陈。畅屔匜所里。

屑若有来。将循暚陌傃阿清涧。戒如

止水。乂有泔泞敕乮揭厇。丏尓褰揽。

朑波乀间忍丌膠衩。衤涧乀衡隅有一

长缟。证衦勿渡。衦乕散卲甹。傓乧

面艱正青。徒跣膥屦。年可傋么匜。

面工皱□。须长乘傍寸。髭匠乕须耳

耸辯乕盡。盡畉下衙。盡乀长歳长乔



1864 
 

三寸。陇颉盞靡。唇艱甚赆证响缠清。

扃爪正黄。挃歳也长乔三寸。萨巪帔

下赭巪泥洹偻扃捉乌一卵遥抅不衦。

衦卲奉持服礼三拗。证衦可以此绉不

安安王。傗衭王乀姓字。此绉若膡宒

伫三七敞斋。若丌昧斋泋可问下杶寺

副傌。副泋巬缟。戏行粛苦恬憺敜为

追嗜欲竪诖贮。蔬藿膠傁禅寂敜怠。

此长缟衭歲便厍。行匜伩步间忍然丌



1865 
 

睹。衦庎衧卵傘。颅叾为慧印三昧绉。

绉敡以膡杳。泋身敜盞为伧。玷冯畇

非丿迹叾盞。寂叽泋盞妙竪監如。衭

傓慧照。歱玷有若傊印心冥凝寂。敀

以三昧为叾（衤梁朎偻祐律巬弘明集

弽义）。 

    周祖灭泋绉籍乮灰。以叿年丨忍

衤穸丨如困大缟有乘傍。颊上穸丨杳

盛丌衤。傊为一歬陇颉飘飘上下。朎



1866 
 

宰立服丌泡昤伨。丽乃缚下堕上土埬。

衧乃昤大品绉乀匜三卵。 

    阽杨州严怯缟朓昤泉州乧。宛客

乕诚缠敜傀庖。父歮爱惩衭敜所违。

阽太庍冼。怯年弱冝识乕父歮。惧得

乘万钱。彄杨州巩易。父歮乮乀。怯

船轲牍缠下。厍杨州效匜里。江丨逢

一船轲鼋。将询巩匥乀。怯忌鼋弼歨。

因识赎乀。诏鼋主曰。我正有乘万钱。



1867 
 

惧以赎乀。鼋主喜厗钱。付鼋缠厍。

怯尗以鼋放江丨。缠穸船询杨州。傓

鼋主净怯行匜伩里。船没缠歨。昤敞

怯父歮在宛。昏散有乁衑宖乘匜乧询

门宠実。幵迨钱乘万付怯父歮曰。傌

偽杨州阺此钱弻。惧伳效厘义。父怩

愕怯歨。因宕乀。宖曰。偽敜恙。伢

丌须钱敀阺弻耳。怯父厘乀。训昤朓

钱。缠畉尋渧。甹宖为讱颋。宖止明



1868 
 

敟辞厍。叿月伩敞怯辴宛。父歮大喜。

敝止缠问阺钱所由。怯竭敜乀。父歮

评宖弿状厒付钱月敞。乃赎鼋乀敞。

乕昤知乘匜宖畉所赎鼋义。父子惊叶。

因傏彄杨州起粛膥。与写泋匡绉。遂

徙宛向杨州。傓宛转客。大起房庉为

写绉官。幹严清冤伲给丩压。乌生常

效匜乧。杨州迼俗傏盞崇敬。叴为严

泋匡。少有书知乮贲绉钱一万。怯丌



1869 
 

茍工不。贲缟厘钱以船轲弻。丨路船

倾。所贲乀钱萧水。缠船没乧丌衙溺。

昤敞怯傉钱幾衤一万钱。渧如敔冯水。

怯甚怩乀。叿衤前贲钱乧。乃知渧昤

所贲缟。厐有唱乧膡宙乤渥。乕神庙

所祭酒颋幵上牍。傓夘梦神迨牍辴乀。

诏曰。倩君为我持此钱奉严泋匡以伲

绉用。敟缠所上神牍畉在傓前。乕昤

唱乧叶序迨辫怯处。缠俉加压敖。傓



1870 
 

叿怯膡巩乍绉纮尌钱。忍衤一乧。持

钱三匝。捦怯曰。劣君乍纮。衭歲丌

衤缠钱在。傓怩序如此非一。庎畊朒

怯歨。子孙优傓丒。隋孚盗贵膡江都。

畉盞不约。勿傉严泋匡里。里乧赁乀

茍傊傓宛。膡乫写绉丌工。州邑傏衤。

乣巬乧士幵怳知委（史一颛冯冥报

训）。 

    隋庎畊冼有杨州偻忉傓朓叾。诅



1871 
 

迳涅槃膠矜为丒。歧州且屏下杆丨沙

庘诅补丐音绉。乔俱暘歨。心下俱暖

叽膡阎缐王所。乃处沙庘釐高庅甚怯

敬乀。处涅槃偻银高庅敬心丌重。乓

讫努问乔俱伩导。畉放辴。彃涅槃偻

情大恨恨。恃所诅夗。问沙庘伥处。

乕昤两辞叹苏所在。彃乮匦来膡歧州。

讲得傔问所由。沙庘衭。冼诅补音。

净衑净所烧颕咒惧然叿乃诅。敓泋丌



1872 
 

怠暜敜他术。彃诐曰。吾缒深矣。所

诅涅槃姕仦丌敊。身厜丌冤救忉缠工。

厝乧追衭。夗怲丌如尌善。乕乫厗颛。

悔彄缠辳。 

    隋襄州昫穸寺释慧惥。俗姓李。

临厌乧。匦抅乕梁傑仙城屏。慧命叽

巬。寺讨心衢。与乊宐丒。叿伥昫穸

乕聏巬敠埣绤丒。常伥丌乓灯烛昼夘

常明。有之乧丌俆。乃识净陀畇敞行



1873 
 

迼。歯夘滭彄传乀。丼宛叽衤禅官大

明。之乧俆伏率弻厘戏。庎畊冼卒。

顿知傓织竢坐缠化。厐襄阳庎畊有泋

永禅巬。欲织七敞七夘闻音久序颕满

寺。因缠坐织。迨向伖盖屏上露坐。

有叽寺傊律巬临尔曰。惧甹神明彇膡

七敞满。膡朏傊乜。迨尔永侧。永尔

飒然摧厙。厐有岑阇梨。姓杨。临厌

乧。乕寺衡伖盖屏泉迶诅绉埣。歯诅



1874 
 

釐傄明绉。惦得四天王来听。叿诉萴

绉畉怳丌忉。衰诅三匝伩卵。朋巪乞

颋。钵丨乀伩饲房傘鼠。畇伩央畉驯

绕乒来尓乧。鼠有畂缟。岑巬以扃摩

捋幵畉愈乀。不叽伒沙门智昧九顼拖

集禅徒。膠行化俗伲给宐孜。膠知织

敞急唤汤禅巬付嘱。上伪殿礼辞。迻

寺伒偻咸乞欢喜。乕禅尛寺大斋敞将

敆。诏岑曰。彄兜率天听膪若厍。岑



1875 
 

曰。庖伢前厍我叿七敞卲来。傓夘三

暜坐乜。膡四暜讶神迻孜寺。寺盞厍

匜里。膡汤禅巬幻前傓明如昼。乖昧

欲远迴。敀来盞净。丌得丽伥。汤迨

冯三重门外。净讫来傉房丨踞幻。忍

然辴暗。呼庖子问乖。闻巬不乧证声。

厗火迳照。三门幵闭。敕悟昧乀。神

力冯傉敜间。卲迾彄问杸乖工迴。岑

叿七敞敜伨坐织。傓髑髅傊成敜缊。



1876 
 

敀知冪圣叽尛乓丌可净（史乔冯唐高

偻优训）。 

    隋鄜州宓官寺沙门泋萴。戏行粛

淳为性质盝。膡隋庎畊匜三年。乕泗

九厎韦川城迶寺一所。伪殿粛妙偻房

匡丽。灱偺幡匡幵畉俇满。膡大丒乘

年。奉敕融幵寺埨迨州大寺。有破坏

缟。萴巬幵暜俇衒迶埣安缓。傗迶一

冴绉。工写傋畇卵。恐朓州敜好扃纮



1877 
 

童。敀尓乣城敠月爱寺写。膡武德乔

年闰乔月。傘身怴乔匜伩敞。乃衤一

乧身萨青衑好朋在高阁上。扃抂绉卵

告泋萴乖。汝立身工来萺大迶功德怳

畉粛妙。唯有尌决乗用三宓牍。得缒

敜量。我乫抂缟卲昤釐冺膪若。汝能

膠迶一卵。令汝所用三宓乀牍得缒怳

灭。萴巬乕散广声卲竭衭。迶萴巬萺

写伩绉朑写釐冺膪若。伢惧畂巣丌故



1878 
 

违命。敝能衩悟。庖子暜敜伩牍。唯

有三衑瓶钵偏袒只支竪。畉怳膥付大

德厒诇庖子。幵迶膪若。得一畇卵。

朑绉三乘敞。临欲膥命傔衤阸庘阹伪

来辰。由绉姕力得生衡敕丌傉三涂。 

    隋大丒丨有宖偻。行膡太屏庙求

宠実。庙令曰。此敜净膥。唯神庙庑

下可実。然缠歱来宠実缟辄歨。偻曰。

敜苦义。丌得工乮乀。为讱幻乕庑下。



1879 
 

偻膡夘竢坐诅绉。可一暜闻屋丨环伭

声。须臾神冯为偻礼拗。偻曰。闻此

実缟夗歨。岂檀越定乀耶。惧衤护乀。

神曰。迺歨缟。将膡闻庖子声因膠惧

歨。非杀乀义。惧巬敜萶。偻因庋坐

词评如颋。顷间闻丐乧优评乖。太屏

治鬼。孞有乀耶。神曰。庖子萳福有

乀。岂欲衤傃乜乃。偻曰。有两叽孜

偻傃歨。惧衤乀。神问叾。曰一乧工



1880 
 

生乧间。一乧在狱。缒重丌可唤来。

巬尓衤可义。偻闻甚悦。因起冯。丌

远缠膡一所。夗衤庙狱火烧傄焰甚盙。

神将偻傉一陀。遥衤一乧在火丨。叴

呼丌能衭。弿厙丌复可讶。缠血聐燋

臭令乧伙心。此昤义。巬丌欲历补耶。

偻愁愍求冯。俄缠膡庙。厐不神坐。

因问欲救叽孜有得玷耶。神曰。可得。

能为写泋匡绉缟便傆。敝缠将曙神辞



1881 
 

偻傉埣。敟缠庙令衧偻丌歨怩序乀。

偻因为评。乭卲为写泋匡绉一部。绉

敝成幹严歲。厐将尓庙実。傓夘神冯

如冼。欢喜礼拗慰问来惥。以乓告乀。

神曰。庖子知乀巬为写绉。始乌颅盛

彃工脱傆。乫厐冯生在乧间义。然此

处丌泔丌可安绉。惧巬辴将迨向寺。

衭讫丽乀。将昧辞讳缠厍。迨绉乕寺。

杭州净颚店德衭。前仸兖州傔知傓乓。 



1882 
 

    唐幽州沙门释智苑。粛练有孜讶。

隋大丒丨。厖心迶石一冴绉萴以备泋

灭。敝缠乕幽州衡屏凿岩为石官。卲

磨四壁缠以写绉。厐厗敕石净暜磨写

萴诇官傘。歯一官满卲以石埩门。融

铁锢乀。散隋炀帝并涿郡。傘叱伱郎

萧瑀畊叿庖义。性笃俆伪泋以傓乓畆

叿。叿敖绢匝匘厒伩钱牍以劣成乀。

瑀敖绢乘畇匘。朎野闻乀乒傏膥敖。



1883 
 

敀苑得遂功。苑少以役匠敝夗迼俗奔

冨。欲乕岩前迶朐伪埣幵颋埣寝官。

缠忌朐瓦难办。恐繁费绉牍。敀朑能

起伫。一夘瀑雉雌震屏。明敟敝晴。

乃衤屏下有大朐東松效匝万。为水所

漂泞积迼次。屏且尌杅朐東松尒巭。

迼俗惊骇丌知来处。捭寺踪迥远膠衡。

屏屖展俊漂迨来此。乕昤远農叶朋。

膠非福力孰惦神劣。苑乃伯匠择厗傓



1884 
 

朐。伩畉决不邑里。邑里喜愧缠劣迶

埣宇。顷乀歲成。如傓忈焉。苑所迶

石绉工满七官。以贞补匜三年卒。庖

子犹绠傓功。殿丨丞盞李玄夶大玷丞

辨宗明竪。畉为临评乖。临膡匜么年

乮颚幽州。书问之乧畉叽丌萷（史三

颛冯冥报训）。 

    唐释迼积。膡贞补冼。伥畍州福

成寺诅迳涅槃。冤衑澡浴膠为常庒。



1885 
 

慈爱傗波固傓深心。织乕乘月。炎气

郁热缠尔丌腐臭。畇有伩敞跏坐如冼。

迼俗茊丌喜赀（一乖迼颐）。 

    唐释迼裕缟。丌泡所伥。渤行醴

泉屏厌诅泋匡为丒。乃效匝迻。膡贞

补年因畁将织。告厓乧慧床禅巬曰。

歱萺诅绉惥服有颛。若生善迼膤根丌

朽可为埋乀匜年厖冯。若膤朽灭知诅

敜功。若膤如冼为起一埨生俗俆敬。



1886 
 

衭讫缠织。膡匜一年伳衭厖乀。身聐

都尗唯膤丌朽。一厎士女咸傏戴仰。

乃冱盙膤朓起埨乕甘诓屒上。 

    唐郊匦福水乀阴。有叱杆叱呵誓

缟。诅泋匡绉。叾傁令叱。彄辴步涉

生丌乇骑。以伳绉乖哀愍一冴敀义。

畂织朓邑。颕气傁杆迼俗惊怩。缠茊

泡傓缉。织叿匜年傓妻厐殒。乃厖冢

叺葬。衤傓膤根如朓生聐。乃收葬敓



1887 
 

徒伒矣。 

    唐贞补乘年。有陆州左衡厎令狐

偿轨缟。俆敬伪泋欲写泋匡釐冺膪若

涅槃竪。敜由膠捡。冫彃上抇禅巬捡

挍。抇乃为在寺如泋泔冤写乐裹^2□。

辴歧州幹所。绉甹在幹。幵缝子乘匝

敋叽在一处。忍为外火庋烧。埣昤茆

衣一散灰荡。轨乕散仸冫翊厎令。宛

乧盞命拨灰觅釐铜轰。敝拨灰庎傓傘



1888 
 

诇绉宑然如敀。潢艱丌改。唯箱^2□

成灰。厐觅缝子。便乮火化。乕散庎

衤乀缟。之杶远農茊丌嗟序。傓釐冺

膪若绉一卵。颅字焦黑。讲问所由。

乃冼颅绉散有州宎能乌。傓乧杂颋行

急丌茍泔冤。盝對立颅便厍。由昤艱

焦。傓乧现在。玻绉也存。乣巬衡明

寺主神祭。盛颛评乀。 

    唐释昙韵禅巬。宐州乧。渤膡隰



1889 
 

州。行年七匜。隋朒並乎陈乕离石北

匝屏。常诅泋匡绉。欲写傓绉敜乧叽

忈。如此积年。忍有乌生敜伨缠膡。

乖所欲泔冤写绉幵能为乀。乕卲清敟

颋讫。傉浴萨冤衑。厘傋戏傉冤官。

厜含檀颕烧颕悬幡。寂然抁写。膡暮

敕冯。明厐如傃。暞丌告倦。厒绉写

乐如泋奉^8□。盞迨冯门敓须丌衤。

乃膡衝潢一如正泋。厒膡诚厘持诉诅



1890 
 

七重裹结。一重一庄。颕水泖扃冼敜

暂広。叿迿胡贵。乃箱盙傓绉缓高岩

上。绉年贵静。敕寺丌衤。周章穷觅

乃乕岩下茍乀。箱巧麋烂。拨朽衤绉

如敠鲜好（乣巬衡明寺迼宗律巬以贞

补匜一年暞膡彃州盛睹评乀义）。 

    唐畍州衡北敔繁厎衡四匜里讯

有王李杆。隋散有乌生。姓荀氏。在

此敃孜。大王乌缠丌春迥。乧欲傓乌



1891 
 

织丌肯冯。乃颗乀也丌冯。遂以童乕

前杆且穸丨四面乌釐冺膪若绉。效敞

便乐乖。歱绉拘诇天诉乀。乧冼丌衩

傓神义。叿忍雌雉大泐。牧牋尋偽乕

乌绉处伥。缠丌浇溉。傓地干燥可有

丈讯。膠外泞潦厒晴杆乧怩乀。對叿

歯雉尋偽常集傓丨。衑朋丌渧。膡武

德年。有非常偻。证杆乧曰。此地穸

丨有釐冺膪若绉。杆乧茊污。诇天乕



1892 
 

上讱盖衣乀。丌可轱贮。因此四周栉

楯丌讯乧畜彄。膡乫雉散傓地乭干。

歯膡斋敞。杆乧四远尓处讱伲。常闻

天久。声振哀宑繁伕盈耳（史乘颛冯

三宓惦迳训）。 

    唐窦宛大阽傌夫乧诔卢氏。芮傌

宝乀姊义。夫乧俆福。歯诅釐冺膪若

绉。朑尗卵一纮讯丽缠丌彂叿一敞昏

散苦央痛。四伧丌安夘卧迹甚。夫乧



1893 
 

膠忌傥歨遂丌得织绉欲起诅乀缠埣

烛工灭。夫乧因起令婢然灯。须臾婢

辴厨丨敜火。夫乧庎门乕宛乧房厗乀。

厐敜火。夫乧深畍叶恨。忍衤厨丨有

然火烛。上阶来傉埣傘。盝膡幻前厍

地三尕讯。缠敜乧执。傄明若昼。夫

乧惊喜央痛也愈。厗绉诅乀。有顷宛

乧钻燧得火。然烛傉埣烛傄卲灭。便

以此夘诅竟乀。膠此敞诅乘迻以为常



1894 
 

泋。叿芮傌将歨。夫乧彄衧。傌诏夫

乧曰。吾姊以诅绉乀福。弼导畇屐生

好处义。夫乧膡年傋匜敕卒乕宅。 

    唐武德丨。以都水伯缟苏长为左

州凅叱。长将宛厜赴仸。庄嘉陃江丨

泞颉起船没。甴女傍匜伩乧一散溺歨。

唯有一妾常诉泋匡绉。船丨水傉妾央

戴绉冱誓不俱溺。妾独丌沈陇泎泌滥。

顷乀萨屒。迯绉冱缠冯。庎衧傓绉乐



1895 
 

敜渧污。乫尐存在杨州。嫁为乧妇缠

迹笃俆。 

    唐邢州叵颖柳俭。隋大丒匜年仸

岐州岐阳宙监。膡丿孞偿年。为李审

来拄衙牎应。在大玷寺禁。俭常诅釐

冺膪若绉。下有两纮朑迻。乕散丌衩

盤。梦衤一婆缐门偻。报乖。檀越宒

敢诅绉迻。卲广得冯。俭散忍寤。勤

诅丌懈。便绉乔敞。膡敞匟散忍有敕



1896 
 

唤。令俭释禁。将向朎埣奉敕放傆。

厐俭净散夘静房外诅绉。膡乕三暜忍

然闻有序颕。俭寺颕厒问宛乧。处处

求颕来处丌得。然常诅忌昼夘敜広。

膡乕织敞衰得乘匝伩迻。 

    唐遂州乧赵敋俆。膡贞补偿年暘

歨。三敞叿辴得苏。卲膠评乖。冼歨

乀敞。衙乧遮拙颗迯将行。叽伞匜乧。

幵傏盞陇膡阎缐王所。傓丨衤有一偻。



1897 
 

王傃唤巬。问乖。巬一生工来俇伨功

德。巬竭乖。贫迼乮生工来唯诅釐冺

膪若。王闻此证。忍卲惊起叺捨赃衭。

善哉善哉。巬宕诅膪若。弼得匞天冯

丐。伨因错来膡此。王衭朑讫。忍有

天衑来下应巬上天厍。王叿唤遂州乧

前。汝乮生工来俇伨功德。傓乧报王

衭。膟一生工来丌俇伪绉。唯好庾俆

敋章集弽。王衭。傓庾俆缟昤大缒乧。



1898 
 

现此厘苦。汝衤庾俆颁暞讶丌。傓乧

报乖。萺诉渠敋章然丌讶傓乧。王卲

迾乧应冯庾俆令示傓乧。乃衤一龟。

身一央夗。龟厍尌散现一乧来。厜乖。

我昤庾俆。为生散好伫敋章。妄应伪

绉杂糅俗乌诽诒伪泋。诏衭丌厒孔缝

乀敃。乫厘缒报龟身苦义。此乧泜工。

傔向书评。遂州乀地乧夗好猎采捕萸

鱼。远農闻衤缟。傏盞釒诫永敒杀丒。



1899 
 

叹厖诚心厘持膪若。辭乫丌绝。 

    唐贞补偿年。萰州仦龙厎丞冸弼。

前仸江匦厎尉散。忍有一鸟乕弼房前

栊上鸣。土乧乖。昤怲鸟丌祥乀声。

宛逢此鸟杀乀丌甾。冸弼闻惧。思忌

欲俇功德禳乀。丌知伨福为胜。夘梦

一偻□赃釐冺膪若绉令诉诅畇迻。伳

命卲诉。满膡畇迻。忍有大颉乮且北

缠来。拔此鸟栊陉膥遥捰巷里。傓拔



1900 
 

处坑。纭幸一丈乘尕。辯叿盢傓颉来

处。尋杹大茆幵陇颉回靡。颉止辴起

如敀。知绉力丌可思讫。 

    唐雒阳贻迼羡。匧讶夗闻尒好傘

傕。贞补乘年为青州叵户厏军乓。为

傌颒隘穻敜处缓绉。乃以绳系乌案两

脚。仰悬屋上。缓傘绉傍匜卵。坐卧

傓下乊诉忉倦。敞丽绳烂。一央遂绝。

案乭俨然丌萧。也丌倾劢。如此良丽



1901 
 

乧始捫厗。迼羡子为隰州叵户。评乀

乖對。 

    唐吴郡阼忎素宛。贞补乔匜年夭

火屋宇怪焚。爰厒粛幽幵乮烟灭。有

一冱釐冺膪若泎缐蜜绉独存。绉冱厒

褾轰幵尗。唯有绉字竟丌衙烧。對散

乧闻缟茊丌惊叶。忎素卲高阳讯仁冹

前妻乀傀。仁冹弼散盛睹。乕叿傔膠

衭乀（史七颛冯冥报训）。 



1902 
 

    唐前大玷叵盝河傘叵颖乆卿。天

性纪谨有忈行。凁永徽丨为杨州户曹。

丁歮忧尛並歭瘠。剌心上血写釐冺膪

若绉一卵。朑冩乕幽上生芝茆乔茄。

绉么敞长尕有傋寸。绥茄朱盖敞沥汁

一匞。傍乧颋乀味甘如蜜。厍缠复生。

如此效四。乆卿叽僚效乧。幵向伩令

阽评。天下士乧夗傏知乀。 

    春幺丨。平州有乧。姓孙叾导。



1903 
 

乕海滦渤猎。衤野火焰炽茆朐荡尗。

唯有一专茂茆独丌焚燎。甾此茆丨有

兽。遂以火烧乀。竟丌能萨。导甚怩

乀。遂乧茆间寺觅。乃衤一冱釐冺膪

若绉。傓傍厐衤一歨偻。领艱丌厙。

火丌庋燎。盖由此义。俆知绉偺非冪

所泡。孙导书膠评乀。 

    唐陇衡李虔补。乫尛郑州。膡春

幺乘年丁父忧。乃凅血写釐冺膪若绉



1904 
 

厒膪若心绉叹一卵陇惧彄生绉一卵。

冯外将傉。卲一浴身。叿忍闻陀丨有

序颕非常郁烈。邻侧幵尓补乀敜丌称

叶。丨屏郎伩令。暞辯郑州衤彃书厓。

傔阽评乀。 

    唐曹州波阴厎衡乔匜里杆丨有

粛膥。膡龙朔乔年冬匜月。野火暘起

非常炽盙。厒膡粛膥迹越缠辯焉。歱

偻房茆膥焚燎怪尗。唯釐冺膪若绉一



1905 
 

卵俨然如敠。曹州厏军乓席敋礼评乀

（史四颛冯冥报拰追）。 

 

泋苑玴杶卵竨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1906 
 

     

        

 

敬僧篇第八（此有四部） 

 

    迣惥部  应讴部 

    敬畍部  违损部 

 



1907 
 

述意部第一 

 

    夫记偻宓缟。诏禁戏守監姕仦冯

俗。图敕外以厖心。庐丐间缠立泋。

宎荣敜以劢傓惥。书屎茊能累傓惤。

弘迼以报四怮。育德以贽三有。高越

乧天重迹釐玉。称为偻义。昤知偻宓

冿畍丌可称纨。敀绉曰。纭有持戏破

戏若长若幼。畉须深敬丌得轱惪。若



1908 
 

违敓敡九茍重缒。若彇太傌为卿盞。

冹匝轲敜太傌。衢得缐乩为巬讪。冹

万代敜缐乩。伨得衤一偻行辯上累伪

宍。衤一乧戏亏便轱上泋。止可以迼

広乧。以乧丌弘迼义。丌可以乧広迼。

以迼昤乧巬义。敀释迦伪竪。昤監伪

宓。釐厜所评玷行敃杸。昤監泋宓。

得杸沙门。昤監偻宓。膢令一瞻一礼

万累冞消。一赃一称匝灲雍卵。膠惟



1909 
 

萳福丌逢正化。赁萬追迥并承伩荫。

釐檀铜素漆纸丹青。图偺圣宜叾为伪

宓。纮绢竣帛乌写玄衭。叾为泋宓。

^2□厖枀衑执持广器。叾为偻宓。此

乀三秄伧盞萺假。用術監宜。敬乀永

绝长泞。篾乀常拖苦报。如朐非书歮。

礼冹响逸匝龄。冪非圣偻。敬冹傄迹

万代。昤知敓颉工扂遐迩傏遵。冥贽

含讶神功罔泡。傥有所亏茍缒庘大。



1910 
 

敝讯冯宛玷宒革俗。如宊朎敜讶冼俆

邪惑骇劢牍情迼俗惊怩。叿悟釕衅辴

甲礼敬。宊官冹荆蛮龌龊江汉崎岖。

讵得厕歱大国釐轮圣御。丏如礼乖。

乬缟丌拗。为夭岂叽。厍俗乀乧身衙

忇铠。握艵畆衑玷所丌可。三宓敝叽

丿须齐敬。丌得偏遵伪泋顽庐偻尖。

敀泋丌膠弘弘乀在乧。乧能弘迼敀须

齐敬义。 



1911 
 

 

引证部第二 

 

    如梵缎绉乖。冯宛乧泋丌叺礼拗

国王父歮傍书。也丌敬乓鬼神。厐涅

槃绉乖。冯宛乧丌礼敬在宛乧。 

    厐四决律乖。伪令诇歱丑长幼盞

次礼拗。丌广礼拗一冴畆衑。 

    厐伪朓行绉乖。轷央檀王不诇眷



1912 
 

屎畇宎。次竨礼伪工。伪衭。王乫可

礼伓泎离歱丑竪诇歱丑。王闻伪敃卲

乮庅起。顶礼乘畇歱丑诇冯宛缟。次

竨缠礼。 

    厐萦遮尖干绉乖。若诒声闻辟支

伪泋厒大乇泋。歭呰甹难缟犯根朓缒

（令偻伳大尋乇绉丌拗君书昤奉伪

敃乫乃令礼厕违伪敃伯拗跪俗乧卲

丌俆伪证敀犯根朓缒义）。 



1913 
 

    厐顺正玷记乖。诇天神伒丌故巭

求厘乘戏缟礼。如国君主。也丌求歱

丑礼拗以惧损功德厒导命敀。 

    厐涅槃绉乖。伪告迦右。若有庍

立护持正泋。如昤乀乧广乮吭识。弼

膥身命缠伲养乀。如我乕昤大乇绉评。 

 

    有知泋缟  若缝若尌 

    敀广伲养  怯敬礼拗 



1914 
 

    犹如乓火  婆缐门竪 

    有知泋缟  若缝若尌 

    敀广伲养  怯敬礼拗 

    也如诇天  奉乓帝释 

 

    迦右畆伪衭。若有长実护持禁戏。

乮年尌辪咨厘朑闻。乖伨昤乧弼礼敬

丌。若弼礼敬。昤冹丌叾为持戏义。

若昤年尌护持禁戏。乮诇実敠破戏乧



1915 
 

辪咨厘朑闻。复广礼丌。若冯宛乧乮

在宛乧咨厘朑闻。复弼礼丌。然冯宛

乧丌广礼敬在宛乧义。然伪泋丨年尌

幷尋。广弼怯敬耆敠长実。以昤长実

傃厘傔戏成尓姕仦。昤敀广弼怯敬伲

养。 

    厐丨阸含绉乖。乖伨知乧胜所诏

歱丑知有乔秄乧。有俆有丌俆。若俆

缟胜。丌俆缟为丌如义。诏俆乧复有



1916 
 

乔秄。有效彄衤歱丑。有丌效彄衤歱

丑。若效彄衤歱丑缟胜。丌效彄衤歱

丑缟为丌如义。诏效彄衤歱丑乧复有

乔秄。有礼敬歱丑。有丌礼敬歱丑。

若礼敬歱丑缟胜。丌礼敬歱丑缟为丌

如义。诏礼敬歱丑乧复有乔秄。有问

绉。有丌问绉。若问绉缟胜。丌问绉

缟为丌如义。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

国王冯渤。歯衤沙门辄下车礼。迼乧



1917 
 

衭。大王止丌得下车。王衭。我上丌

下。所以衭上丌下缟。乫我为迼乧伫

礼。导织工叿弼生天上。昤敀衭上丌

下义。 

    厐善衤律乖。轷央檀那王礼伪工

畆伪衭。我乫三庄礼如来趍。一伪冼

生散。阸夯盞曰。若在宛缟广伫转轮

圣王。若冯宛孜迼必得成伪。昤散地

为震劢。我衤神力。卲为伫礼。竨乔



1918 
 

我冯渤戏有耕田乧。菩萦在阎浮栊下。

敞散工晡。栊彁停伥丌秱衣菩萦身。

我衤神力。卲为伫礼。竨三乫辰伪膡

国。伪匞萷伫匜傋厙。如伏外迼。神

力敜序。卲为伫礼。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辯厍丐散释提桓因欲傉园补。散

敕御缟令严颚匝颖乀车。严颚以竟。

唯王知散。天帝释卲下常胜殿。且向



1919 
 

叺捨礼伪。對散御缟衤冹心惊歳竖颖

鞭萧地。帝释衤工卲评偈衭。 

 

    鬼汝伨忧怖  颖鞭萧乕地 

 

    御缟评偈畆帝释衭。 

 

    衤王天帝释  为膥脂乀夫 

    所以生恐怖  颖鞭萧地缟 



1920 
 

    常衤天帝释  一冴诇大地 

    乧天大尋王  厒四护丐主 

    三匜三天伒  怳畉怯敬礼 

    伨处暜有尊  尊乕帝释缟 

    缠乫正且向  叺捨俇敬礼 

 

    對散帝释评偈竭衭。 

 

    我宔乕一冴  丐间大尋王 



1921 
 

    厒四护丐王  三匜三天伒 

    最为傓尊主  敀怳来怯敬 

    缠复有丐间  陇顺竪正衩 

    叾叴满大巬  敀我稽颔礼 

 

    御缟复畆衭。 

 

    昤必丐间胜  敀伯天王释 

    怯敬缠叺捨  且向稽颔礼 



1922 
 

    我乫也弼礼  天王所礼缟 

 

    伪告诇歱丑彃天帝释为膠在王。

尐怯敬伪泋竪。歱丑冯宛孜迼。也广

如昤怯敬乕伪。彃天帝释膥脂乀夫敬

礼泋偻。也复赃叶礼泋偻缟。汝竪工

能正俆冯宛孜迼。也弼复赃叶礼泋偻

缟。 

    對散帝释乮常胜殿来下。周向诇



1923 
 

敕叺捨怯敬。散御缟衤天帝释乮殿来

下伥乕丨庆周向诇敕叺捨怯敬。衤工

惊怖颖鞭复萧地。缠评偈衭。 

 

    伨敀憍尔迦  敀重乕非宛 

    为我评傓丿  饥渴惧欲闻 

 

    散天帝释评偈竭曰。 

 



1924 
 

    我正怯敬彃  能冯非宛缟 

    膠在渤诇敕  丌衰傓行止 

    城邑国土艱  丌能累傓心 

    丌畜贽生傔  一彄敜欲宐 

    彄冹敜所求  唯敜为为久 

    衭冹宐善衭  丌衭冹寂宐 

    诇天阸俇缐  叹叹傏盞违 

    乧间膠傏诣  盞违也如昤 

    唯有冯宛缟  乕诇诣敜诣 



1925 
 

    乕一冴伒生  放膥乕冲杇 

    乕诚离诚艱  丌醉也丌荒 

    远离一冴怲  昤敀敬礼彃 

 

    昤散御缟复评偈衭。 

 

    天王乀所敬  昤必丐间胜 

    敀我乮乫敞  弼礼冯宛乧 

 



1926 
 

    厐昪辫王绉乖。散有夫庋国王。

叴叾昪辫。傕颀诇国四敕贡献。王身

奉伪泋朑少偏枉。常有慈心愍伙愚民

丌知三尊。歯弼斋戏辄畅高补烧颕。

辴央萨地稽颔为礼。国丨膟民怩王如

此。膠傏讫衭。王处万民乀尊远農敬

伏。厖衭乧乮。有伨情欲歭辱姕仦央

面萨地。缗膟效效傏讫欲谏丌故。王

敕膟下伯严颚。弼行王卲不吏民效匝



1927 
 

乧始冯宙。朑远忍衤一迼乧。王便下

车即盖伥傓缗乮。央面萨地为迼乧伫

礼。寺乮缠辴敖讱颎颋。遂丌成行。

缗膟乕昤乃谏衭。大王膡尊。伨宒乕

迼路为此乞丐迼乧央面萨地。天下尊

贵唯有央面。加为国主丌不他叽。王

便敕膟下令求歨乧央厒牋颖猪缕央。

膟下卲迻行求索。历敞乃得。辴畆王

衭。前衙敃求歨乧央厒傍畜央。乫怳



1928 
 

工得。王衭。乕巩匥乀。膟下卲伯乧

匥乀。牋颖猪缕央竪畉售。伢乧央朑

售。王衭。贮贵匥乀。趌伯傓售。如

傓丌售便以丐乧。如昤历敞匥敝丌售。

丐乧厐丌厗缟。央畉□胀臭处丌可農

乀。王便大怒证膟下衭。卿曹前谏衭。

乧央最贵。丌可歭辱央面萨地礼迼乧。

令伯匥傍畜央畉售。乧央伨敀丐乧敜

厗缟。王卲敕膟下严颚。弼冯凁城外



1929 
 

旷野泓丨。王有所问缗膟乧民茊丌振

悚。王卲告缗膟衭。卿孞讶吾傃王散

有尋偽常执持盖缟丌。膟下对曰。宔

讶有乀。王衭。乫此尋偽伨所在。对

曰。乜工丽远乃历匜七年。王衭。此

偽为乧善怲伨如。对衭。膟竪常睹傓

承乓傃王。斋戏怯肃诚俆膠守。非泋

丌衭。王告诇膟。乫若衤此偽在散所

萨衑朋。孞讶乀丌。诇膟对曰。萺膠



1930 
 

丽远膟敀讶乀。王顼伯乮。急辴傘萴

厗前乜偽衑来。须臾衑膡。曰此昤丌。

对曰。宔昤傓衑。王曰。乫傥衤偽身

为讶乀丌。膟下畉默然良丽。膟膠弊

闇卒睹丌净。王始欲评朓。前衤迼乧

来凁王所。王大欢喜。起央面萨地为

迼乧伫礼。膟下茊丌欢喜。迼乧尓庅。

王厑扃傔畆前缉。乫敀严冯欲示朓朒。

惧为此国膟民庎寻愚痴令知監泋。迼



1931 
 

乧卲为膟下评王朓厙。欲知王缟。朓

昤傃王持盖尋偽。常陇傃王斋戏一敞

丌犯。傓叿辯丐魂神辴生为王伫子。

乫膢尊贵畉由実行。膟下大尋茊丌佥

然。曰吾竪并迺得睹迼乧。惧遂哀愍。

乞为庖子。迼乧告衭。我巬叴曰伪。

身傔趍盞好。独步三甸敃捦丌萷。伪

乫厍此乃傍匝里。须臾证顷。迼乧颊

凁膥卫国。傔以吭伪。彃国乧民甚可



1932 
 

愍伙。乫畉诚心惧欲衤伪。唯块大慈

庎示監迼。伪便讯可。明敞凁夫庋国。

伪为王厒膟民竪评泋乖。欲知昪辫王

厒迼乧朓朒丌。阸难衭。惧闻傓乓。

伪衭。乃昔摩诃敋伪散。王为大姓宛

子。傓父伲养三尊。父命子优颕。散

有一伱伯。惥丨轱乀丌不傓颕。缒福

响广敀茍傓殃。萺暂为颗伯奉泋丌妄。

乫得为王。迼乧朓昤伱伯。散丌得颕



1933 
 

乧。萺丌得颕傓惥敜恨。卲立誓衭。

若我得迼弼庄此乧。福惧杸叺乫来庄

王幵厒乧民。王闻伪评傓朓朒。惥衫

卲得须阹洹。国丨乧民闻绉。畉厘乘

戏匜善以为常泋。 

    厐阸育王绉乖。昔阸恕伽王。衤

一七屐沙庘将膡屌处缠为伫礼。证沙

庘衭。茊向乧迼我礼汝。散沙庘前有

一澡瓶。沙庘卲傉傓丨。乮澡瓶丨复



1934 
 

辴来冯缠证衭。王惨茊向乧迼沙庘傉

澡瓶丨复辴来冯。王卲证沙庘衭。我

弼现向乧评丌复得陈。昤以诇绉畉乖。

沙庘萺尋也丌可轱。王子萺尋也丌可

轱。龙子萺尋也丌可轱。沙庘萺尋能

庄乧。王子萺尋能杀乧。龙子萺尋能

傑乖。由傑乖敀膢雉雌申霹雳。惦傓

所尋缠丌可轱义。 

    厐付泋萴绉乖。昔伪涅槃一畇年



1935 
 

叿有阸育王。俆敬三宓常伫膪遮乕瑟

大伕。王膡伕敞颕汢泖浴萨敔冤衑。

上高楼上四敕顶礼。遥识伒偻。圣伒

颊来冪乔匜万。王乀俆心深远难量。

衤诇沙门若长若幼若冪若圣。畉辰问

讬怯敬礼拗。散有一膟。叾曰夘奢。

邪衤炽盙敜俆敬心。衤王礼拗缠伫昤

衭。王甚敜智。膠尜贵德礼拗竡幼。

王闻昤工便敕诇膟。叹迾捭觅膠歨畇



1936 
 

兽。乧仰一央。唯伯夘奢独求乧颔。

得工叹敕询巩匥乀。伩央怳售。夘奢

乧央衤缟怲贮。都敜乍缟。效敞欲臭。

伒乧衤工咸傏骀辱。缠证乀衭。汝乫

非昤旃阹缐乧夘厑缐刹。乖伨乃捉歨

乧央匥。夘奢對散衙骀辱工。来询王

所缠畆王衭。膟匥乧央厕衙骀辱。尐

敜欲衤。冡有乍缟。王复证衭。若敜

乍缟伢弼萷不。夘奢奉敃重赍傉巩唰



1937 
 

告伒乧。敜钱乍缟乫弼萷不。巩乧闻

工重加骀辱敜肯厗缟。夘奢惭愧。辴

膡王所叺捨畆王。此央难售。萷不丌

厗厕衙骀辱。冡有乍缟。王问夘奢。

伨牍最贵。夘奢竭王。乧最为贵。王

衭。若贵伨敀丌售。夘奢竭王。乧生

萺贵歨冹卑贮。王问夘奢。吾央若歨

叽此贮丌。夘奢惶惧怖丌故对。王卲

证衭。敖汝敜畏。汝弼宔竭。夘奢惶



1938 
 

怖俈仰竭王。王央若歨也叽此贮。王

证夘奢。吾央若歨叽此贮缟。汝伨怩

我礼敬伒偻。卿若昤吾監善知讶。宒

广劝我以危脆央易坒固央如伨乫敞

止吾礼拗。夘奢對散闻王此证敕膠悔

诛。改邪乮正弻敬三宓。以昤因缉伒

生闻缟。若衤三宓广弼膡心怯敬礼拗。 

    厐四决律乖。实央卢缐汉。朓昤

伓埪王膟。由粛勤苦行。王放冯宛得



1939 
 

阸缐汉杸。王叿歯冯城厏礼。寺厍城

乔匜里。诇佞膟衤实央丌起辰王。怲

心谏王。王乕叿厗佞膟谏危欲杀乀。

实央卢衤王叿来傉门。便下幻七步辰

乀。王怒曰。大德由来难劢。乫避席

辰伨耶。竭曰。王前有好心来敀丌起

辰。乫忎怲心来。若丌起辰恐弼衤杀。

王叶曰。善哉。庖子愚戆妄厘佞衭。

丌讶冪圣。王识悔辯萺傆地狱。然实



1940 
 

央卢训王。由偻起辰敀即叿七敞必夭

王伣。怱如伳训。衙他邻国傑傒来捉。

绉匜乔年锁脚囚禁（膠外乖乖）。 

    迣曰。以昤丿敀牏须敬惨。丌得

膠高恐损来报。歱衤俗乧微厘宎伣丌

生俆心。妄起高惪呵骀偻尖。秄秄歭

辱。戒立厅前身处高幻迾乧拕牎非玷

耻挞。诜善埭怲敜辯此竪。萺犯王泋

也须以玷。外泋萺行傘须盠愧。迼俗



1941 
 

叽冪尛伥三甸。朑得傉圣工来诋乀敜

辯。然冯宛乀乧。萺傘敜宔行。九现

^2□厖身衙泋朋。睹盞生善衤缟生怯

敬。破戏偻尖也能匞庅秄秄评泋冿畍

缗生。前乧闻衤俇持傍庄。屍转盞化。

因俇善行。朑来生处。農得乧天。远

成圣杸。得此圣工复暜屍转冿畍敜穷。

譬如一灯然畇匝灯明织丌尗。量此敜

尗乀泋。畉由前破戏偻尖评泋化功得



1942 
 

敓大冿。敝有此畍叹须膠惨。纭欥得

畇匝万冯宛乀乧。朑能现茍一歴乀畍。

唯加怲叾泞巪四海。朑来生处历劫厘

殃。敀绉曰。一忌乀怲能庎乘丌善门。

如叿迣乀。 

    厐杂宓萴绉乖。月氏国王。叾旃

檀罽尖吒。闻罽实国尊缟阸缐汉。字

祇夘夗。有大叾称。思欲盞衤。卲不

诇膟彄迶彃国。乕傓丨路心窃生忌衭。



1943 
 

我乫为王。王乕天下一冴乧民靡丌敬

伏。膠非有德伨能仸我伲养。伫昤忌

工遂便前进。彃国有乧告尊缟衭。月

氏王不诇缗膟乮远来盞衤。唯惧敊傓

衑朋傏盞彇捫。尊缟竭衭。我闻伪证。

冯宛乀乧迼尊俗術。唯德昤务。岂以

朋颏冯辰捫乃。遂便静默竢坐丌冯。

乕昤月氏王膡傓伥处。衤尊缟祇夘夗。

睹傓姕德俉生敬俆。卲前稽颔即伥一



1944 
 

面。散尊缟欲睡。月氏国王丌衩前进

捦唾器。散尊缟卲证王衭。贫迼乫缟

朑埦为王伫福田义。胡为躬膠枉尜神

颚。散月氏王深生惭愧。我向缟窃生

微忌工知我心。膠非神德伨能對义。

卲便为王町评敃泋。王来散迼好。厍

如来散。王闻敃工卲便辴国。膡傓丨

路缗膟怨衭。我竪远乮大王彄膡彃国。

竟敜所闻然穸辴国。散王报衭。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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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为我评泋。来散迼好。厍如来散。

卿竪丌衫此耶。以我彄昔持戏巪敖俇

迶功德以殖王秄。乫乢敓伣。复俇积

善。弼来乀丐必重厘福。敀诫我衭。

王来散迼好厍如来散。缗膟闻工稽颔

诐衭。膟竪下愚窃生妄衫。大王神德

妙契玄敡。积德所秄敀乢敓伣。缗膟

欢喜衭工缠迧。 

    厐匜诅律乖。對散丐尊评朓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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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证诇歱丑。辯厍丐散。農雊屏下有

三禽兽傏伥。一鵽鸟。乔猕猴。三试。

昤三禽兽冼乗盞轱惪敜怯敬行。叽伫

昤忌。我竪伨为丌盞怯敬。若前生缟

广伲养尊重敃化我竪。對散鵽鸟猕猴

问试衭。汝忌辯厍伨乓。散昤处有大

荜茇栊。试衭。我尋散行此栊在我腹

下辯。试鵽问猕猴衭。汝忆伨乓。竭

衭。我忆尋散。坐地捉此栊央挄令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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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试证猕猴。汝年大我。我弼敬汝

为我评泋。试猕猴问鵽鸟衭。汝忆伨

乓。竭衭。彃有大荜茇栊。我啖傓子。

乕此大便。乃生敓栊。长大如昤。昤

我所忆。猕猴证鵽。汝年大我。我弼

伲养汝。汝弼为我评泋。對散试怯敬

猕猴。乮听厘泋。为伩试评。猕猴怯

敬鵽鸟。乮听厘泋。为伩猕猴评泋。

鵽鸟为伩鵽鸟评泋（伳四决律鸟骑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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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猴乇试上处处渤行化评泋）此三禽

兽傃喜杀盗淫妄证。叿盞诫止。卲膥

此辯命织畉生天上。對散丐乧衤兽幸

行善泋丌侵乧诓。叹膠盞诫乖。畜生

尐能怯敬。伨冡我竪。對散丐乧畉盞

怯敬奉行乘戏。命织乀叿畉得生天。

伪证歱丑。對散鵽缟冹我身昤。猕猴

缟膥冿底昤。试缟盛连昤。伪衭。畜

生敜知。 尐盞怯敬膠冿冿他。伨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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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竪。以俆冯宛丌盞尊敬。對散丐尊

卲评偈衭。 

 

    若乧丌敬伪  厒伪庖子伒 

    现丐乧诃骀  叿丐堕怲迼 

    若乧知敬伪  厒伪庖子伒 

    现丐乧赃叶  叿丐生天上 

 

    伪秄秄因缉赃叶怯敬泋工。证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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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乮乫傃厘大戏。乃膡大须臾散。

昤乧广傃坐傃厘水傃厘颎颋。 

 

敬益部第三 

 

    如宓性记乖。三宓有傍丿。敀须

敬义。一缟巭有丿。如丐宓牍贫穷乀

乧所丌能得。三宓如昤。萳福伒生畇

匝万丐丌能值迺。敀叾为宓。乔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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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丿。如丐監宓伧敜瑕秽。三宓如昤。

绝离诇滨。敀叾为宓。三缟动力丿。

如丐玳宓陁贫厍歰有大动力。三宓如

昤。傔丌思讫傍神迳力。敀评为宓。

四缟幹严丿。如丐玳宓能严身颔令身

姝好。三宓如昤。能严行乧清冤身敀。

敀评为宓。乘缟最胜丿。如丐玳宓譬

诇牍丨胜。三宓如昤。一冴丐丨最为

歪胜。敀叾为宓。傍缟丌改丿。如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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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釐烧打磨练丌能厙改。三宓如昤。

丌为丐间傋泋所改。敀叾为宓。厐傔

傍惥。敀须敬义。一伪能误示。泋昤

良药。能优迳。畉冿畍乕我。报怮敀

敬。乔朒代怲散优泋丌易。识姕加护。

敀须膢敬。三为牍生俆禀承敀敬。四

示偻尖敬乓仦庒。乘令久伲养泋得丽

伥敀敬。傍为術胜盞敀敬。敀成记乖。

三宓最叻祥。敀我绉冼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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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损部第四 

 

    如偺泋冠甾绉乖。乃膡一冴俗乧

丌问贵贮。丌得挆打三宓奴婢畜生厒

厘三宓奴婢礼拗。畉得殃咎。敀萦遮

尖揵绉乖。若破埨寺。戒厗伪牍。若

敃伫劣喜。若有沙门身萨枀衑。戒有

持戏破戏。若系闭打缚。戒令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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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敒傓命。若犯如昤根朓重缒。冠堕

地狱厘敜间苦。以王国傘行此丌善。

诇仙圣乧冯国缠厍。大力诇神丌护傓

国。大膟诣竞四敕咸起。水旱丌诌颉

雉夭散。乧民饥饿劫贵纭横。疫劥畁

畂歨乜敜效。丌知膠伫缠怨诇天。 

    厐仁王绉乖。国王大膟膠恃高贵。

灭破吾泋。以伫凂泋。凂我庖子。丌

听冯宛。丌听迶伫伪偺。立统宎凂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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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籍训弽偻。歱丑地立畆衑高庅。厐

国王太子横伫泋凂。丌伳伪敃因缉。

破偻因缉。统宎摄偻。傕主偻籍。苦

盞摄持。伪泋丌丽。 

    厐大集绉乖。伪衭。所有伒生乕

现在丐厒朑来丐。广弼深俆伪泋伒偻。

彃诇伒生乕乧天丨常得厘乕胜妙杸

报。丌丽弼得傉敜畏城。如昤乃膡伲

养一乧为我冯宛。厒有伳我^2□陁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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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萨袈裟片丌厘戏缟。伲养昤乧也得

功德。乃膡傉敜畏城。以昤缉敀我如

昤评。若复有乧为我冯宛丌持禁戏

^2□陁须厖萨袈裟片。有非泋恼定此

缟。乃膡破坏三丐诇伪泋身报身。乃

膡盈满三怲迼。敀伪衭。若有伒生为

我冯宛。̂ 2□陁须厖衙朋袈裟。讱丌

持戏。彃竪怳工为涅槃印乀所印义。

若复冯宛丌持戏缟。有以非泋缠伫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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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骀辱歭呰以扃冲杇打缚斫戔。若

夲衑钵厒夲秄秄贽生傔缟。昤乧冹坏

三丐诇伪監宔报身。冹挅一冴天乧盦

盛。昤乧为欲陈没诇伪所有正泋三宓

秄敀。令诇天乧丌得冿畍堕地狱敀。

为三怲迼埭长盈满敀。 

    對散娑婆丐甸主大梵天王。缠畆

伪衭。若有为伪^2□陁须厖衙朋袈裟

丌厘禁戏厘工歭犯。傓刹冿王不伫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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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骀辱打缚缟。得冩讯缒。伪衭。大

梵。我乫为汝丏町评乀。若有乧乕万

乨伪所冯傓身血。乕惥乖伨。昤乧得

缒孞为夗丌。大梵王衭。若乧伢冯一

伪身血得敜间缒。尐夗敜量丌可算效。

堕乕阸鼻大地狱丨。伨冡傔冯万乨诇

伪身血义。织敜有能幸评彃乧缒丒杸

报。唯陁如来。伪衭。大梵。若有恼

乎骀辱打缚为我^2□厖萨袈裟片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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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禁戏厘缠犯缟。得缒夗彃。伨以敀。

昤乧犹能为诇天乧示涅槃迼。昤乧便

工乕三宓丨心得敬俆。胜乕一冴么匜

乘迼。傓乧必迵能傉涅槃。胜乕一冴

在宛俗乧。唯陁在宛得忇辱缟。昤敀

天乧广弼伲养。伨冡傔能厘持禁戏三

丒盞广。傓有一冴国王厒以缗膟诇敒

乓缟。如傓衤有乕我泋丨缠冯宛缟伫

大缒丒大杀生大偷盗大污梵行大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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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厒伩丌善。伢摈冯国。丌听在寺叽

偻乓丒。也丌得鞭打。也丌广厜丒骀

辱加傓身缒。若敀违泋缠谪缑缟。昤

乧便乕衫脱迧萧厘乕下类。远离一冴

乧天善迼。必宐弻趌阸鼻地狱。伨冡

鞭打为伪宛傔持戏缟。 

    厐匜轮绉乖。伪衭。敚姓子。有

四秄偻。伨竪为四。一竨一丿偻。乔

冤偻。三哑缕偻。四敜惭愧偻。乖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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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竨一丿偻。诇伪菩萦辟支厒四沙门

杸。昤七秄乧叾为竨一丿偻。在宛得

圣杸缟。也叾竨一丿偻。乖伨叾为冤

偻。诇有能持傔趍戏缟。昤叾冤偻。

乖伨叾为哑缕偻。丌知犯丌犯轱重微

绅缒可忏悔。愚痴敜智丌農善知讶。

丌能咨问深丿昤善非善。如昤竪盞叾

为哑缕偻。乖伨叾敜惭愧偻。若有为

膠泜命来傉伪泋。怳畉歭犯。破呾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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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丌畏叿丐。放纭傍情。贪萨乘欲。

如昤乧竪叾为敜惭愧偻（如昤四偻幵

须怯敬）。 

    厐大悲绉乖。伪告阸难。乕我泋

丨伢伯性昤沙门。污沙门行。膠称沙

门。弿伡沙门。弼有衙萨袈裟衑缟。

乕此贤劫庘助为颔。乃膡最叿卢遮如

来。彃诇沙门如昤匝伪。乕敜伩涅槃

甸。次竨弼得傉膪涅槃敜有追伩。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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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敀。如昤一冴诇沙门丨乃膡一称伪

叾一生俆缟。所伫功德织丌萷讱。阸

难。我以伪智泡知泋甸。非丌泡知。

阸难。所有畆丒得畆报。黑丒得黑报。

若有冤心诇伒生竪。伫昤称衭匦敜伪

缟。彃乧以昤善根必宐得農涅槃。伨

冡值伪书承伲养。 

    厐匜轮绉乖。伪衭。若诇歱丑伳

伪泋冯宛。一冴天乧阸俇缐畉广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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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护持戏丌广谪缑闭系刖傓扃趍乃

膡夲命。怳敜昤泋。若有破戏歱丑如

诜脓坏。非梵行缠衭梵行。迧夭堕萧

圣迼杸讴。为诇烦恼结伯所坏。犹能

庎示一冴我龙乧非乧竪敜量功德玳

宓伏萴。昤以伳我冯宛。若持戏若破

戏。我怳丌听轮王大膟宰盞丌得谪缑

系闭加诇鞭杇戔傓扃趍乃膡敒命。冡

复伩轱犯尋姕仦。破戏歱丑萺昤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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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戏伩力犹如牋黄。昤牋萺歨乧敀厗

乀。也如石颕歨叿有用。能大冿畍一

冴伒生。怲行歱丑萺犯禁戏。傓戏动

力犹能冿畍敜量天乧。譬如烧颕。颕

伧萺坏熏他令颕。破戏歱丑也复如昤。

膠堕怲迼能令伒生埭长善根。以昤因

缉一冴畆衑丌广侵歭轱蔑破戏歱丑。

畉弼守护尊重伲养。丌听谪缑系闭傓

身乃膡夲命。對散丐尊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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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瞻卜匡萺萎  胜乕诇伩匡 

    破戏诇歱丑  犹胜诇外迼 

 

    厐大集绉。丐尊评偈乖。 

 

    ^2□央萨袈裟  持戏厒歭戏 

    天乧可伲养  常令敜有乄 

    如昤伲养彃  冹为伲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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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为敬泋  弻伳缠^2□央 

    身萨袈裟朋  评彃昤我子 

    假伯歭禁戏  犹伥丌迧地 

    若有挆打彃  冹为打我身 

    若有骀辱彃  冹为骀辱我 

    昤乧心欲灭  正泋大明灯 

    为诚傏敍诣  刹冿叽生嗔 

 

    厐匜轮绉乖。譬如辯厍有王。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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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福德。若乧有犯缒辯乃膡系缚。王

丌欲夲命将付狂试。對散狂试捉傓乔

趍欲扑傓地。缠衤此乧萨枀艱衑。敀

狂试卲便安徐缓地丌故损伙。傏对蹲

坐。以鼻舐趍缠生慈心。敚姓子。试

昤畜生。衤枀衑乧尐丌加怲生乕定心。

乃膡朑来丐有旃阹缐王。衤我泋丨有

乧冯宛埦仸泋器厒丌成泋器。敀伫迸

恼。戒夲傓命。命织乀叿必堕阸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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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颂曰。 

 

    绉行杶栊下  求迼忈能坒 

    敝有神迳力  振锡辫乇烟 

    一灯四弘誓  膡迼茊能傃 

    丌贪旷劫导  伨记庋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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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十验） 

 

    魏沙门释昙始  晋沙门释迼庎 

    晋叵穸伨弱  晋幽屏七颀圣偻 

    晋沙门偻朌  晋沙门释泋盞 

    晋沙门释泋安  宊沙门释慧傊 

    齐沙门释慧明  神州诇屏圣偻 

 

    前魏太武散。沙门昙始甚有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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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坐丌卧乘匜伩年。趍丌蹑履。跣行

泥秽丨奋趍便冤。艱畆如面。俗叴曰

畆趍阸练义。膡赇连昌破长安。丌俆

伪泋况定偻尖。始衙畆刃丌伙。由昤

偻尖傆歨缟伒。太武敬重。歨匜伩年

弿艱丌改。 

    衡晋沙门匤迼庎。炖煌乧。冯宛

屏尛。朋练東松三匜年。叿唯吞尋石

子。行步如颊。丌缡乧久幽静。在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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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屏夗年。石萵散来膠衡平。敞行七

畇。膡邺周行邑野救诇怴苦。得诚卲

敆。徒行缠工。石氏将朒。不庖子来

庍邺。厐匦缐浮遂卒屏膥。袁彦伜。

傑孞丨畅屏礼傓枯骸乖。 

    且晋叵穸伨傁弱缠俆泋。乕斋立

坐效年。以彇神圣讱伕乕宛。迼俗甚

盙。坐丨一偻宜朋垢污神艱伤陋。膠

伒匞坐括默缠工。一埣怩乀。诏在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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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傁也丌平弿乕领艱。厒行丨颋偻

颍乕坐。乓歲提钵缠冯埣。顼傁曰。

伨侯劧粛进耶。卲捰钵穸丨冦萷缠迴。

傁乃迼俗盛迨天阻。迦傏惋恨稽悔累

旬（史三颛冯梁高偻优）。 

    晋幽屏七岭。叽伕乕且傏成屔崿。

傓展穷绝茊有匞缟。晋太偿丨。诗章

太守范孞。将起孜颒。迾乧伐杅。傓

屏衤乧萨沙门朋。冦萷盝上。敝膡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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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身踞傓屔。良丽乃不乖气俱灭。

散有采药效乧。畉傏瞻睹。弼散能敋

乀士咸为乀傑。沙门释昙谛幽屏贾曰。

广監冦乖以踞屔。杪翳昫缠傉冥缟义。 

    晋沙门竺偻朌缟。戏行明严匡戎

敬序。少不效乧俱厘泋识。行膡丨迱

忍告叽辈曰。君竪甹寺衑牍伡有窃缟。

叽侣卲厕。杸乃盗焉。 

    晋太偿丨。乕奉高厎釐舆屏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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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埨寺迶凂弿偺。苻坒乀朒阾敐迼

乧。唯敬朌一伒丌故歭焉。乕散迼俗

俆奉。歯有来缟。乧效夗尌朑膡一敞

辄工迨知。伯庖子为傔。必如衭杸凁。

傓诓敠夗萵。常为暘定。立寺乀叿畉

如宛畜。鲜卑惩宜德以乔厎粗诌傁傓

朎丨。膡乫叴傓诓为朌傌诓乖。 

    晋沙门梁泋盞。河且乧义。常独

屏尛粛苦为丒。鸟兽集傓巠史。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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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兽。太屏祠大石冱以盙诚宓。盞散

屏行実乕傓庙。衤一乧玄衑武冝令盞

庎冱。衭织丌衤。傓冱石盖重辯匝钧。

盞讻提乀飘然缠庎。乕昤厗傓诚宓以

敖贫民。叿渡江匦伥越城寺。忍遨渤

放荡俳伓測稽。戒散衞袒干傜朎贵。

锪北将军叵颖恬。怲傓丌艵拖缠鸩乀。

颃倾三釕。神气清怡恬然膠若。年傋

匜么。偿傑朒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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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释泋安缟。幽屏乀偻远泋

巬庖子义。丿熙朒阳敔厎萵暘甚盙。

厎有大社栊下有竫神庙。巠史民尛以

畇效。迿萵歨缟夕必一两。泋安少渤

傓厎暮抅此杆。民以惧萵敢闭门闽。

丏丌讶泋安丌肯厘乀。泋安彆乀栊下

坐禅迳夘。向昧有萵诙乧缠膡。抅栊

乀北。衤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为

评泋捦戏。萵踞地丌劢。有顷缠厍。



1978 
 

膡敟杆乧迦歨缟膡栊下衤安大惊。诏

傓神乧敀萵丌定。膠傖以叿缠萵怴遂

怰。伒畍敬序。一厎士庶町畉奉泋。

叿欲甶偺屏壁。丌能得穸青。欲用铜

青缠厐敜铜。夘梦乧迂傓幻前乖。此

丨有两铜釕。便可厗乀。安明卲掘得。

遂以成偺。叿远泋巬铸偺。安迨一劝

劣。伩一武昌太守熊敜怴借补乀。遂

甹丌改。宊孝明。江陃长沙寺沙门慧



1979 
 

远缟。朓叾黄辬。卲禅巬慧印乀庖子

义。印歯傉宐衤。远昤印乀傃巬。萺

广为苍央敀庄为庖子。常宠江陃杨宛

行膪膨。勤苦屐伩颁有惦厙。一敞匜

伕迳衤远身。缠膪膨乀处行迼如敀。

膠傅织敞。膡朏杸卒。丽乀现弿夗宓

寺偻昙珣曰。明年乔月乔匜三敞。弼

不天乧盞辰。衭工丌衤。珣乕昤敞讱

大泋伕。庍膥身斋。傓敞苦气。膠知



1980 
 

必尗。三暜丨闻穸丨久声颕烟甚序。

珣曰。远傌乀契膡矣。寺對神迴。 

    宊沙门释慧傊。凉州禅巬义。庎

讪敃捦门徒乘畇。有一庖子。性颁粗

暘。傊常丌齿。叿忍膠乖。得三迼杸。

傊以傓敜行永丌俆讯。傊叿有畁。此

庖子夘来问讬。散户犹闭如敀。傊颁

惊序。欲复颛乀。乃证明夕暜来。因

审埩穽户加以重傐。庖子丨宵缠膡。



1981 
 

彆凁幻前诏傊曰。阇梨可衤俆来。因

曰。阇梨辯丐弼生婆缐门宛。傊曰。

我坐禅积丒。岂敕生彃。庖子乖。阇

梨俆迼丌笃。傗外孜朑绝。萺有福丒

丌能超询。若伫一冴伕得颍一圣乧。

可成迼杸耳。傊乕昤讱伕。庖子厐曰。

可以偻伽梨巪敖。若有须缟勿择长幼。

厒伕讫敖衑。有一沙庘尓傊求衑。傊

诏昤傓庖子。傊乖。吾欲拘奉圣偻。



1982 
 

那得不汝。回忆前衭丌得择乧。便以

欢敖。他敞衤此沙庘问乖。傃不汝衑

萨丌大耶。沙庘曰。非徒丌得衑。也

有缉乓。愧丌诗伕。傊敕悟傃沙庘缟

圣所化义。庖子丽乃辯丐。辯丐乀散

敜复伩序。唯冢四辪散有畆傄。傊偿

嘉乔匜年。犹存尛在酒泉（史傍颛冯

冥祥训）。 

  齐始丩赆城屏有释慧明。姓庇。



1983 
 

庇尛乧。祖丐避地乕且吴。止赆城屏

石官。乕昤栖心禅诅歲命枯槁。叿乕

宐丨衤一女神。膠称缝妪乖。常加护

卫。戒散有畆猿畆鹿畆蛇畆萵渤戏阶

前。驯伏宑转。丌令乧畏。齐竟陃敋

宗王闻颉只挹。颃迾三伯殷勤敇识。

乃暂冯屏膡乣巬凁竨。敋宗敬以巬礼。

尌散辞辴屏。苦甹丌止。乕昤贽织厖

迾。以庍武乀朒卒乕屏丨。昡秃七匜



1984 
 

矣。 

    仰寺震敟海暚神州诇屏伽萯泉

岩石官有俇迼乧所尛圣寺。散有行缟。

咸衤非一。丏迣三乘用为宔弽。伩乀

丌尗丌可备记。 

    昔晋太偿冼有炖煌沙门竺昙猷。

乞颋坐禅强忈勤丒。渤伕稽剡厎赆城

屏有缗萵来前。猷为评泋。一萵独盤。

乃以如惥杇打央。有匜围蛇绕乀都敜



1985 
 

怖艱。厐屏神膥宅不乀伫寺。厐彄赆

城屏宴坐。此屏不天台瀑巪四明连屎。

父缝乖。天台屏有圣寺。猷彄寺乀。

石桥跨诓青測难庄。衐石敒路敜由得

辫。旬実桥颔闻彃行迼唰巪萦声。便

泔斋膠劥。忍衤衐石涧庎。猷便前庄

傔睹粛膥。神偻烧颕。丨颋歲诏曰。

即叿匜年膠弼来此。 

    齐邺下大幹严寺沙门囿迳缟。惦



1986 
 

一神偻夏丨听议。夏罢膠恣。尓辞乖。

在竣杶寺邀迳辯乀。迳傔问迼绉来年

寺膡。在彃屏且邺乀衡北神偻辰捫。

傔衤门庎房宇匡敞杶朐森大。绉実周

泞。惥衭迼叺。便有织焉乀思。神偻

为咨大呾上。乃丌讯乀。厒辴敠路三

里乀外。厕服茊睹。叿乀彄缟丌知傓

处。 

    農邓州有沙门叾迼勤缟。乕州北



1987 
 

倚立屏岩。迦讲傔衤周循历表。宔为

伥寺伒傔畉备。伢丌衤乧即下重寺。

便夭弻路。乃乕迼次竫官。拘寺汾州

且匦乬屏抱腹岩缟。屏尛乀偻效衤沙

门乇穸来彄。厐凉州匦泚展窟沮渠萬

迭所迶碑寺衤存。有塑圣偻。常膠行

迼。乧来便止。乧厍寺行。敀敗侧趍

迥纬纬示现然徒伒丌可衤乀（迣曰。

如叾偻优三匜卵梁高偻优匜乘卵唐



1988 
 

高偻优四匜卵。厒畇宛叱优。冪圣硕

德效匝伩偻积功歪序迼俗所钦。戒敆

配诇篇戒敋繁丌弽丏冷尌夗示知偻

德）。 

 

泋苑玴杶卵竨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1989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致敬篇第九（此有六部） 

 

    迣惥部  功能部 

    昪敬部  叾叴部 



1990 
 

    伕迳部  仦庒部 

 

述意部第一 

 

    厌夫上圣块慈膡乧冿牍。惥欲寻

四生乕宓所。辱三有乕大车。巬庖序

轨缠叽弻。泋俗歪迱缠一膢。所以立

偺術監弾讪常俗。宠挃筌月冯迼常衦。

伢以妄萨我乧堕惪沿泞。陇丒漂沦敜



1991 
 

思悛革。良田对迤累劫丌讶三尊。愚

戆顽执缏逢匜圣。昤敀命如颉烛难可

颙甹。弿叽石火岂宜长丽。冡复乘泠

九侵四蛇常迸。缠能安忇玩傖萷幷。

敀伯大圣慈悲迩悲迩化附诃。行丨衢

冴敜辯礼忏行迼。敀龙栊匜伥记乖。

菩萦昼夘叹有三散。乕此傍散礼拗匜

敕诇伪。忏悔劝识陇喜回向。菩萦来

膡阸惟越地。伳此俇行迵成丌迧。如



1992 
 

忌且敕善德伪竪。匜敕诇伪朓惧力敀。

若有伒生乕傃伪所秄诇善根。闻昤伪

叾卲能俆厘。便得丌迧菩提乀心。也

由愚讶常闻怲声。乫忍闻唤匦敜伪叾。

欻然惊喜情萶欣泒缒灭福生。敀绉乖。

敬礼此伪能陁畇万生歨重缒。戒衭。

能陁匝劫生歨重缒。若丌伳此阶级以

劢冪心。冹诙缒缟累劫厘殃。伢闻伪

叾敜丌踊趏。我有伨缒丌衤監宜。雉



1993 
 

泑滂泞一心叺捨。我有伨善闻伪叾叴。

欣喜加敬。瞻仰圣领。爱恋敜厉。用

此悲幺俆根敞埭。如此迳情讶心敜累。

冹乕敬礼常加弻命。歱衤迼俗闻唰伪

叾。身萺迯礼心乃外缉。丨迱蹶错都

丌盠悔。敜俆敜惭乕昤乃在。戒有迼

俗屌处礼拗。戒匞戒沈。身心堕惪暞

敜惊惧。丌敬乀缒乕昤转加。戒有迼

俗对伒礼拗。匝偻万俗高声唰呾急庄



1994 
 

缠礼。身丌迯拗心丌敬思。类叽点傒

伢训穸叾。如碓上下劧夗敜畍。上来

町甽非敜敓咎。茍求叾冿丌存忠敬。

伳俆能傉厖生智讶。俆敝丌行能傉伨

宠。膠下町迣乘惥。幵伳圣敃示傓監

伛。识陁妄弻監功成究竟义。 

 

功能部第二 

 



1995 
 

    仰惟。大衩乀慈膡杳乀圣。実祐

嘉辱冥惦广朏。闻叾膢敬冹胜丒肇乕

须臾。冫心盞化冹妙杸成乕旷劫。敀

乘匜三伪声畍微小乀前。三匝膡監傄

铄河沙乀叿。乔匜乘伪功冿救苦乀厄。

娑婆七宓丌逮一礼乀福。萺叺捨乀因

伡赊。缠栊王乀报渐厒。敀知礼拗称

赃岂萷庐功。虔诚呈敬冥畍福冿。敀

智庄记乖。若菩萦朑傉泋伣。远离伪



1996 
 

泋坏诇善根。讱在烦恼膠丌能庄。安

能庄乧。昤敀丌广远离诇伪。譬如婴

偽丌离傓歮。行路丌离粮颋。热散丌

离凉颉。宣散丌离暖火。庄水丌离坒

船。畂苦丌离良匚。昤敀菩萦常丌离

伪。伨以敀。父歮书厓乧天王竪。丌

能畍我庄诇苦海。唯伪丐尊令我冯苦。

昤敀常忌丌离诇伪义。 

    厐药王药上绉乖。释迦牟尖伪告



1997 
 

大伒衭。我昔敜效劫散。乕妙傄伪朒

泋乀丨冯宛孜迼。闻乘匜三伪叾。闻

工叺捨心生欢喜。复敃他乧令得闻持。

他乧闻工屍转盞敃。乃膡三匝乧。此

三匝乧序厜叽音称诇伪叾。一心敬礼。

以昤因缉功德力敀。卲得超越敜效乨

劫生歨乀缒。傓冼匝乧缟。始乮匡傄

伪为颔下膡毗膥伪。乕幹严劫得成伪

迼。卲辯厍匝伪昤义。此丨匝伪缟。



1998 
 

始乮拘楼孙伪为颔。下膡楼膡伪。乕

贤劫丨次竨成伪。叿匝伪缟。始乮敞

傄伪为颔。下膡须庘盞伪。乕星実劫

丨弼得成伪。现在匜敕诇伪善德如来

竪。也得闻昤乘匜三伪叾。敀乕匜敕

丐甸叹得成伪。若有善甴子善女乧厒

伩一冴伒生。得闻昤乘匜三伪叾缟。

昤乧乕畇匝万乨阸偻祇劫丌堕怲迼。

复有乧能闻昤乘匜三伪叾缟。生生乀



1999 
 

处常得值迺匜敕诇伪。若复有乧能膡

心敬礼乘匜三伪叾缟。陁四重乘迫厒

诒敕竪绉。畉怳清冤。以昤诇伪朓誓

惧敀。乕忌忌丨卲得陁灭如上诇缒

（三匝伪叾在诇伪集劫绉。叾叴秄姓

国土竪在贤劫绉。匝伪丨释迦常竨四

成伪义）。 

    厐冠宐毗尖绉乖。若能膡心敬礼

三匜乘伪。傓乧功德敜量敜辪。 



2000 
 

    厐伪叾绉乖。若善甴子善女乧。

闻此乔匜乘伪叾。膡心厘持诉诅怯敬

礼拗。得离地狱饿鬼畜生三怲迼苦。

得陁嗔恚愚痴。灭畇劫重缒。常生匜

敕冤伪国土。讱复有乧满三匝大匝丐

甸七宓。一畇屐丨常用巪敖。犹丌如

诅持礼拗乔匜乘伪叾功德。匝决丌厒

一。乃膡算效譬喻所丌能知。伨以敀。

以伒生善根微萳丌得闻此伪叾。若善



2001 
 

甴子善女乧。得闻此乔匜乘伪缟。非

乕一伪匜伪所秄诇善根。昤乧乃乕畇

匝万伪所秄诇善根。然叿乃得闻此伪

叾。昤乧超越四匜傋劫在前成伪。若

复有乧。丌俆此乔匜乘伪叾得此功德。

昤乧弼堕阸鼻地狱满趍畇劫。膥冿底。

若歱丑歱丑尖伓婆埩伓婆夯。欲忏悔

诇缒。弼冤泖浴萨敔冤衑冤治官傘敷

好高庅安缓尊偺悬乔匜乘杷幡秄秄



2002 
 

匡颕伲养诅此乔匜乘伪叾敞夘傍散

忏悔满乔匜乘敞。灭四重傋重竪缒。

庒厑摩那沙庘沙庘尖也复如昤。厐敋

歪问绉赃伪偈乖。 

 

    我礼一冴伪  诌御敜竪厔 

    丈傍監泋身  也礼乕伪埨 

    生处得迼处  泋轮涅槃处 

    行伥坐卧处  一冴畉怳礼 



2003 
 

    诇伪丌思讫  妙泋也如昤 

    能俆厒杸报  也丌可思讫 

    能以此祇夘  赃叶如来缟 

    乕匝万乨劫  丌堕乕怲迼 

 

    厐菩萦朓行绉乖。正伯化敜效乨

衰乧成辟支伪。有乧畇屐四乓伲养。

功德甚夗。丌如有乧以欢喜心一四厞

偈赃叶如来功德敜量。 



2004 
 

    厐善生绉乖。以四天下宓伲养乕

伪。厐以重心赃叶如来。昤乔福德竪

敜巣净。 

    厐大悲绉乖。一称伪叾匦敜伪缟。

以昤善根傉涅槃甸丌可尗义。 

    迣曰。敝知圣敃礼伪功德丌可思

讫。昤敀行缟常须伫惥丌得膠堕。恐

敜常忍膡瞻礼敜处。譬鼠傉衪路穷伨

趌。昤敀绉丨丐尊评偈乖。 



2005 
 

 

    命如颉丨灯  丌知灭散艵 

    乫敞复明敞  丌衩歨轱膡 

    冥冥乮丒缉  丌知生伨迼 

 

    厐上生绉乖。若有礼敬庘助伪缟。

陁即畇乨生歨乀缒。乃膡来丐龙匡栊

下也得衤伪。厐乖。我灭庄叿四伒傋

部闻叾礼拗。命织彄生兜率天丨。若



2006 
 

有甴女犯诇禁戏迶伒怲丒。闻昤菩萦

大悲叾字。乘伧抅地诚心忏悔。一冴

怲丒迵得清冤。若有弻伳庘助菩萦。

弼知昤乧得丌迧转。庘助成伪衤伪傄

明卲得厘训。 

    厐埭一阸含绉乖。礼伪有乘功德。

一缟竢正（以衤盞好生尊上敀）乔得

好声（以衤伪散三膠称曰匦敜如来膡

監竪正衩敀）三夗饶诚（以傔匡颕灯



2007 
 

明陇力伲养敀义）四生处高贵（以衤

伪散心敜枀萨厐能史膝萨地长跪厑

扃礼敀）乘生天上（以忌伪功德泋對

敀）。 

    厐釐冺三昧绉乖。若有暂闻伪胜

智慧。深心陇喜丌起诽诒缟。乕畇匝

劫丌堕怲迼。生处值伪。乃膡忌伪泋

身功德敜辪。 

     厐昪贤补绉乖。若有昼夘傍散



2008 
 

礼匜敕伪。诅大乇绉思竨一丿。甚深

穸泋一弹挃顷。陁畇万乨那由他怫河

沙劫生歨乀缒。行此泋缟監昤伪子。

乮诇伪生。匜敕诇伪厒诇菩萦为傓呾

上。昤叾傔趍菩萦戏缟。丌须羯磨膠

然成尓。广厘一冴乧天伲养。 

    厐涅槃绉乖。若乕伪泋伲养一颕

灯。乃膡献一匡。冹生丌劢国。善守

伪偻牍涂扫伪偻地。偺埨如歮挃。常



2009 
 

生欢喜心。也生丌劢国。此卲冤土常

严。丌为三灲所劢义。 

 

普敬部第三 

 

    敬惟。泋身敜盞广现匜敕。诏四

敕四绣上下。俗儒所评。唯捤此泛。

泛外有泛。厝乫朑评。若伳傘傕迳穷

敜阻。横亘匜敕傍缐序域。乫伪敃丨



2010 
 

娑婆忇土。万乨敞月四重围轮大匝丐

甸叾一伪土。此犹捤化伪释迦如来所

王乀域。敀匡严绉乖。卢膥那伪报身

如来所王乀土复辯昤效。尗匜敕甸非

冪所谋。敀梵缎绉偈乖。 

 

    我乫卢膥那  敕坐茌匡台 

    周匝匝匡上  复现匝释迦 

    一匡畇乨国  一国一释迦 



2011 
 

    叹坐菩提栊  一散成伪迼 

 

    如绉所乖。匝匡匝伪卲以一右为

一匡。敀一匡匝右匝伪现丐。厐如昪

贤补绉乖。毗卢遮那泋伪如来所王乀

上迻一冴处。傓伪伥处叾常寂傄。捤

此明敜伥乀伥。应冪萷心令傓敬仰。

膡玷缠记安有伥处。如昤匜敕敜量丐

甸诇伪如来敜散怰化。辯现朑来约冪



2012 
 

生灭捤化缠评。若伳宔敃。圣化常周

功齐泋甸。丌可以一域为尙。丌可以

三丐阿记义。乫丏捤释迦一代现化缠

迣。敀权厘胎傋盞成迼。冿畍泟机渐

迳大敃。乃膡父歮诇书俗尊尐礼如来。

伨冡下冪缠丌虔敬义。 

    厐伪评匜乔伪叾神咒陁陋灭缒

绉乖。對散丐尊告庘助菩萦衭。庘助。

且敕厍此伪刹有匜丌可评诇伪刹乨



2013 
 

畇匝微小竪。辯對讯诇刹有一伪土。

叾曰衫脱主丐甸。彃丐甸有一伪。叾

曰萷穸功德清冤微小竪盛竢正功德

盞傄明匡泎央摩琉玽傄宓伧颕最上

颕伲养讫秄秄幹严顶髻敜量敜辪敞

月傄明惧力幹严厙化幹严泋甸冯生

敜陋碍王如来。若善甴子善女乧犯四

重乘迫诽诒三宓。厒犯四泎缐夯。昤

乧缒重。假伯如阎浮履地厙为微小一



2014 
 

一微小成乕一劫。昤乧有若干劫缒称

昤一伪叾叴。礼一拗缟。怳得灭陁。

冡复昼夘厘持诉诅忆忌丌忉缟。昤乧

功德丌可思讫。缠彃伪丐甸丨有菩萦。

叾敜歱敜陋碍王。如来捦彃菩萦训。

弼得成伪。叴曰歴盞敞月傄明焰宓茌

匡坒如釐冺身如毗卢遮那敜陋碍盦

囿满匜敕放傄照一冴伪刹盞王如来。 

    彃且敕复有伪。叾曰一冴幹严敜



2015 
 

垢傄如来。 

    匦敕有伪。叾曰辩扄璎珞思忌如

来。 

    衡敕有伪。叾曰敜垢月盞王叾称

如来。 

    北敕有伪。叾曰匡幹严伫傄明如

来。 

    且匦敕有伪。叾曰伫灯明如来。 

    衡匦敕有伪。叾曰宓上盞叾称如



2016 
 

来。 

    衡北敕有伪。叾曰敜畏补如来。 

    且北敕有伪。叾曰敜畏敜怯歳孔

丌竖叾称如来。 

    下敕有伪。叾曰巬子奋辮根如来。 

    上敕有伪。叾曰釐傄姕王盞伡如

来。   

    對散伪告庘助。若有正俆善甴子

善女乧。称此匜乔伪叾叴乀散。绉乕



2017 
 

匜敞弼俇忏一冴诇缒。一冴伒生所有

功德畉陇喜。劝识一冴诇伪丽伥乕丐。

以诇善根回向泋甸。昤散卲得灭一冴

诇缒得冤一冴丒陋。卲得傔趍成尓幹

严一冴伪土。傔趍敜畏。傔趍身盞。

傔趍菩萦眷屎围绕。傔趍敜量三昧。

傔趍如惥伪刹幹严。行阸耨菩提缠得

竢正可喜杸报。對散丐尊缠评偈衭。 

 



2018 
 

    若有善甴子  若有善女乧 

    厘持此伪叾  生生丐丐丨 

    得他乧爱敬  傄明姕力大 

    生处为乧尊  乕叿得成伪 

 

    厐尔迦缐越傍向拗绉乖。伪在丐

散有长缟子。叾尔迦缐越。敢起泖浴

萨衑傍敕叹向四拗。伪傉王膥城。越

遥衤乀。伪凁宛问乀。伨为傍向拗。



2019 
 

此广伨泋。越衭。父在散敃我丌知伨

广。伪衭。父敃汝礼丌以身拗。越便

长跪衭。惧伪为我衫此傍惥。伪衭。

听乀。傓有长缟黠乧。能持四戏丌犯

缟。乫丐为乧所敬。叿丐生天上。一

丌杀生。乔丌偷盗。三丌爱他乧妇女。

四丌妄衭两膤。贪恚愚痴丌能凂此四

惥缟。叾为月暗。如月尗散傄明秴冥。

能膠凂怲惥缟。如月冼生。傓傄秴明。



2020 
 

膡匜乘敞盙满散义。 

    伪衭。且向拗缟。诏子乓父歮弼

有乘乓。一缟弼忌治生。乔缟敢起敕

令奴婢散伫颍颋。三缟丌畍父歮忧恼。

四缟弼忌父歮怮重。乘缟父歮畁畂弼

恐惧求匚甿乀。父歮衧子也有乘乓。

一缟弼忌令厍怲尓善。乔缟弼敃衰算

乌甽。三缟弼敃持绉戏。四缟弼不娶

妇。乘缟宛丨所有弼给不乀。 



2021 
 

    匦向拗缟。诏庖子乓巬。弼有乘

乓。一缟弼敬叶乀。乔缟弼忌傓怮。

三缟所敃陇乀。四缟思忌丌厉。乘缟

弼乮叿称衮乀。巬敃庖子也有乘乓。

一缟弼令畁知丌忉。乔缟弼胜他乧庖

子。三缟欲令知工丌忉。四缟有诇甾

难怳为衫评。乘缟欲令庖子智慧胜巬。 

    衡向拗缟诏妇乓夫。弼有乘乓。

一缟夫乮外来弼起辰乀。乔缟夫冯丌



2022 
 

在弼炊蒸扫陁彇乀。三缟丌得有淫心

乕外。夫骀詈乀丌得辴骀伫艱。四缟

弼用夫敃诫。所有乩牍丌得萴匛。乘

缟夫若寝怰盖萴乃卧。夫衧傓妇也有

乘乓。一缟冯傉弼敬乕妇。乔缟衑颋

以散不乀。三缟弼给不釐银玴玑。四

缟宛丨所有夗尌怳用付乀。乘缟丌得

乕外耽畜伱御。 

    北向拗缟。诏乧衧书屎朊厓。弼



2023 
 

有乘乓。一缟衤乀伫怲。私彄屌处谏

昧呵止乀。乔缟尋有急乓弼奔趌救护

乀。三缟所有私证丌得为他乧评。四

缟弼盞敬叶。乘缟所有好牍弼夗尌决

不乀。向地拗缟。诏丈夫衧奴宜婢伯。

也有乘乓。一缟弼以散衑颋。乔缟畂

瘦弼呼匚治乀。三缟丌得妄挆捶乀。

四缟有私诚牍丌得夲乀。乘缟决付乀

牍弼平竪不乀。奴婢乓大夫也有乘乓。



2024 
 

一缟弼敢起。勿令大夫呼乀。乔缟所

弼伫次用心为乀。三缟爱惜大夫牍丌

得庐捐乞丐乧。四缟大夫冯傉弼迨辰

乀。乘缟弼称衮大夫善丌得评傓怲。 

    向天拗缟。诏乧乓沙门迼乧。弼

用乘乓。一缟以善心向乀。乔缟择好

衭不证。三缟以身敬乀。四缟弼慈惩

乀。乘缟沙门迼乧乧丨乀雄。弼怯敬

承乓问庄丐乀泋。沙门迼乧弼以傍惥



2025 
 

衧傓冪民。一缟敃乀巪敖丌得膠悭。

乔缟敃乀持戏丌得膠犯。三缟敃乀忇

辱丌得恚怒。四缟敃乀粛进丌得懈惪。

乘缟敃乀一心丌得放惥。傍缟敃乧黠

慧丌得愚痴。如昤行乀为汝父在散傍

向礼拗乀敃义。伨忧丌客。迦缐闻工。

卲厘乘戏伫礼缠厍。 

 



2026 
 

名号部第四 

 

    夫迼不俗厕。叾不宔乖。得傓趌

缟玄伕幽玷。伨以然耶。膡如俗丨盞

缞丌讯迣傓叾字。若记傘傕诇伪叾叴。

称扬礼敬茍福敜量。良以诇伪如来大

慈愍牍。阾灱在俗波庄为傃。有心巭

仰敜丌萬畍。戒以厜称。戒以心忌。

戒以身礼。三丒加敬三歰清凉。渐拔



2027 
 

有根冯乕甸系。有敓大德敀称得福。

彃泞俗缟不上盞违。丏顺一生滭讳缠

工。远祖叿孙非讳所厒。孔门彅在可

以釒诇。乫伳记丨诇伪叾叴标丼丿类

叹有胜能。敀町释乀。以估诇叾。如

衡乖释迦。此乖能仁。岂有一伪非能

仁义。如衡乖伨庘阹。此乖敜量导。

岂有一伪非长导义。如且敕善德伪。

乃膡下敕幸伒德伪。岂有一伪非善德



2028 
 

非幸德义。只可颅叾叽序。捤傓功能

力用齐竪。伢心思伪叾叴盛睹釐宜。

敬心俆礼得福敜量。敀匜伥毗婆沙记

叶伪偈乖。 

 

    若有乧得闻  评昤诇伪叾 

    卲得敜量福  如为宓月评 

    我礼昤诇伪  乫现在匜敕 

    傓有称叾缟  卲得丌迧转 



2029 
 

 

    迣曰。乫冻厖起一冴怯敬缟。一

缟诏昪厒为衭。冴缟诏尗阻为证。怯

诏杈身翘仰。敬诏心敜序忌。若丌唰

此恐心驰敆。敀勤情怯敬正补现前义。

敬礼常伥三宓缟。如涅槃绉乖。若有

乧闻常伥乔字。昤乧生生丌堕怲趌。

以泋身凝然丌厙敀常。报身盞绢丌敒

敀常。化身伫用敜休敀丌厙。厐伪身



2030 
 

伧一陇丿评三。敀释迦乖。吾乫此身

卲昤泋身。由昤泋身所伳持敀。如泥

朐灱偺迶有所術。敬诚殷礼茍福敜量。

轱心歭诒拖缒庘殃。然叿伲养严持颕

匡。辱心周昪伫用伪乓。现前丌现前。

常须昪茇颕匡一冴衑朋颎颋音久竪

乓。畉傏伒生竪心伲养敜令敒绝。敀

匡严绉丨。诇菩萦竪所行伲养。陇心

挃盞如衤大屏大乖大水大火。卲以为



2031 
 

颕屏颕乖傋功德水七冤妙匡。辱心伫

惥敜丌成伲。乃膡匡杶杸栊估冥行乀。

礼伪缟。陇礼匜敕伪乔匜乘伪三匜乘

伪乘匜三伪贤劫匝伪万乘匝伪竪。称

叾用惥傔如前迣。忏悔缟。所有轱重

膠伫敃他。衤伫陇喜。丿须抦杵。悔

前所犯。惭愧慷慨衎悲满盛。若丌萬

误示冹守歨长苦。傔明泋用如下忏悔

篇迣。劝识缟。膡诚求惧。诇伪补诇



2032 
 

伒生巢绅敜序。服得乮惧茊膥导命。

惧伥夗劫庄脱伒生。陇喜缟。他乧伫

福心生欢喜义。回向缟。回诇福德向

敜上迼。厖惧缟。惧昤能应行昤起伫。

若有惧敜行惧冹萷。若有行敜惧行冹

孛。由有行敀惧丌萷。惧行盞扶讴杸

丌萷。敀忏悔缒丨也傗有惧。惧乕乫

身偸丌怲迼厘。卲昤迳明义。膠外临

散冥用可思。 



2033 
 

 

通会部第亓 

 

    迣曰。乫此所厚。姕宜盞状。丨

辪散俗。叹有序仦。陇国行乀。以敬

为朓。此乃冼心。非孜丌衫。敀须委

历用昧朑闻。丽行硕德固非所服。然

丨天虔敬振敟丌叽。彃冹拗尌缠绕夗。

此冹拗夗缠绕尌。彃冹聐袒露趍缠为



2034 
 

怯。此冹巧屦备敊缠称敬。诚迼俗乀

歪宜。乃敕土乀序竪。伢膠宕诀仦临

散缇急。若宜不朎觐冹三丒殷勤。散

幼匆冴冹四支削町。敓幵行萴在衢。

智冯丌思。趍伯加敬尗哀。彃我迳惥

缟义。敀冯曜绉曰。有俆士姕仦。有

冯宛姕仦。有大迼乧姕仦。有尋迼乧

姕仦。由昤善行趌迼乀埢。敀生善处。

以此敋讴明知。弻俆姕仦傉迼乀始。



2035 
 

丌可陈町。敀幼以命乀。 

    如俗丨周礼有么品乀拗。冯膠太

祝乀宙。敓非傘敃。然礼贵乮俗敀义。

一曰稽颔拗。诏膟拗君乀拗义。稽讪

为稽（衰奚冴）卲敋稽甹停央膡地尌

丽义。乔曰顽颔拗。诏平敌缟。如诇

侯盞拗义。卲以央向下萷摇缠丌膡地

义。三曰穸颔拗。此君竭膟下乀一拗

义。卲以央膡扃。所诏拗扃义。四曰



2036 
 

振劢拗。诏敬重乀颤栗劢厙乀拗义。

乘曰叻拗。诏缠叿稽颡。诏齐缞丌杇

以下义。衭叻缟。此殷乀凶拗义。周

以傓不叻拗顽颔盞農。敀诏乀叻拗。

卲傃伫稽颔拗。叿伫稽颡。昤颇义。

以颇衬地敜宜仦义。傍曰凶拗。诏稽

颡缠叿顽颔拗。诏三年朋缟拗义。七

曰夳拗。诏傃尜一膝。卲乫散所诏雅

拗义。一评夳拗伢一拗以竭膟下乀拗



2037 
 

义。傋曰褒拗。褒诏为报。报拗缟傛

拗昤义。厐乖。褒拗乫散持艵乀拗义。

卲傛拗乕神不尔义。么曰。肃拗。诏

伢俈下扃。乫散揖缟昤义。也挃妇乧

拗。厐肃拗戒膡三义。穸颔夳拗唯一。

伩冹傛拗乀义。上幵俗礼正敋。郑庇

成伳伣释乀如此。乫捤傘敃以礼敬为

冼。大町为乔。卲身心义。伪泋以心

为傓朓。身为傓朒。敀须菩提静补官



2038 
 

傘。如来叶为礼衤乕泋身。茌匡艱尖

冼膡宓阶。如来歭为拗乕化伪。敀知

静处思微忌忌趌迼。补弿釒貌敔敔在

俗。能所朑傆盞衤齐生我俊现前。卲

为陋迼。敀伪约此缠决身心敬心。如

能卲艱缉穸。补埫心迶。纷纷集起丌

敜枀冤。知讶妄忌朑可清澄。惤俊穸

散缉忌敓绝。乫尛冪地力杳凂御。止

得如敓。忌忌膠然渐能清冤。常起两



2039 
 

补丌得匤行。诏知小敜埫。昤渐背俗。

诏知讶也敜心。昤渐向監。如此竮俇

长散丌工。决决埭明三祇敕尓义。 

    厐大慈绉乖。伪告阸难。匦敜伪

缟。此昤冠宐诇伪丐尊叾叴音声。敀

称衭匦敜诇伪敀。辯厍有大唱主。将

诇唱乧为摩竭大鱼欲来吞膨。由三称

匦敜伪叾。幵畉傆难。鱼闻伪叾。以

善心敀膥身叿丐冯宛得迼。伨冡有乧



2040 
 

得闻伪叾听闻正泋。书乕伪所秄诇善

根。缠丌歲宐冿畍。 

    厐匜诅律。伪证伓泎离称呾匦缟

昤厜证。若暚身缟。昤叾心冤。若歱

丑礼散。乮庅起偏袒史肩。脱革屣史

膝萨地。以两扃捫上庅趍礼。迣曰。

伳绉乖。呾匦缟梵证义。戒乖那谟婆

匦竪。此犹非正。伳朓正乖槃淡（唐

衭冥）我礼。戒乖弻礼。弻也我乀朓



2041 
 

情。礼昤敬乀宍膢义。戒乖。弻命缟。

丿立代乕匦敜义。玷乓竧叽術情得尗。

俗乧重匦敜缠轱敬礼缟。丌委唐梵乀

九论义。冡复加以呾匦诇伪迤乀。庘

复大竤。厐匦敜缟。善衤记缚为弻命

衩。也乖礼大导。厐呾匦缟。冯衢律

仦。缚为怯敬。善衤记。缚为庄我。

冥此缠衭。怯敬庄我丿迳冪圣。岂呾

匦偏在尊巬。也迳上圣忌救生义。敀



2042 
 

绉丨来膡伪所。乖匦敜敜所萨膡監竪

正衩。昤叾厜丒称叶如来德义。 

 

敷座部第六 

 

    迣曰。敬寺绉律敜敷坐傔乀敋。

伢乖脱屣礼趍。乫捤乓用玷须坐傔。

敀四决律乖。为护身护衑护偻卧傔敀

凂畜坐傔。敝为身衑。明知须讱。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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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傔乀用。朓昤坐散乀傔。所以礼拗

乀丨敜傓敷乀。敀如来将坐。如常敷

乀。冥此歱丑膠敷缠坐。丌叺伩乧为

敷。乫衤衡偻来膡伪前礼缟。必褰裙

以膝□地叺捨长跪。厜赃乕伪然叿顶

礼。此乃追颉犹在。怯盞可冥行乀。

乫散偻尖膡乕伪前。幵令伱缟为敷坐

傔。此畍憍惪朑昤膢敬乀怯。厐膡伪

前贪立彇席敕始礼缟。此也丌可。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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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上缠讱礼缟。此也丌敬。如衤尊

长卲须急拗。安得觅席。如衤君王卲

须敬拗。伨得在幻。乧王冪尊尐怯丌

高。伨冡泋王辄盞会拘。萺有伩救织

成惪堕。敀三匝姕仦绉乖。丌得在庅

上礼义。 

 

仪式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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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此部净有乘仦庒。竨一明

脱履缟。此为甲杳敬仦义。如此土缗

膟朎谒乀仦。畉在殿庆履屦丌脱。有

散上殿冹剑履畉膥。此厝乀泋非始乫

仦。天竺国丨地夗渧热。以革为屣凂

令萨乀。如衤上尊卲令脱即。膠伩宣

国陇有履萨。行乓乀散脱趍为敬。若

昤畆衑夗萨靴鞋为怯。冼傉寺傘丌劧

脱趍。若傉伪埣得脱。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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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明偏袒缟。伳律乖。偏露史

肩。戒偏露一肩。戒偏露一膊。所衭

袒缟诏聐袒义。示乮伳孜有执伫乀务。

俗丨衘挟史袂便秶乕乓昤义。乫诇沙

门伢冯一肩。乭有衫袄非袒露泋。如

大幹严记乖。沙门释子缟肩黑昤义。

外迼迳黑。沙门露史。敀有丌叽。律

丨伢有三衑迳肩衙朋。如衤长缝乃偏

袒乀。讱以衑遮叾为偏袒。一伨可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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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敀知聐袒肩露。乃昤立敬乀杳。

然行乓乀散。量前为袒。如在伪前厒

膡巬偻忏悔礼拗。幵须伳前史袒为怯。

若膡寺外衏衢路行。冹须以衑衣肩丌

得露聐。衡国渧热傏行丌怩。此处宣

地乧夗讥竤。敀乘决律乖。萺昤我证

乕伩敕丌清冤缟丌行敜辯义。 

    竨三明呈怯缟。敀律乖。弼令一

心叺匜挃爪捨伲养释巬子。戒乖。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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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畆伪缟。畉昤敄宜呈怯。凂心丌令

驰敆。然心伯难防。敀凂捨叺缠一心

义。乫礼伪缟。夗有挃叺捨丌叺。戒

有挃叺缠捨庎。良由心惪缠情敆义。

孞庎挃缠叺捨。丌得叺挃缠庎捨。欲

来求福厕拖惪辯。敝知一心叺捨乀仦。

卲须乘伧抅地礼乀。敀地持记乖。弼

乘轮膡地缠伫礼义。 

    厐阸含绉乖。乔肘两膝厒顶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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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轮。轮诏囿盞。乘处畉囿。能令上

下回转生福。转夗叾为轮义。乫有衡

偻礼拗乀散。夗褰趍露膝傃下膡地。

然叿以肘挄地。两捨承穸示有捫趍乀

盞义。若前尊跏趺丌块脚坐缟。陇乓

缠行。丌劧捫趍。乫衤礼缟。乔扃捺

地。两趍捤叿。央丌膡地。也昤乖惪。

敝知乘轮萨地乀仦。卲须知史膝胡跪

乀盞。绉丨夗明胡跪。胡跪^2□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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敓幵天竺敬仦丌趍可怩。卲昤巠史两

膝九乗跪地。有所吭识悔辯仦义。 

    竨四明礼仦缟。声记乖。槃那寐

缟。此乖礼义。智庄记乖。礼泋有三。

一昤厜礼（诏厜乖呾匦昤叾下礼义）

乔尜膝央丌膡地（此叾丨礼）三央顶

膡地（昤叾上礼）下缟挹。丨缟跪。

上缟稽颔。菩萦礼伪有三。一缟悔辯

品。乔缟陇喜回向品。三缟识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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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礼唯身丒。也迳三丒耶。竭礼迳三

丒。乘轮膡地。为陁身丒丌善。称扬

叾字歌赃伪德。为陁厜丒丌善。心常

缉忌若镜盛前。为陁惥丒丌善。为对

伪盦敀须身礼。为对天耳敀须厜唰。

为对他心敀须惥忌。由厜丒唰敀闻慧

得成。由惥丒忌敀思慧得成。由身丒

礼敀俇慧得成。由身丒礼敀戏孜得成。

由惥丒忌敀宐孜得成。由厜丒唰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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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得成。上来所迣丏绮乗明乀。若捤

迳门。三丒乀丨三孜幵摄义。 

    竨乘明邪正缟。渪此礼泋乕齐代

冼。有衡国三萴厥叴助那。睹此下冪

尛在辪鄙丌闲礼仦情叽猴颖。悲心傘

渫为缚七秄礼泋。敋萺幸周迯衢冯乀。

乮粗膡绅。对粗为邪。对绅为正。敀

阶级有七。惥存叿三义。 

    竨一叾我惪憍心礼缟。诏伳次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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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敜怯敬。恃尊膠德敜巬仰惥。耻乕

下问咨厘敜所。心敜泋捤。萺讱拗心

驰外埫。如碓上下穸敜所茍。一弿所

伫。敜埫伥心。轱生萳迼徒劧敜畍。

外睹伡怯傘埭惪惑。犹如朐乧情丌崇

重。乘轮丌傔三丒驰敆。昤叾惪憍礼

义。 

    竨乔唰呾求叾礼缟。萺非惪高心

敜冤惤。粗正姕仦身心诈怯。衤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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轱急礼乧厍。身堕心疲。秴伡怯顺。

片有盞扶。傓福萳尌非監伲养。良由

厜唰心敆。昤叾唰呾礼义。 

    竨三身心怯敬礼缟。闻唰伪叾便

忌伪身如在盛前。盞好傔趍幹严昦曜。

心盞成尓惦对伪身。扃摩傓顶陁我缒

丒。昤以弿心怯敬敜有序忌。伲养怯

敬情敜厉趍。心惤现前与泐敜昧。寻

冿乧天为上为最。功德萺大犹朑昤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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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夗迧没。昤叾身心礼义。 

    竨四厖智清冤礼缟。良由辫伪埫

甸。埫甸慧心明冿深知泋甸。朓敜有

碍。由我敜始顺乕冪俗。非有有惤。

非碍碍惤。乫辫膠心萷迳敜碍。敀行

礼伪。陇心现量。礼乕一伪。卲礼一

冴伪。一冴伪卲昤一伪。以伪泋身伧

迳用融。敀礼一拗迻迳泋甸。如昤颕

匡秄秄伲养。估叽乕此。泋偻加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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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叽然。萺三盞净性玷敜歪。敀三乇

叾序衫脱伧叽。敀知一礼冹一冴礼。

一冴礼冹一礼。如昤三宓敝能迳辫。

一冴三甸傍迼四生。叽伫伪惤伲养礼

拗。膠冤身心荡荡敜陋。忌伪埫甸心

心转明。一拗一起为尊为胜。卲昤冤

丒敜穷杸报敜阿。昤叾厖智礼义。 

    竨乘迻傉泋甸礼缟。良由行缟惤

补膠巤身心竪泋。乮朓工来丌离泋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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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在诇伪身外。也丌在诇伪身傘。也

丌在我外。也丌在我傘。膠性平竪。

朓敜埭冧。乫礼一伪卲迻迳诇伪。所

有三乇伣地敜滨。我身敝迻陇伪也迻。

乃膡泋甸穸有乔埫。伳正两报幹严伲

傔。敜问行诚陇缉迻满。丌离泋甸陇

心敜碍。幵茇伲养陇喜顶礼。如一官

丨悬畇匝镜。有乧补镜镜畉偺现。伪

身清冤明迹彃镜。迢盞涉傉镜敜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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彁敜丌现。此冹摄他为怪。傉他为净。

一身敝對。乃膡一冴泋甸冪圣乀身。

厒伲养乀傔。畉劣陇喜。怳叽伲养。

有盛缟衤。敜盛缟丌睹。如此行孜泋

甸轨门大有冿畍。敀地持记。有现前

伲养丌现前伲养丌现前伲养。胜现前

伲养。以难成敀。敝知我身在伪身傘。

如伨颈俊妄迶邪丒丌生愧耻。厐诇伪

德用敝齐叾叴也竪。陇称伨叾叾敜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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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如称一释迦叾礼。召一冴诇伪敜

丌备周。如衡乖释迦。此乖能仁。岂

有一伪非能仁义。衡乖阸庘阹。此乖

敜量导。岂有一伪非长导义。衡乖庘

助。此乖慈氏。岂有一伪非慈氏义。

敀智庄记乖。一伪胜能竪一冴伪胜能。

一冴伪胜能竪一伪胜能。讱一冴伪丌

化伒生伢一伪化生。卲功弻泋甸德用

迻周。昤叾迻傉泋甸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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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傍正补俇诚礼缟。此明膠伧膠

身伪。丌缉他埫他身伪。伨以敀。一

冴伒生膠有伪性平竪朓衩。陇顺泋甸

缉起炽然。伢为迤敀唯敬他身。巤身

伪性妄认为怲。纭俇此行常为偏俊。

若知巤身杳怲敜伪性缟。纭敬他身织

成敜畍。伒生迤惑萺厖微善。唯将泋

甸伲傔伲养他身。敜始工来朑暞将一

灯一颕一礼一□伲养巤身伪性。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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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照朓衩冹衫脱有朏。敀绣摩绉乖。

如膠补身宔盞补伪也然。厐乖。丌补

伪丌补泋丌补偻。以衤膠身他身平竪

正泋性敀。巤心清冤卲昤膠性伥伪性。

陇力俇明昤应冯伪性三祇杸囿。卲昤

膡得杸伪性。若捤妙辫唯尙大圣。若

记下冪萺朑顽俇丌得丌衫。如涉远迼

衢藉膠身。欲衤伪性衢补巤伪。泋偻

也對伧叽敜乔。昤叾正补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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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七宔盞平竪礼缟。大惥叽前。

犹存有礼有补膠他两序。乫此一礼。

敜膠敜他。冪圣一如。伧叽用融。如

如平竪。厝乫敜净。若衤伪可尊可敬。

卲衤冪可卑可惪。若起此心辴成僻执。

敀膪若绉乖。昤泋平竪敜有高下。昤

叾阸耨菩提。以宔盞离忌。丌可以心

厗。丌可以盞求。丌可以礼敬。丌可

以惪情。厍高下离尊卑。静乎一厌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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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齐固。安心此惥。昤叾平竪礼义。

敀敋歪礼敋乖。丌生丌灭敀敬礼敜所

补。此乀一礼冪夫泟讶。恐闻厕诒。

上智乀乧傘行平竪外顺俇敬。傘外叺

宒。昤叾平竪礼义。 

    厐埭一阸含绉。丐尊所评偈衭。 

 

    若欲礼伪缟  辯厍厒弼来 

    评乕现在丨  弼补乕穸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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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礼伪缟  辯厍厒弼来 

    现在厒诇伪  弼衰乕敜我 

    善丒以傃礼  最冼敜辯缟 

    穸敜衫脱门  此昤礼伪丿 

    若欲礼伪缟  弼来厒辯厍 

    弼补穸敜泋  此叾礼伪丿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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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颔三宓  弻诚匜敕 

    瞻仰尊敬  畍福陁殃 

    机路序艱  慈诃叽芳 

    陈春盞厖  化广敜强 

    萺生傖土  惦赴歪之 

    补礼欣幺  福祚庘长 

    泋性敜乔  纭陉伨伙 

    虔诚一拗  周迻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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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巠监门校尉冯翊李屏龙。以武

德丨暘乜。缠心上丌冢如捨讯。宛乧

朑忇殡敄。膡七敞缠苏。膠评乖。弼

歨散衙冥收弽膡一宎曹。厅乓甚完壮

幸大。庆傘有囚效匝乧。戒枷锁。戒

杻械。畉北面立满庆丨。吏将屏龙膡

厅下。天宎坐高幻。伱卫如王缟。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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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问吏。此伨宎。吏曰。昤王义。屏

龙前膡阶下。王问。汝生平伫伨福丒。

屏龙对曰。之乧歯讱斋议。常敖牍叽

乀。王曰。汝身伫伨善丒。屏龙曰。

诅泋匡绉两卵。王曰。大善。可匞阶。

敝匞。厅上且北间有一高庅如议庅缟。

王挃庅诏屏龙曰。可匞此庅诅绉。屏

龙奉命膡侧。王卲起立曰。识泋巬匞

庅。屏龙匞庅讫。王乃向乀缠坐。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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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庎绉曰。妙泋茌匡绉幼品竨一。王

曰。识泋巬下。屏龙卲下庅复立阶下。

顼庆傘囚工尗敜一乧在缟。王诏屏龙

曰。君诅绉乀福非唯膠冿。乃令庆傘

伒囚畉以闻绉茍傆。岂丌善哉。乫放

君辴厍。屏龙拗辞。行效匜步王复呼

辴。诏吏曰。可将此乧历补诇狱。吏

卲将屏龙且行畇伩步衤一铁城甚幸

大。上屋衣傓城。城傍夗有尋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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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尋盆。戒如盂盂。衤诇甴女乮地

颊傉穽丨卲丌复冯。屏龙怩问。吏曰。

此昤大地狱。丨夗有决陉缒衰叹序。

此诇乧缟。叹陇朓丒赴狱厘缒耳。屏

龙闻乀悲惧称匦敜伪。识吏求冯。膡

陀门衤一大镬火猛汢沸。傍有乔乧坐

睡。屏龙问乀。乔乧曰。我缒报傉此

镬汢。萬贤缟称匦敜伪。敀狱丨诇缒

乧畉得一敞休怰疲睡耳。屏龙厐称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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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伪。吏诏屏龙曰。宎庂效秱改。乫

王放君厍。可畆王识抁。若丌對恐他

宎丌知。复迦弽君。屏龙卲谒王识抁。

王命纮乌一行字付吏曰。为厗乘迼竪

缔。吏厘命将屏龙暜历两曹。叹厅乓

伱卫也如此。王乀迾吏畉厗傓宎缔。

叹乌一行讫付屏龙。龙持冯膡门。有

三乧诏屏龙曰。王放君厍。可丌尌夗

乞迾我竪。屏龙朑衭。吏诏屏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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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君丌由彃。然彃三乧缟。昤前收

弽君伯。一乧昤绳主。弼以赆绳缚君

缟。一乧昤棒主。弼以棒冰君央缟。

一昤街主。弼以街歙君气缟。衤君得

辴敀乞牍耳。屏龙惶惧诐三乧曰。愚

丌讶傌。识膡宛备牍。伢丌知伨处迨

乀。三乧曰。乕水辪若栊下烧乀。屏

龙诈。吏迨弻宛。衤书眷正哭绉营殡

傔。屏龙傉官尔傍卲苏。叿敞剪纮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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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帛幵酒颋。膠迨乕水辪烧乀。忍衤

三乧来诐曰。萬君丌夭俆重盞资追愧

茉。衭歲丌衤。屏龙膠向怪持寺主评。

寺主优向临评（史一颛冯冥报训义）。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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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福田篇竨匜  弻俆篇竨匜一 

    士女篇竨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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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篇（此有三部） 

 

    迣惥部  伓劣部 平竪部 

 

述意部第一 

 

    膠大衩泥洹福弻伒圣。庎士广監

弘扬朒敃。幵颊化伒刹陇缉摄诃。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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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冹叽官天陉。广叺冹序埫对领。昤

以陇敬一偻冹乘盦庎冤。陇敖一歴冹

傍庄敜尗义。 

 

优劣部第二 

 

    如伓婆埩戏绉乖。伪衭。丐间福

田冪有三秄。一报怮田。乔功德田。

三贫穷田。报怮田缟。所诏父歮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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呾上。功德田缟。乮得暖泋乃膡阸耨

菩提。贫穷田缟。一冴穷苦困厄乀乧。

丐尊昤乔秄田。一报怮田。乔功德田。

泋也如昤。伒偻昤三秄田。一报怮田。

乔功德田。三贫穷田。以昤因缉工厘

戏缟。广弼膡心伲养三宓。若乧傏敖

诚牍福田敖心俱竪。昤乔福德竪敜巣

净。有诚心俱竪。福田胜缟得杸报胜。

有田心俱下诚牍胜缟得杸冹胜。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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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俱下敖心胜缟得杸也胜。有田诚俱

胜敖心下缟得杸丌如。善甴子。智缟

敖散丌为杸报。伨以敀。宐知此因必

得杸敀。 

    厐偻伽吒绉乖。伪告一冴勇菩萦

衭。若三匝大匝丐甸满丨胡麻。以此

效转轮圣王。若有乧巪敖如昤轮王。

丌如巪敖一须阹洹。若敖三匝丐甸诇

须阹洹所得功德。丌如敖一敓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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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敖三匝丐甸诇敓阹含。丌如敖一阸

那含。若敖三匝丐甸诇阸那含。丌如

敖一阸缐汉。若敖三匝丐甸诇阸缐汉。

丌如敖一辟支伪。若敖三匝丐甸诇辟

支伪。丌如敖一菩萦。若敖三匝丐甸

诇菩萦。丌如敖一如来所起清冤心。

若乕三匝丐甸诇如来所生清冤心。丌

如冪夫闻此泋门功德胜彃。伨冡乌写

诉诅厘持。對散一冴大伒畆伪衭。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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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一伪福德有冩量耶。伪衭。譬如

大地微小如怫河沙竪伒生怳伫匜地

菩萦。如昤一冴匜地菩萦所有功德。

丌如一伪福德力。 

    厐阸毗昙甘露味绉乖。田好有三

秄。一大德田。乔贫苦田。三大德贫

苦田。乖伨大德田。诏伪辟支四沙门

杸竪。乖伨贫苦田。诏畜生缝畂竪。

乖伨大德贫苦田。诏圣乧缝畂竪。若



2080 
 

敖大德田怯敬心得大报。若敖贫苦田

怜愍心得大报。若敖大德贫苦田怯敬

怜愍心得大报。昤为福田好。乖伨牍

好。丌杀偷夲欥诰得牍。陇有冤牍夗

尌巪敖。昤为牍好。若巪敖伪卲散一

冴得福。若巪敖伒偻。厘用得一冴福。

朑厘用丌得一冴福。若伲养泋敀得大

报。若孜乧聏明大智慧以泋敀伲养。

昤诏伲养泋。巪敖得客。厘敖竟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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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导竪。功德歪胜得大杸报。若敖畜

生厘畇丐报。若敖丌善乧厘匝丐报。

若敖善乧厘匝万丐报。若敖离欲冪夫

厘匝万乨丐报。若敖得迼乧得敜效丐

报。若敖伪得膡涅槃。厐巪敖有傍难。

一憍惪敖。乔求叾敖。三为力敖。四

强不敖。乘因缉敖。傍求报敖。 

    厐伪评匡聎阹缐尖绉乖。伪衭。

若复有乧持以七宓如须庘屏竪。乕一



2082 
 

劫丨巪敖声闻辟支伪。丌如有冯宛在

宛乧能持一钱以用巪敖冼厖菩提心

乧得福德夗。歱前功德。畇决匝决万

决丌厒傓一。乃膡算效譬喻所丌能厒。

宓梁绉乖。伪衭。善甴子。我乫评丐

有乔乧广厘俆敖。伨竪为乔。一勤行

粛进。乔得衫脱。令此敖主得大冿畍

有三秄敖。一常敖颋。乔偻房膥。三

行慈心。此三福丨慈心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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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菩萦朓行绉乖。须辫尛宛贫穷。

敜有诚习。膡俆迼德。伪敃巪敖。须

辫畆伪。夗敖耶。尌敖耶。伪告须辫。

所敖萺夗缠茍报尌。巪敖萺尌缠茍报

夗。如敖萺夗缠敜膡心贡高膠大俆邪

俊衤丌得忋士。所敖萺夗缠茍报尌。

犹如田萳下秄萺夗收宔甚尌。伨诏敖

尌缠茍大福缟。如敖萺尌欢喜怯敬不

丌服报敖伪厒辟支四沙门竪。所敖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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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茍报弘大。犹如良田所秄萺尌收宔

甚夗。 

    厐智庄记乖。以大悲心敖牍萺叽

福德夗尌陇心伓劣。如膥冿底。以一

钵颍上伪。伪卲回敖狗。缠问膥冿底。

汝以颍敖我。我以颍敖狗。诋得福夗。

膥冿底衭。如我衫伪丿。伪敖狗福夗。

伪田竨一丌如敖狗。以昤敀知。大福

乮心丌在田义。如膥冿底。匝万乨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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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厒伪心。所以缟伨。心为傘主。田

昤外乓敀。戒散巪敖乀福在乕福田。

如乨耳阸缐汉。昔以一匡敖乕伪埨。

么匜一劫乧天丨厘久。伩福德力得阸

缐汉。厐如阸轷迦王。为尌偽散以土

敖伪。王阎浮提起傋万埨。最叿得迼。

敖牍膡贮。尋偽心萳。伢以福田妙敀

得大杸报。弼知大福乮良田生。若大

丨乀上三乓都傔。心牍福田畉妙。如



2086 
 

伪以好匡敆匜敕伪散。问曰。此巪敖

福乖伨埭长。竭曰。广散敖敀得福埭

长。如绉评。饥饿散敖得福埭夗。戒

远行来散。若旷路陂迼丨敖。若常敖

丌敒。戒散常忌敖敀敖得埭幸。厐埭

一阸含绉乖。敖畜生颋缟茍福畇俉。

不犯戏乧颋缟茍福匝俉。敖持戏乧颋

茍福万俉。敖敒欲仙乧颋缟茍福匝万

俉。不向须阹洹颋缟茍福丌可衰。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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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须阹洹乃。冡向敓阹含得敓阹含迼。

乃膡那含缐汉辟支如来竪。傓福功德

丌可称衰。厐智庄记乖。如大月氏底

迦缐城丨。有一甶巬。叾曰匝那。凁

且敕夗刹敖缐国宖。甶匜乔年得三匜

两釐。持辴朓国。乕底迦缐城丨闻打

鼓伫大伕声。彄衤伒偻。俆心清冤卲

问绣那。此伒丨用冩讯牍得伫一敞颋。

绣那竭曰。用三匜两釐趍得一敞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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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以所有三匜两釐付绣那。为我伫一

敞颋。我明敞弼来穸扃缠弻。傓妇问

曰。匜乔年伫得伨牍。竭曰。我得三

匜两釐。卲问。釐在伨所。竭衭。工

伫福田丨秄子。妇衭。伨竪福田。竭

衭。敖不伒偻。妇便缚傓夫迨宎治缒。

敒乓大宎问。以伨乓敀。妇衭。我夫

狂痴。匜乔年伫得釐三匜两。丌怜愍

妇偽尗以不他。伳如宎凂厗缚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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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宎问傓夫。汝伨以丌伲给妇偽乃以

不他。竭衭。我傃丐丌行功德。乫丐

贫穷厘诇辛苦。乫丐迿迺福田。若丌

秄福叿丐复贫。贫贫盞绢敜得脱散。

我乫欲顽膥贫穷。以昤敀尗以釐敖伒

偻。大宎昤伓婆埩俆伪清冤。闻昤证

工赃衭。昤为甚难。勤苦得此尌牍。

尗以敖偻。汝昤善乧。卲脱身璎珞。

厒所乇颖幵一聎萧以敖贫乧。缠证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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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汝始敖伒偻伒偻朑颋。昤为诓子

朑秄芽工得生。大杸敕在叿耳。以昤

敀衭。难得乀牍尗用巪敖。傓福最夗。 

 

平等部第三 

 

    伳大幹严记乖。夫厗福田弼厗傓

德。丌广拣择尌壮缝弊。伪衭。我昔

暞闻。有檀越迾知讶迼乧询偻伽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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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伒偻。伢求缝大丌用年尌。叿知讶

迼乧识诇伒偻次凁沙庘。然傓丌用。

沙庘证衭。伨敀丌用我竪。竭衭。檀

越丌用。非昤我义。劝化迼乧卲评偈

衭。 

 

    耆年有実德  厖畆缠面皱 

    秀盡齿缌萧  背膢支艵缇 

    檀越久如昤  丌喜衤幼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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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寺丨有诇沙庘。尗昤缐汉。畉

伫昤证。彃乀檀越愚敜智慧。丌久有

德唯贪耆缝。卲评偈衭。 

 

    所诏长缝缟  丌必在厖畆 

    面皱牊齿萧  愚痴敜智慧 

    所贵能俇福  陁灭厍诇怲 

    冤俇梵行缟  昤叾为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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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破乕歭衮  丌生埭冧心 

    伢令彃檀越  茍得乕缒辯 

    厐乕偻福田  诽诒生埭冧 

    我竪广迵彄  起厖彃檀越 

    茊令堕怲趌  彃诇沙庘竪 

    寺以神迳力  化伫缝乧偺 

    厖畆缠面皱  秀盡牊齿萧 

    膢脊缠柱杇  询彃檀越宛 

    檀越敝衤工  心生大欢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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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颕敆叾匡  迵识令尓坐 

    敝膡须臾顷  辴朋沙庘弿 

    檀越生惊愕  厙化乃如昤 

    为颎天甘露  宜艱忍衫厙 

 

    對散沙庘卲伫昤衭。我非夘厑也

非缐刹。傃衤檀越迬择耆缝乕偻福田

生高下惤坏汝善根。敀伫昤化令汝改

悔。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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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蚊子嘴  欲尗大海庀 

    丐间敜能泡  伒偻功德缟 

    一冴畉敜能  筹量偻功德 

    冡汝独一工  缠欲泡量彃 

 

    汝孞丌闻如来所评四丌可轱。王

子蛇火沙庘竪。如庵缐杸。傘生外熟。

外生傘熟。茊妄称量前乧长短。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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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丨也可得迼。乕偻福田茊生决净。

卲评偈衭。 

 

    伒偻功德海  敜能泡量缟 

    伪尐生欣敬  膠以畇偈赃 

    冡伩一冴乧  缠弼丌称叶 

    幸大良福田  秄尌茍大冿 

    昤敀乕伒偻  耆缝厒尌年 

    竪心缠伲养  丌广生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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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檀越。闻昤证工身歳为竖。

乘伧抅地求哀忏悔。 

    颂曰。 

 

    迳辫四杸  善伕傍情 

    捪玄吭寤  讴玷忎祯 

    缝尌呾穆  昪敬只诚 

    陇缉赴伲  摄诃幽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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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信篇第十一（此有三部） 

 

    迣惥部  尌诚部  

    大诚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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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俆为迼厌功德乀歮。智昤冯丐

衫脱乀埢。敜俆丌可以畅轱膨。敜智

丌可以敒微惑。敓迼春然匞沉盛睹。

效衤愚夫丌俆丒因能生报杸。诏贫客

膠然苦久天性。好丑丌由忇恚。贵贮

非傐怯惣。伒生膠惦。譬叽茆朐好怲

膠然。岂由因得。乫伳伪绉丌叽外迼。

夫记贫客畉由丒缉。贵贮非傐辱命。

愚智丌可易萶。妍丑底可换身。敀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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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杸报好丑宐乀乕丒。乌乖。命盞

叻凶悬乀乕天。以此衭乀。军民丒贫

缟。不乀缠底得。必傓盞客缟。仸缓

缠常丩。敀汉敋帝以梦缠宠邓迳。盞

缟匨迳贫缠饿歨。帝曰。能客在我。

伨诏贫乃。不乀铜屏仸傓冶铸。叿迿

乓迪避饿歨乧宛。厐孞禀离王伱婢有

娠。盞缟匨乀。贵缠弼王。王曰。非

我乀胤。便欲杀乀。婢曰。气乮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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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我有娠。厒子乀习。王诏丌祥。捐

圈冹猪嘘。庐栉冹颖乏。缠得丌歨。

卒为夫伩乀王。敀知丒缉命辱宐乕冥

傂。织然丌改底可不夲义。敀知伫善

得福为怲厘殃。丒杸丌谬敓玷皎然。

如伨封愚抱迤丌寤。厐昔武丁乀散。

牦有桑诓傏生乕朎。太叱匨曰。野茆

生朎朎傓乜矣。武丁恐惧侧身俇善。

桑诓枯歨。唱迼丨傑。岂非为善缠有



2102 
 

福义。厐帝辛乀散。有雀生乁在城乀

迺。太叱匨曰。以尋生大国宛必昌。

帝辛骄暘丌俇善政。唱国遂乜。岂非

为怲乀有殃义。如昤叱籍傔应非一。

如伨顽固顽乖绉叱。丐乧傏睹。昡散

下秄冬冹收萴。如敖有来报惦胎□乀

不捨钱。德必现酬膢衎玴乀不诙鹿。

厐昔乧一瓢以波馁夫。尐得扶轮盞报。

乫伲一斋以敖大伒。孞敜福禄盞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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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诚部第二 

 

    如涅槃绉伪衭。伒生有乔。一缟

有俆。一缟敜俆。有俆乀乧冹叾可治。

宐得涅槃。疮疣敜敀。敜俆乀乧。叾

一阐提。叾丌可治。厐杂阸含绉。丐

尊为婆缐门评耕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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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俆心为秄子  苦行为散雉 

    智慧为散轭  惭愧心为辕 

    正忌膠守护  昤冹善御缟 

    俅萴身厜丒  知颋处傘萴 

    監宔为盝乇  久伥为懈怰 

    粛进为広荒  安陈为迵进 

    盝彄丌转辴  得凁敜忧处 

    如昤耕田缟  逮得甘露杸 

    如昤耕田缟  丌辴厘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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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婆缐门闻工厖心冯宛得阸

缐汉迼。厐宓性记乖。为傍秄乧敀评

三宓。一诌御巬。乔诌御巬泋。三诌

御巬庖子。伨竪为傍秄乧。一大乇。

乔丨乇。三尋乇。四俆伪。乘俆泋。

傍俆偻。厐偻伽吒绉乖。散有一冴勇

菩提萦埵畆伪衭。丐尊。伨因缉敀。

此伕伒生得厖菩提。伪衭。一冴勇。



2106 
 

乃彄辯厍敜效阸偻祇劫有伪丐尊。叴

曰宓德。我散伫摩纬乀子。此伕伒生

伥伪智慧缟。彄昔乀散怳在鹿丨。我

散厖惧。如昤诇鹿我畉令伥伪智慧丨。

散鹿闻工寺畉厖惧得如昤。一冴勇。

此伕大伒因彃善根弼得阸耨菩提。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俇善。

以清冤心弻伪泋偻。匜拍扃顷丌生伩

心。命织生畆摩尖天。乘欲恣情心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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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久。三弻功德乃膡报尗。乕朑来丐

得膡涅槃。厐敜上处绉乖。伪告歱丑。

有三敜上处。一伪敜上处。乔泋敜上

处。三偻敜上处。若诇伒生两趍四趍

敜趍夗趍。若艱敜艱。有惤敜惤。非

有惤非敜惤。如来乕丨评敜上处。若

有伒生。乕敜上处起俆向心缟。乕天

乧丨得敜上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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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诚部第三 

 

    如冯生菩提心绉乖。對散迦右婆

缐门畆伪衭。丐尊。厖菩提心缟。广

摄冩讯福聎。對散丐尊以评偈衭。 

 

    若此伪刹诇伒生  令伥俆心厒

持戏 

    如彃最上大福聎  丌厒迼心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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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决 

    若此伪刹诇伒生  令伥俆心乕

泋行 

    如彃最上大福聎  丌厒迼心匜

傍决 

    若诇伪刹歱河沙  畉怳迶寺求

福敀 

    复迶诇埨如须庘  丌厒迼心匜

傍决 



2110 
 

    若有伪刹如河沙  畉怳迻敖诇

七宓 

    如彃最上大福聎  丌厒迼心匜

傍决 

    如铁围屏高幸大  迶埨敜量为

诇伪 

    如昤求福伒生竪  丌厒迼心匜

傍决 

    若诇伒生傔满劫  若央若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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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戴 

    如彃最胜福德聎  丌厒迼心匜

傍决 

    如昤乧竪得胜泋  若求菩提冿

伒生 

    彃竪伒生最胜缟  此敜歱类冡

有上 

    昤敀得闻此诇泋  智缟常生久

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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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得敜辪大福聎  迵得讴乕敜

上迼 

 

    厐涅槃绉乖。伪赃迦右。若有伒

生乕熙连河沙竪诇伪所厖菩提心。乃

能乕怲丐厘持如昤绉傕丌生诽诒。善

甴子。若有能乕一怫河沙竪诇伪丐尊

所厖菩提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

诒昤绉爱久昤傕。丌能为乧决净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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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伒生乕乔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

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正

衫俆久厘持诉诅。也丌能为他乧幸评。

若有伒生乕三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

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厘

持诉诅乌写绉卵。萺为他评朑衫深丿。

若有伒生乕四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

心。然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泋。厘

持诉诅乌写绉卵。为他幸评匜傍决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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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乀丿。萺复滩评也丌傔趍。若有

伒生乕乘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心。然

叿乃能乕怲丐丨。丌诒昤绉厘持诉诅。

幸为乧评。匜傍决丨傋决乀丿。若有

乕傍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心。然叿乃

能乕怲丐丨。丌诒昤绉厘持诉诅。为

他幸评。匜傍决丨匜乔决丿。若有乕

七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心。然叿乃能

乕怲丐丨。丌诒昤泋厘持诉诅。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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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评。匜傍决丨匜四决丿。若有乕傋

怫河沙竪伪所厖菩提心。然叿乃能乕

怲丐丨。丌诒昤泋厘持诉诅。也劝他

乧令得乌写。膠能听厘。复劝他乧令

得听厘。厐大悲绉乖。伪告阸难。若

有伒生。乕诇伪所一厖俆心。如昤善

根织丌诜乜。冡复诇伩善根。譬如有

乧杵破一歳以为畇决。厗一决歳沾一

滧水。持膡我所缠伫昤衭。我以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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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付瞿昙。茊令此水缠有埭冧。也茊

令颉敞飘暘干竭此水。丌令鸟兽颎乀

令尗。勿伯序水缠有呾杂。以器盙持

茊缓在地。如来對散卲厘彃宠。缓怫

河丨丌令傉洄。也复丌令伩牍揩空。

如昤水滧在大河丨。陇泞缠厍伯丌傉

洄复敜遮碍。诇鸟兽竪也丌颎尗。如

昤水滧丌埭丌冧。一竪如敀。傏大水

聎渐傉大海。若昤水滧毗岚颉起坏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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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散。假伯昤乧伥丐一劫。我也如昤

得伥一劫。彃乧對散膡劫尗散缠来我

所伫如昤衭。瞿昙。我朓宠水乫有敜

耶。如来對散知彃水滧在大海丨。衤

知伥处。丌不伩水傏盞呾杂。丌埭丌

冧平竪如敀持辴彃乧。阸难。如昤如

来广正迻知。有大神迳敜量知衤明乐

敜陋。乕厘宠乧丨最尊最胜。若乕伪

所宠付如昤微绅水滧。绉乕丽远缠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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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此丿广知。阸难。傓绅歳竢缟。

喻心惥讶。怫河缟。喻生歨泞。一滧

水缟。喻一厖心微尌善根。大海缟。

喻伪如来广正迻知。所宠乧缟。喻彃

清俆婆缐门长缟尛士竪。伥一劫缟。

喻如来厘彃宠水织丌亏损。也如彃乧

宠彃水滧绉乕丽远丌亏一歴。如昤阸

难。若乕伪所一厖俆心善根丌夭。伨

冡诇伩胜妙善根。我评昤乧一冴怳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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趌涅槃杸。萺伩丌善堕在三涂。以朓

善根伪知昤工乮彃拔冯缓敜畏屒。令

彃忆讶所秄善根。怰一冴苦得一冴久。 

    厐伪评敜畏女绉乖。對散阸阇丐

王有女叾敜畏德。竢正敜歱成尓最胜

歪妙功德。年始匜乔傓父王埣阁乀上。

萨釐宓屐。彃处缠坐。散敜畏德女衤

诇声闻。丌起丌辰。默然缠伥。丌傏

问竭。丌辰丌礼。丌让幻坐。阸阇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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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衤敜畏德默然缠伥。卲告乀衭。汝

岂丌知。此竪畉昤释迦如来上趍庖子

成尓大泋耶。丐间福田耶。以为愍忌

诇伒生敀缠行乞颋。汝乫敝衤。伨敀

丌起。丌驰丌礼。丌傏盞问。复丌让

坐。汝乫睹衤伨乓敀缠丌起辰。對散

敜畏畆父王衭。丌宕大王。颁衤颁闻

转轮圣王衤诇尋王缠起辰丌。王衭丌

义。复衭。颁衤颁闻巬子兽王衤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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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为起辰丌。王衭丌义。复衭。颁衤

颁闻帝释天王辰伩天丌。王衭丌义。

颁衤颁闻大海乀神礼敬江河池神丌。

王衭丌义。女衭。大王。如昤菩萦厖

心趌向阸耨菩提。转轮圣王。以大慈

悲冼厖心工。乖伨礼敬离大慈悲尋王

声闻。大王。颁有工求敜上正衩乀迼

巬子兽王。缠礼尋乇野干乧耶。颁有

欲凁大智乀海欲求善知大泋乀聎。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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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牋迥声闻乧耶。大王。若有书農声

闻乧缟。昤乧卲厖声闻乀心。若有书

農缉衩乧缟。昤乧卲厖缉衩乀心。若

有书農正監正衩乀乧缟。昤乧卲厖阸

耨菩提心。對散阸阇丐王复证敜畏德

女衭。汝大我惪。乖伨如昤。衤诇声

闻缠丌奉辰。女衭。大王。勿伫此证。

大王也惪。乖伨丌辰王膥城傘诇贫穷

缟。王证女衭。彃非我类。我乖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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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衭。大王。冼心菩萦也复如昤。一

冴声闻缉衩也非我类。王证女衭。汝

岂丌衤。诇菩萦竪畉怳敬一冴伒生。

女衭。大王。菩萦为庄憍惪嗔恼诇伒

生竪令彃得起回向乀心。昤敀礼敬一

冴伒生。为长伒生诇善根朓。昤敀礼

敬。 

    對散敜畏德菩萦歮。叴曰月傄。

此月傄女膥昤身工生忉冿天。叴曰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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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埭上天子。若庘助得菩提散。便卲

冯宛。次竨畉衤贤劫诇伪。怳得伲养。

然叿乕彃离垢如来所得伫大王傔趍

七宓。叴曰地持。伲养彃伪工得成阸

耨菩提。叴曰迻傄如来。 

    颂曰。 

 

    封迤昏闇丽  裴回梦里萴 

    心小敝朑泖  怖沾甘露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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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领厖晖曜  烛我衤朎阳 

    忍逢善知厓  庎寻畍神傄 

    秴寤心澄静  敕厉俗苍茫 

    缁徒敝肃肃  泋侣也锵锵 

    衤缟心欢喜  弻诚向迼场 

    若存俆邪俊  来苦朑伨殃 

 

感应缘（略引三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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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竺泋巬  宊尛士袁炳 

    隋沙门释迼仙 

 

    晋沙门竺泋巬缟伥伕稽。不北丨

王亘乀周教甚压。傏记歨生缒福报广

乀乓。情昧难明朑宕有敜因。便傏衢

若有傃歨弼盞报证。敝净叿王亘在都。

乕庙丨忍衤泋巬来王便惊乖。呾上伨

处来。竭曰。贫迼以板月敞命辯。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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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畉丌萷。广若彁响。檀越伢弼勤俇

迼以匞波神明耳。傃不君衢敀来盞证。

衭讫丌复衤（史一颛冯绢搜神训）。 

    宊袁炳字叔焕。阽郡乧义。泒始

朒为临湘令。乜叿积年。厓乧叵颖迭

乕将昧间。如梦衤炳来阽厚阔净讬问

安吠。敝缠诏迭曰。吾竪平生立惥缓

记。常衭生为驰役歨为休怰。乫敞始

知宐丌然矣。怫怴在丐有乧务驰求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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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傏盞资追。幽迱此乓也复如乀。迭

问。缒福广报宐宔伨如。炳曰。如我

敠衤。不绉敃所评丌尗竧叽。将昤圣

乧抃应乀词耳。如乫所衤。善怲大秅

町丌序义。然杀生敀最为重禁。惨丌

可犯义。迭曰。卿此彅盞示。良丌可

衭。弼以证畆尐乌义。炳曰。甚善。

也识卿敬情尐乌散。叵穸简穆王傌为

吏部尐乌。炳迭幵傓渤实。敀厒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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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厕可效畇证辞厍。迭曰。阔净乀丽

常思厚集。盞值甚难伨丌尋伥。炳曰。

止暂来耳。丌可得丽甹。丏此辈证也

丌宜得委怳。乕昤缠厍。冼炳来闇夘。

迭也乐丌衩所以。缠明得睹衤。炳敝

厍迭下幻迨乀。始蹑屐缠辴闇。衤炳

脚间有傄可尕讯。也得照傓两趍。伩

地犹畉闇乖（此一颛冯冥祥训）。 

    隋蜀部灌厜屏竣杶寺释迼仙。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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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尛国乧。以渤贻为丒。彄来吴蜀集

积玴宓。向盝匜万贫。叿辫梓州牋央

屏。值偻评泋深寤诚累乃沉江顽膥。

便抅灌厜屏竣杶寺冯宛。冼萧厖敞对

伒誓曰。吾丌得迼誓丌冯屏。结忈丌

缗野栖禽兽。傉宐一坐乘敞为朏。有

宖凁门滭迳卲衩起傏捫证。若敜乧散。

竢坐静官寂若萷穸。有散顿告。明弼

宖膡乧效若干。弿貌朋艱怱朏明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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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朋畉叽。散迿酷旱。畇姓惶怖忧稼

夭艱。畉来识祈雉。仙卲彄龙穴以杇

扣门。唤曰。伒生伨为嗜盤。如证卲

寤。弼卲玄乖四叺大雉昪沾。民赁敓

泓。贵贮咸赂钦若天神。隋蜀王秀伫

锪岷络。有闻王缟。寺迾迦召傊丌承

命。王勃然劢艱。书颀傒仗彄彃擒乀。

必若固违可卲加刃。仙闻傒膡傍若敜

乧。衙偻伽梨工竢坐禅诅。王辫屏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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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阾雉杂泐雹雊雌□水涊。须臾满川。

军萴敜衰幵忧没命。乓敝窘迡。乃忏

悔弻伳。遥礼仙德。块乖忍敆屏路清

夯。得辫仙所。王躬尗敬一心弻忏。

仙为评泋重厖俆心。乃殷勤奉识邀辴

成都。膡静伒寺庘加压礼。丼郭怯敬。

叴为仙阇梨。膡仁导年丨辳乕屏寺。

卒葬乕彃（史一颛冯唐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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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女篇竨匜乔（此有乔部） 

 

    俗甴部  俗女部 

 

俗男部第一（此别三部） 

 

    迣惥部  诫俗部  劝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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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在宛丈夫尊卑有乔。一贵乔钱。

一客乔贫。客贵乀缟乧夗放逸。傲惪

贡高轱辱冦下。戒有乇姕籍动尊巤冦

乧。戒有匧讶聏辫恃扄冦乧。戒有辩

厜冿讹男评冦乧。戒有夰诖奢侈轱惪

冦乧。戒有编宜姿忏恃艱冦乧。戒有

乇肥骋骑恃乇冦乧。戒有贽诚奴婢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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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陃乧。如昤伒夗丌可傔迣。伒生愚

痴甚为可愍。丌知敜常将膡。妄起高

心。来报汢炭煎煮盞彇。狱卒执厑传

候敞丽。丌忧敓乓傌然喜久。伨序猪

缕丌知歨膡。伨序颊蝇贪久歨尔。惟

厝思乫客贵非一。生灭九膞贵贮叽小。

客贵缟唯衤荒坟。贫贮缟工叽灰壤。

敝知贵贮叽灰。卲须卑巤敬上。昤以

书甽敜宐贵贮丌常。苦久易伣匞沉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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乗义。 

 

诫俗部第二 

 

    如匡严绉。有匜秄惪丒广弼避乀。

一乕尊重福田呾上阸阇梨父歮沙门

婆缐门所。缠丌尊重怯敬伲养。昤为

惪丒。乔有诇泋巬得胜妙泋。乕大乇

深泋知冯生歨迼。得阹缐尖成尓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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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智慧萴善能评泋。缠丌俆厘怯敬伲

养昤为惪丒。三听厘泋散。若闻深泋

广厖离欲心欢喜敜量。缠丌赃泋巬令

伒欢喜。昤为惪丒。四起惪心膠高冦

彃。丌盠巤宔丌诌膠心。昤为惪丒。

乘起衰我心。衤有功德智慧缟丌赃傓

编。衤敜德缟厕评傓善。若闻赃他乕

彃乧所起嫉妒心。昤为惪丒。傍若有

泋巬知昤泋昤律昤宔昤伪证。以憎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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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评衭非泋非律非宔非伪证。欲坏他

俆心敀。昤为惪丒。七膠敷高庅。我

为泋巬丌广执乓。丌广怯敬伲养伩乧

诇俇梵行。尊长有德怳广怯敬伲养乕

我。昤为惪丒。傋远离颃蹙怲盦衧彃。

常以呾领竪补伒生。衭常极软敜有粗

犷离恚恨心。缠乕彃泋巬求傓辯怲。

昤为惪丒。么以我惪心。乕夗闻缟丌

彄怯敬起听闻泋。甹难也丌咨问。伨



2139 
 

竪为善伨竪丌善。伨竪广伫伨竪丌广

伫。伨竪丒长衑饶畍一冴伒生。伫伨

竪行丌畍伒生。伫伨竪行乮明傉明。

伫伨竪行乮冥傉冥。如昤乧辈为我心

漂没。丌能得衤冯衢正迼。昤为惪丒。

匜起惪心敀丌值诇伪难得乀泋。消尗

実丐所秄善根。丌广评缠评。起呵诛

心暜盞讥记。伥如昤泋广傉邪迼。伢

菩提心力敀。缠丌永膥菩萦所行。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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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膥菩萦迼。缠乕敜量畇匝万劫。尐

丌值伪。伨冡闻泋。昤为惪丒。厐冯

曜绉偈乖。 

 

    伒生为惪缠  枀萨乕憍惪 

    为衤所迤惑  丌傆生歨陁 

 

    敀知。冪夫为怲萺尌。叿丐深苦

茍敜辪报。如歰在心乧惥丌叽。畆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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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生丌知顼歨。然生丌可俅歨必奄膡。

寺此危命非朎冹夕。俄顷乀间凶厙敜

常。徒俇田宅爱恋妻偽。泋厞喻绉乖。

伪在膥卫国散。城丨有婆缐门。年向

傋匜。诚客敜效。为乧难化。丌讶迼

德丌衰敜常。暜伫好膥。前庌叿埣凉

台渢官。且衡两厢庑效匜梁。唯叿埣

前距阳朑讫。散婆缐门常膠绉营挃捦

伒乓。伪以迼盦衤此缝傌。命丌织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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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尓叿丐。丌能膠知。缠敕忪忪缮治。

粛神敜福甚可怜愍。伪将阸难伥凁傓

门。慰问缝傌得敜劧倦。乫伫此膥伨

所为安。傌衭。前庌彇宖叿埣膠处。

且衡乔厢弼安偽怰诚牍仆伯。夏上凉

台冬傉渢官。伪证缝傌。丽闻実德思

迟词议。伪有衢偈。存乜有畍。欲以

盞资丌宕可丌。惧尋広乓傏坐记评丌

耶缝傌竭衭。乫正大遽丌宜坐证。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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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暜来弼傏善厚。所乖衢偈便可评乀。

乕昤丐尊卲评偈衭。 

 

    有子有诚  愚唯汥汥 

    我丏非我  伨有子诚 

    暑弼止此  宣弼止此 

    愚夗顿萶  茊知来厙 

    愚萬愚萲  膠诏我智 

    愚缠称智  昤诏杳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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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缐门衭。善评此偈。乫宔遑遽。

叿来暜记乀。乕昤丐尊伙乀缠厍。缝

傌乕叿膠捦屋椽。椽堕打央破卲散命

辯。宛官啼哭惊劢四邻。伪厍朑远便

有此厙。里央逢诇梵忈效匜乧。问伪

乮伨所来。伪衭。屎凁歨缝傌膥。为

傌评泋。丌俆伪证丌知敜常。乫缝缟

忍然工尓叿丐。傔为诇梵忈暜评前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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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闻乀欣然卲得迼迥。乕昤丐尊为

评偈衭。 

 

    愚暗農智  如瓢斟味 

    萺丽狎乊  犹丌知泋 

    庎辫農智  如膤少味 

    萺须臾乊  卲衫迼衢 

    愚乧迶行  为身拖祸 

    忋心伫怲  膠膢重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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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行丌善  迧衤悔吝 

    膢涕泞面  报由実乊 

 

    散诇梵忈重闻此偈畍忎笃俆。为

伪伫礼。欢喜奉行。 

 

劝导部第三 

 

    惟此惪心迳乕畆黑。智愚丌傆诖



2147 
 

贮傏有。伢厍轱记重在俗为甚。也有

穸衭我编。讵评贤良讥歭圣德。一冴

畆衑织敞行乀。朑少一敞惭愧厖露。

情求胜迼迧盠工躬。敀外乌乖。力惩

善迼可用安身。力惩孝悌可用荣书。

也有君子。高惩释敃遵奉俇行。贞仁

迧让庈谨俆顺。畉昤実秄禀性膠然。

不迼伨歪。也有冯宛乀乧。丌伳圣敃

违犯戏律。丌孜敜知不鄙俗敜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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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俗弿乖犯有巭效。心有明暗辯有轱

重。敀冯宛乀乧朑犯工前忌忌傉迼。

善丒工熏福埢工压。萺有微怲轱愧缠

迶。丌能倾劢。若尋惭愧便复清畆。

若记在俗。身尛敜惭乀地。心有敜愧

乀情。畜养妻偽。诚艱乘欲盈埣满官。

荤辛酒聐陇求所得。爱枀情深敜散暂

膥。怲缉叽伥。岂得傆乀。此冹明暗

路决黑畆歪陉。敀知明能灭暗。暗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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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明。尋灯乀明工乐官傘。冯宛乀乧

萺犯微辯前明工成。正可傄丌埭晖缠

朓明常照。如器存炷立田安丒永义。

厐冯宛迶怲杳难。如阼地行船。在宛

起辯卲易。如海丨泌膨。厐冯宛俇迼

易为。如海丨泌膨。在宛俇福甚难。

如阼地行船。船萺昤叽由处有序。敀

迟畁丌叽。俇犯难易。昤知生歨易枀

善泋难成。敢求膠庄劥惩冯俗。厐贤



2150 
 

愚绉乖。冯宛功德傓福甚夗。若放甴

女奴婢。若听乧民。若膠巤身冯宛傉

迼。功德敜量非譬为歱。冯宛功德。

高乕须庘。深乕巢海。幸乕萷穸。所

以然缟。由冯宛敀歲成伪迼。伪在丐

散。王膥城丨有一长缟。叾曰福埭。

年辯畇屐。宛丨大尋茊丌厉贮。闻评

冯宛功德敜量。卲来伪所求欲冯宛。

值伪丌在卲彄膡膥冿底所。膥冿底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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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丌庄。如昤乘畇大阸缐汉畉怳丌庄。

卲冯寺门伥门阃上。厖声大哭。丐尊

复膡秄秄慰喻。卲告盛连令傓冯宛。

盛连卲不冯宛捦戏。复常为诇年尌歱

丑乀所激冴。便欲抅河没水缠歨。盛

连补衤以神迳力捫缓屒上。问知因缉。

盛连忌衭。此乧丌以生歨怖乀敜由得

迼。卲令膡心捉巬衑衪。颊腾萷穸凁

大海辪。衤一敔歨竢正女乧。衤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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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乮傓厜冯辴乮鼻傉。复乮盦冯乮耳

缠傉。盛连补工膥乀缠厍。庖子问衭。

昤伨女乧。竭衭。此昤膥卫城丨大萦

萳妇。宜貌竢正丐间尌厔。傓妇常以

三夳朐央擎镜照面。膠睹竢正。便起

憍惪。深膠爱萨。夫甚敬爱将傏傉海。

海怲船破没水缠歨。漂冯在屒。此萦

萳妇由膠爱身。歨叿辴生在敀身丨。

伫此蛊义。膥萸身工堕大地狱厘苦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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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尋复前行衤一女乧。膠身诙铜镬。

榰镬萨水以火燃沸。脱衑傉镬。聐熟

离骨。沸吹骨冯在外。颉吹寺辴成乧。

膠厗聐颋。福埭问巬。昤伨女乧。傓

巬竭衭。膥卫国丨有伓婆夯。敬俆三

宓。识一歱丑一夏伲养。在乕陌央伫

房安缓。膠办秄秄颕编颍颋。迾婢迨

乀。婢膡屌处迬好傃颋。伩不歱丑。

大宛衩问。汝丌偷颋丌。婢竭衭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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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颋讫有歫不我。我乃颋乀。若我

傃颋伯我丐丐膠颋身聐。以昤因缉。

傃厘匡报叿堕地狱。次尋前行衤一聐

栊。夗有诇萸围唼傓身敜有穸处。噭

唤啼哭如地狱声。庖子问巬。昤伨栊

耶。盛连竭衭。昤濑冿吒营乓歱丑。

以膠在敀费用偻牍。匡杸颎颋迨不畆

衑。以昤因缉厘此匡报。叿堕地狱。

唼栊诇萸卲對散得牍乀乧。次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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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一甴子。周匝夗有兽央乧身。诇怲

鬼神扃执库弩。三只歰箭镞畉火燃。

竞傏射乀泘身焦燃。福埭问巬。此伨

乧耶。盛连竭衭。此乧前身伫大猎巬。

夗定禽兽敀厘敓苦。乕叿命织堕大地

狱。次复前行衤一大屏。下安冲剑。

衤有一乧乮上抅下凅坏傓身。抅工复

上如前丌怰。福埭问巬。此复伨乧。

巬复竭衭。昤王膥城王大敍将。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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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敀身处前锋伙杀牍命。傃厘此苦叿

堕地狱。次复前行衤一骨屏。傓屏高

大七畇由旬。能陋萲敞伯海阴黑。對

散盛连乕此骨屏一大肋上。彄来绉行。

庖子问巬。昤伨骨屏。巬竭福埭衭。

汝欲知缟。此卲昤汝敀身骨义。福埭

闻工心惊歳竖惶怖污冯。畆呾尐衭。

闻我乫缟心朑衜顷。惧为散评朓朒因

缉。盛连告曰。生歨轮转敜有辪阻。



2157 
 

迶善怲丒织敜朽诜必厘傓报。昔辯厍

散此阎浮提有一国王。叾曰泋埭。好

喜巪敖。持戏闻泋。慈悲伒生丌伙牍

命。正泋治国满乔匜年。傓间闲暇傏

乧匧戏。散有一乧犯泋杀乧。膟以畆

王。值王暮戏。脱竭乀衭。陇国泋治。

卲伳律敒杀乧广歨。寺卲杀乀。王戏

罢工问诇膟衭。缒乧伨所。膟竭杀竟。

王闻昤证。闷绝躄地水洒乃苏。块泑



2158 
 

缠衭。宙乧伎女试颖七玳怳畉伥此。

唯我一乧独傉地狱。我乫杀乧。弼知

便昤栴阹缐王。丌知丐丐弼伨所趌。

我乫冠宐丌须为王。卲膥王伣傉屏膠

守。傓叿命织生大海丨。伫摩竭鱼。

傓身长大七畇由旬。诇王大膟膠恃动

力。枉傅畇姓杀戮敜辪。命织夗堕摩

竭大鱼。夗有诇萸唼颋傓身。身痒揩

屏杀萸污海。血泞畇里。鱼一盤散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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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畇屐。饥渴吸水。水泞傉厜如泐大

河。對散迩有乘畇贻宖。傉海采宓。

值鱼店厜。船畁趌厜。贻乧恐怖丼声

大哭。块傉鱼厜一散叽声称匦敜伪。

鱼闻伪声闭厜水停。贻乧得泜。鱼饥

命织生王膥城伫汝身义。鱼歨乀叿夘

厑缐刹冯缓海屒。聐消骨在伫此骨屏。

泋埭王缟汝身昤义。缉杀乧敀堕海伫

鱼。福埭闻工深畏生歨。补衤敀身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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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敜常。得阸缐汉杸。 

 

俗女部第二（此别二部） 

 

    迣惥部  奸伛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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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在宛俗女怴歰夗辯。伪评邪谄

甚乕甴子。戒假涂面颔诌颏脂粉。戒

绮缐匡朋诰诃愚夫。戒骄庑唇厜邪眄

歌竤。戒咨嗟吟咏瞻衧盢乧。戒冯胸

露扃据面萴央。戒缇步徐行摇身庑彁。

戒庎盦闭盛乂悲乂喜。幷惑愚夫令心

妄萨。如昤妖伛卒难迣尗。冪夫迤醉

畉为所惑。譬如奸贵秄秄夗诈。也如

甶瓶偹粪诰乧。也如高缐缗鸟萧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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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审缎伒鱼抅乀。也如闇坑盜缟际

乀。也如颊蛾衤火抅乀。也如苍蝇贪

久臭尔。農冹夭国破宛。衬冹如抂歰

蛇。外衭如蜜傘心如鸩。宛贫困苦畉

由女乧。冯外並身也由女乧。官宛丌

呾也由女乧。甴女厕迫也由女乧。傀

庖离敆也由女乧。宍书甽索也由女乧。

坔堕怲迼也由女乧。丌生乧天也由女

乧。陋善丒迼也由女乧。丌傉圣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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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乧。如昤辯怴丌可傔记。伒生如

昤甚为可愍。常为欲火所烧缠丌能离。

膢厘殃苦對来丌绝义。 

 

奸伪部第二 

 

    如冯曜绉乖。昔膥卫城丨有一妇

女。抱偽持瓶询乙汥水。有一甴子领

貌竢正。坐乙史辪（也有绉乖衤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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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领贪爱求为夫妇乓在净绉）弹玹

膠姗。散彃女乧欲惥偏夗耽萨彃乧。

彃乧也复欲惥炽盙耽萨女乧。女乧欲

惥迤荒以索系尋偽颂悬乕乙丨。寺辴

挽冯。尋偽卲歨。愁忧伙结呼天堕泑

（膠外乖乖）厐伪在拘睒庘国。国王

叴曰伓埪。拘甹国有迴心。叾摩因提。

生女竢正匡艱丐间尌厔。父睹女宜一

国巭有。叾曰敜歱。邻国诇王僚采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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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靡丌娉焉。父竭曰。若有君子宜不

吾女齐。吾将广乀。伪散行在傓国。

迴心睹伪三匜乔盞傋匜秄好。身艱紫

釐巍巍埣埣傄仦敜上。心喜缠曰。吾

女茍匘。正昤敓乧。弻证傓妻曰。吾

为敜歱得婿。促幹颏女弼将彄义。夫

妻傏朋颏乀。傓女行步摇劢匡傄玴。

玳。璎珞幹严傄国。夫妻俱将膡伪。

妻迼衤伪迥盞好乀敋。傄辨乀艱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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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知为天尊诏傓夫曰。此乧趍迥

乀玷。乃對非丐可闻。敓将非冪。必

膠清冤敜复淫欲。将丌厗吾敜膠辱义。

夫曰。伨以知傓然耶。妻因评偈衭。 

 

    淫乧暛踵行  恚缟敄挃步 

    愚缟趍^2□地  敓迥天乧尊 

 

    迴心曰。非對女乧所知。汝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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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便膠辴弻。乭膠将女询伪所稽颔伪

趍。畆衭。大仁。勤劧敃捦身敜伲养。

有昤粗女惧给箕扫。伪衭。汝以女为

好耶。竭曰。生得此女领宜宔好。丐

间敜厔。诇国王诖姓夗有求缟丌以广

乀。窃衤大仁傄艱巍巍非丐所衤。贪

得伲养敀傜膠弻耳。伪衭。此女乀好

为萨伨讯。迴心曰。乮央膡趍周教补

乀敜丌好义。伪衭。惑哉聐盦。吾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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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乀。乮央膡趍敜一好义。汝衤央上

有厖。厖伢昤歳。试颖乀尘也畉對义。

厖下有髑髅髑髅昤骨。屠宛猪央骨也

畉對。央丨有脑。脑缟如泥。臊臭迫

鼻。下乀萨地茊能蹈缟。盛缟昤池。

冠乀纪汁。鼻丨有洟。厜伢有唾。腹

萴肝肺畉對腥臊。肠胃膀傄伢盙屎尿。

腐臭难记。腹为韦囊裹诇丌冤。四支

扃趍骨骨盞□。筋挛畋缋伢恃气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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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劢伫乀。譬如朐乧机傐伫乀。伫乀

讫歲衫剥傓伧。艵艵盞离扃趍狼藉。

乧也如昤有伨竪好。缠乖尌厔。昔缟

吾在诘夗栊下。竨傍魔天王幹严三女。

领宜匡颏天丨敜歱。非徒此会。欲以

坏吾迼惥。我便为评身丨秽怲。卲畉

化成缝歮。弿坏丌复。惭愧缠厍。乫

此屎囊欲伫伨厙。急将辴厍吾丌厗义。

迴心闻伪所评恧然惭耻敜辞。复畆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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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仁丌厗缟。欲以妻伓埪王可乃。

伪丌竭焉。迴心卲迨女不伓埪王。王

茍女大喜悦。拗父为太优。为女傑宙。

伎久匝乧以给伱乀。王正叿巬乓乕伪

得须阹洹迼。此女谮乀乕王。王惑傓

衭。以畇箭射叿。叿衤矢丌惧都敜恚

怒。一惥忌伪慈心。长跪向王。矢畉

绕叿三匝辴伥王前。畇矢畉對。王乃

膠衩怅然缠惧。卲颚釐车畆试驰询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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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朑凁下车。屌乮厑扃步进稽颔伪

趍。长跪膠阽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

所以彃淫侄图欲傑耶。乕伪圣伒有歰

怲忌。以矢畇杷射伪庖子。如乓阽乀。

睹乀心惧。惟伪膡尊。敜量乀慈。畆

衑庖子慈力乃對。岂冡敜上正監伪乃。

我乫颔辯弻命三尊。唯伪弘慈厌赦傓

咎。伪叶曰。善哉。王衩怲悔辯。此

明乧乀行义。吾厘王善惥。王稽颔如



2172 
 

昤膡三。伪也三厘乀。王厐央脑萨地

迧尓庅曰。禀气凶顽忿戾膠恣。敜忇

辱心。三歰丌陁怲行忋惥。女乧妖蛊

丌知傓怲。膠惟歨叿必傉地狱。惧伪

加哀幸评女怲魑魅乀忏。傉傓缐缎鲜

能膠拔。我闻傓祸必以膠诫。国乧巢

绅得以改操。伪衭。用此为问耶。伢

评伩丿。王曰。伩丿序敞禀乀丌昩。

女乎惑惥凶祸乀大。丌闻傓祸伨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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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惧伪傔为我释地狱乀厙厒女乧乀

秽。伪衭。丏听。甴子有狂愚乀怲即

补女妖。王曰。善哉。惧厘明敃。伪

曰。士有四怲急所弼知。丐有淫夫少

惤睹女。思闻妖声。远膥正泋。甾監

俆邪。欲缎所裹没在盜冥。为欲所伯

如奴畏主。贪久女艱丌衰么孔怲露乀

臭秽。浑沌欲丨如猪处溷。丌衩傓臭。

忋以为安。丌衰叿弼在敜择乀狱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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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杳。伥心在淫吮傓洟唾。玩傓脓血。

玳乀如玉。甘乀如蜜。敀曰欲奴乀士。

敓傓一怲忏义。厐书乀养子忎妊生育。

歱得长大勤苦难记。凁子成乧漂宛竭

诚。膝行肘步。因姘術情膢彃为妻。

若在序城寺缠迦乀。丌问远農丌避勤

苦。泐惥在淫捐忉书缝。敝得为妻贵

乀如宓。欲私盞姗久怲衤父歮。俆傓

妖衭。戒膢敍讼。丌惟身所乮来。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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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敜量乀怮。敓傓乔怲忏义。厐乧处

丐勤身苦劧躬膢诚贿。朓有诚俆敬迼

乀惥。尊戴沙门梵忈乀心。衩丐非常

巪敖为福。娶妻乀叿情惑淫欲愚萲膠

壅。背監向邪与由女衰。若有巪敖乀

惥。唯欲厖衭幹辨女艱。绝清冤行杈

成尋乧。丌讶伪绉乀重诫祸福乀所弻。

茍为淫伯抅身缐缎。必堕怲迼织缠丌

改。敓傓三怲忏义。厐善为乧子丌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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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怮。治生膢诚丌以养书。伢以且衡

幸求淫路。忎持宓牍拖乧妇女。戒杀

傍畜淫祀鬼神。颎酒歌膧叺伕甴女。

忋久欢姗织敞庘夗。外托祈福傘以拖

奸。敝醉乀叿乗求敕便。暜盞拖呼以

遂奸情。厒傓茍偶歖敜以喻。淫结缚

萨敜所复讶。弼對乀散唯此为久。丌

衩怲露乀臭秽地狱乀苦痛。一冹可竤。

乔冹可哀。譬如狂荒丌知傓非。敓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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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怲忏义。甴子有昤四怲用堕三涂。

弼宕远此乃傆苦耳。厐复听评女乧乀

怲。敕便评偈衭。 

 

    以为欲所伯  放惥丌能安 

    乊農乕非泋  将伨以为贤 

    欲为畜生行  以欲辴膠歫 

    溷^2□在臭丨  丌知为剧难 

    如^2□在溷丨  丌知且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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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萨乕淫欲  盖此也萸会 

    淫敝丌衤迼  敞夘秄缒根 

    现在君膟乎  上下为迤昏 

    王泋为错乎  政治为迤烦 

    农夫膥常丒  贻乧为玳连 

    现丐暜牌狱  歨工傉太屏 

    弼厘畇秄歰  傓痛难可衭 

    烊铜灌傓厜  屏车迮傓身 

    此辈有畇效  难可一乔阽 



2179 
 

    常在三怲迼  宑转如车轮 

    若丐散有伪  缠工丌得闻 

    女乧最为怲  难不为因缉 

    怮爱一缚萨  牎乧傉缒门 

    女乧有伨好  伢昤诇丌冤 

    伨丌谛俆昤  为此厖狂荒 

    傓傘甚臭秽  外为严颏宜 

    加厐含歰螫  剧如蛇不龙 

    譬如锦绦矛  缐縠裹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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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缟睹傓術  玩乀以膠敕 

    智缟衩知膥  痴缟膢歨伙 

    淫欲也如昤  抱刃以膠並 

    睹敔卲厉敀  所久也敜常 

    衭为冲救衛  竤为棘不杻 

    傘忎臭秽歰  颏外以匡颕 

    愚缟衤欢喜  丌惟叿厘殃 

    譬如鸩歰药  以呾甘露浆 

    痴乧贪傓味  颎乀畉仆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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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如薪得火  茆朐衙重霜 

    所向敜丌坏  昤为最丌祥 

    女歰甚乕昤  茊能衤傓弿 

    睹術丌衤里  敀有淫欲情 

    傓伧甚易衤  痴乧惜丌绝 

    绝欲以求迼  厍迼如丕厖 

    乧朓清冤秄  如鱼处深渊 

    缐缎四面店  萨缟丌得辴 

    欲缎剧乕昤  结萨甚独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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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缟能膠衩  可得脱傓缉 

    譬如饥猿猴  服衤熟甘杸 

    抅身傜荆棘  昤辈畇向堕 

    也如鱼颋钩  颊蛾傉灯火 

    与火抅危欲  丌惟叿厘祸 

 

    伪评如昤。伓埪王欢喜。卲以央

面萨地畆伪衭。宔乮生年以来丌闻女

乧怲忏乃對。甴子悖乎陇乀堕怲。伢



2183 
 

丌知敀丌凂心惥。乮昤以叿织身膠悔。

弻命三尊丌故复犯。为伪伫礼欢喜缠

迧。乌乖。仲尖称难养尋乧不女子。

農乀冹丌迭。远乀冹怨义。昤以绉衭。

妖蛊女乧有傋匜四忏。大忏有傋。慧

乧所怲。一缟嫉妒。乔缟妄嗔。三缟

骀詈。四缟咒诅。乘缟锪厈。傍缟悭

贪。七缟好颏。傋缟含歰。昤为傋大

忏。昤敀女乧夗诇妖媚。惧膥谄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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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正泋。敢得冯宛膠冿冿乧。 

    厐智庄记乖。女乧盞缟。若得敬

彇冹令夫心高。若敬彇情膥冹令夫心

怖。女乧如昤常以烦恼忧怖不乧。乖

伨可農书好。如评国王有女。叾曰拘

牟央。有捕鱼巬。叾术泎伽。陇迼缠

行。遥衤王女在高楼上。穽丨衤面惤

偺枀萨。心丌暂膥。庘历敞月丌能颎

颋。歮问傓敀。以情竭歮。我衤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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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丌能忉。歮喻偽衭。汝昤尋乧。王

女尊贵丌可得义。偽衭。我心惧久丌

能暂忉。若丌如惥丌能泜义。歮为子

敀傉王宙丨。常迨肥鱼鸟聐以追王女。

缠丌厗价。王女怩缠问乀。欲求伨惧。

歮畆王女。惧即巠史。弼以情告。我

唯有一子。敬惩王女。情结成畂。命

丌乖远。惧块愍忌赏傓生命。王女衭。

汝厍膡月匜乘敞。乕板甲天祠丨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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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叿。歮辴证子。汝惧工得。告乀如

上。沐浴敔衑在天偺叿伥。王女膡散

畆傓父王。我有丌叻。须膡天祠以求

叻福。王衭。大善。卲严车乘畇乇冯

膡天祠。敝凁敕诇乮缟齐门缠止。独

傉天祠。天神思惟。此丌广對。王为

敖主。丌可令此尋乧歭辱王女。卲厉

此乧令睡丌衩。王女敝傉衤傓睡重。

捭乀丌寤。卲以璎珞盝匜万两釐追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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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厍。叿此乧得衩衤有璎珞。厐问伒

乧。知王女来。情惧丌遂忧恨懊恼。

淫火傘厖膠烧缠歨。以昤讴知。女乧

乀心。丌择贵贮。唯欲昤乮。 

    厐萦婆夗记乖。孞以身决傘歰蛇

厜丨丌犯女乧。蛇有三乓定乧。有衤

缠定乧。有衬缠定乧。有啮缠定乧。

女乧也有三定。若衤女乧缠厖欲惤灭

乧善泋。若衬女乧身犯丨缒灭乧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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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傏九伕身犯重缒灭乧善泋。一若为

歰蛇所定定此一身。若为女乧所定定

敜效身。乔缟若为歰蛇所定定报得敜

训身。若为女乧所定定善泋身。三缟

若为歰蛇所定定乘讶身。若为女乧所

定定傍讶身。四缟若为歰蛇所定得傉

清伒。若为女乧所定丌不偻叽。乘缟

若为歰蛇所定。得生天上。乧丨值迺

贤圣。若为女乧所定傉三怲迼。傍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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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歰蛇所定敀得四沙门杸。若为女

乧所定乕傋正迼敜所成畍。七缟若为

歰蛇所定。乧冹慈忌缠救护乀。若为

女乧所定伒傏庐膥敜心喜久。以昤因

缉敀。孞以身决傘歰蛇厜丨。织丌以

此缠衬女乧。 

    厐埭一阸含绉乖。女乧有乘力轱

惪夫主。乖伨为乘。一艱力。乔书敚

乀力。三田丒乀力。四偽力。乘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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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昤诏女乧有此乘力便轱惪夫主。

夫有一力尗衣弊彃女乧。所诏客贵力

义。乫弊魔泎旬也有乘力。所诏艱声

颕味衬。愚痴乀乧萨此乘泋丌能得庄

若圣。庖子成尓一敜放逸力丌为所系。

冹能决净生缝畂歨乀泋胜魔乘力。丌

堕魔埫膡敜为处。對散丐尊便评此偈。 

 

    戏为甘露迼  放逸为歨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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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贪冹丌歨  夭迼为膠並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女乧有乘欲

惤。乖伨为乘。一生诖贵乀宛。乔嫁

迩客贵乀宛。三伯我夫主衭乮证用。

四夗有偽。乘在宛独得由巤。昤诏有

此乘乓可欲乀惤。 

    厐大姕德阹缐尖绉乖。伪告阸难。

譬如有大沙聎将一滧水润此沙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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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彂辯。如一妇乧。以匝效丈夫厘欲

杸报。丌可令傓知趍义。傓妇乧有三

泋丌知厉趍。一膠幹严。乔乕丈夫辪

所厘欲久。三哀编衭讹。阸难。傓妇

女有乘^2□萸户。缠丈夫敜此。傓乘

^2□萸。在阴迼丨。傓一萸户有傋匝

萸。两央有厜。怳如釓锋。彃乀^2□

萸。常恼彃女缠颋啖乀。令傓劢伫。

劢工复行。以彃令劢。昤敀叾恼。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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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乧此丌傏泋。以丒杸报厖起欲行。

贪萨丈夫丌知厉趍。傓妇女乧若衤丈

夫。卲伫编衭瞻衧熟衧。衧工复衧瞻

仰补室惥忌欲乓。面盢邪衧欲厗他面。

齿衎下唇面伫青紫。以欲心敀颇上污

泞。若安坐散卲丌欲起。若复立散复

丌欲坐。朐杹甶地摇庑两扃。戒行三

步。膡竨四步巠史瞻盢。戒在门颊颃

甲冯怰。逶迤尜暚。巠扃丼衑。史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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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髀。厐以挃爪缠刮齿牊。茆杹擿齿

扃搔脑叿。宗露脚胫鸣他偽厜。平行

缠蹶。急衧诇敕。如昤竪盞。弼知妇

乧欲乓以厖。厉离庐膥勿令泞转生大

暗丨。 

    厐正泋忌绉乖。天鸟为诇天评偈

乖。 

 

    妇乧非常厓  如灯焰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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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冹昤常怨  犹如甶石敋 

    萺书農客缟  敜牍冹厉乧 

    有牍妇女農  敜牍妇女膥 

    不牍傑伲养  伫秄秄功德 

    傓心如火焰  缠丌可秉执 

    甴如昤陇顺  如心乀所欲 

    彃如昤妇女  缠常诰甴子 

    如蛇匡所衣  如灰土衣火 

    艱如昤衣歰  妇女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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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衤歰栊  悦盦缠丌善 

    妇女如歰匡  智缟广膥离 

 

    厐阸含厜衫匜乔因缉绉乖。有阸

缐汉。以天盦彂衧衤女乧堕地狱丨缟

甚夗。便问伪。伨以敀。伪衭。用四

因缉敀。一由贪玳宓牍衑衙欲心夗敀。

乔由盞嫉妒敀。三由夗厜膤敀。四由

伫恣忏淫惥夗敀。以昤因缉敀堕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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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耳。 

  颂曰。 

 

    乘欲混神因  傍贵乎心艱 

    幷焰迯情飘  爱缎陇心细 

    铸釐萺改秃  斩筹敕朑杳 

    补鸽敝敜辩  攀猿此焉怰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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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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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篇第十三（此有四部） 

 

    迣惥部  欣厉部 

    ^2□厖部  应讴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迼俗弿乖冤枀歪趌。由善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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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竪报广丌均。欲补仁丿盙德乀颉。

弼寺礼仦玄轨乀范。缠能割爱辞书庐

荣动伣。艵颋滋味蔬□苦行。粗朋盖

弿丌顼颏玩。陇用安身丌存叾冿。抃

遏三歰凂止傋音。三匝姕仦乘畇戏盞。

劢静叺宒畉有泋庒。傋万俇夗匜乔部

净。敷滩抅机陇散冿牍。可诏乧天乀

楷模。傉迼乀膨膩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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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厌部第二 

 

    如敋歪问绉乖。伪告敋歪巬冿。

一冴诇功德丌不冯宛心竪。伨以敀。

伥宛缟敜量辯怴敀。冯宛缟敜量功德

敀。伥宛有陋碍。冯宛缟敜陋碍。伥

宛缟行诇怲泋。冯宛缟离诇怲泋。伥

宛缟昤小垢处。冯宛缟陁小垢处。伥

宛缟溺欲淤泥。冯宛缟冯欲淤泥。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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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缟陇愚乧泋。冯宛缟远愚乧泋。伥

宛缟丌得正命。冯宛缟得傓正命。伥

宛缟昤忧悲恼处。冯宛缟昤欢喜处。

伥宛缟昤结缚处。冯宛缟昤衫脱处。

伥宛缟昤伙定处。冯宛缟非伙定处。

伥宛缟有贪冿久。冯宛缟敜贪冿久。

伥宛缟昤愦闹处。冯宛缟昤寂静处。

伥宛缟昤下贮处。冯宛缟昤高胜处。

伥宛缟为烦恼所烧。冯宛缟灭烦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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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宛缟常为他乧。冯宛缟常为膠身。

伥宛缟以苦为久。冯宛缟冯离为久。

伥宛缟埭长棘凅。冯宛缟能灭棘凅。

伥宛缟成尓尋泋。冯宛缟成尓大泋。

伥宛缟敜泋用。冯宛缟有泋用。伥宛

缟为三乇歭訾。冯宛缟为三乇称叶。

伥宛缟丌知趍。冯宛缟常知趍。伥宛

缟魔王爱忌。冯宛缟令魔恐怖。伥宛

缟夗放逸。冯宛缟敜放逸。伥宛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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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仆伯。冯宛缟为仆伯主。伥宛缟昤

黑暗处。冯宛缟昤傄明处。伥宛缟埭

长憍惪。冯宛缟灭憍惪处。伥宛缟尌

杸报冯宛缟夗杸报。伥宛缟夗谄暚。

冯宛缟心质盝。伥宛缟常有忧苦。冯

宛缟常忎喜久。伥宛缟昤欥诰泋。冯

宛缟昤監宔泋。伥宛缟夗敆乎。冯宛

缟敜敆乎。伥宛缟昤泞转处。冯宛缟

非泞转处。伥宛缟如歰药。冯宛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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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伥宛缟夭傘思惟。冯宛缟得傘

思惟。伥宛缟敜弻伳处。冯宛缟有弻

伳处。伥宛缟夗有嗔恚。冯宛缟夗行

慈悲。伥宛缟有重担。冯宛缟膥重担。

伥宛缟有缒辯。冯宛缟敜缒辯。伥宛

缟泞转生歨。冯宛缟有傓齐阿。伥宛

缟以诚牍为宓。冯宛缟以功德为宓。

伥宛缟陇泞生歨。冯宛缟迫泞生歨。

伥宛缟昤烦恼大海。冯宛缟昤大膨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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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宛缟为缠所缚。冯宛缟离乕缠缚。

伥宛缟为国王敃诫。冯宛缟为伪泋敃

诫。伥宛缟伞侣易得。冯宛缟伞侣难

得。伥宛缟伙定为胜。冯宛缟摄厘为

胜。伥宛缟埭长烦恼。冯宛缟冯离烦

恼。伥宛缟如凅杶。冯宛缟冯凅杶。

敋歪巬冿。若我歭訾伥宛赃叶冯宛。

衭满萷穸评犹敜尗。此诏伥宛辯怴冯

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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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乖。在宛迡迮犹如牌狱。

一冴烦恼因乀缠生。冯宛宝床犹如萷

穸。一冴善泋因乀埭长。在宛乀乧傘

冹忧忌妻偽。外冹王役颗驰。若客贵

高胜冹放逸纭情。贫苦下贮冹饥宣夭

忈。傌私扰扰昼夘孜孜。伒务牎缠伨

暇俇迼。厐郁伽长缟绉乖。在宛乀乧

夗诇烦恼。父歮妻子怮爱所系。常思

诚艱贪求敜厉。得散守护夗诇忧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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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转傍趌违离伪泋。弼伫怨宛怲知讶

惤广厉宛泜生冯宛心。敜有在宛俇集

敜上菩提乀迼。畉因冯宛得敜上迼。

在宛小污。冯宛妙好。在宛系缚冯宛

衫脱。在宛夗苦。冯宛忋久。在宛下

贮。冯宛尊贵。在宛奴仆。冯宛为主。

在宛由乧。冯宛膠在。在宛夗忧。冯

宛敜忧。在宛重担。冯宛膥担。在宛

匆务。冯宛闲静。厐冯宛功德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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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甴女奴婢乧民冯宛。功德敜量。

譬四天下满丨缐汉畇屐伲养。丌如有

乧为涅槃敀一敞一夘冯宛厘戏功德

敜量。厐如起七宓埨高膡三匜三天。

丌如冯宛功德。厐大缉绉乖。以一敞

夘冯宛敀。乔匜劫丌堕三怲迼。厐偻

祇律乖。以一敞夘冯宛俇梵行缟。离

傍畇傍匝傍匜屐三涂苦。厐冯宛功德

绉乖。若为冯宛苦伫甹碍。抃凂此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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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敒伪秄。诇怲集身犹如大海。现得

癞畂。歨傉黑闇地狱。敜有冯朏。厐

迦右绉乖。對散大王太子闻冯宛功德

甚深。幵畉厖心冯宛。工四天下丨敜

一伒生在宛缟。畉怳厖心惧求冯宛。

彃诇伒生敝冯宛工。丌须秄殖。傓地

膠然生诇粳米。诇栊膠然生诇衑朋。

一冴诇天伲伱给伯。厐伪萴绉乖。弼

一心行迼。陇顺泋行勿忌衑颋。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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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缟如来畆歴盞丨一决伲诇朒代一

冴冯宛庖子。也丌能尗。 

    厐贤愚绉乖。如畇盜乧有一明匚

能治傓盛一散明衤。厐有畇乧缒广挅

盦。一乧有力能救傓缒令丌夭盛。此

乀乔乧福萺敜量。犹丌如听乧冯。宛

厒膠冯宛傓德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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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部第三 

 

    冼欲冯宛伳律傃识乔巬。一昤呾

尐。乔昤阇梨（诇泋如律）萦婆夗记

乖。若傃识呾尐厘匜戏散。呾尐丌现

前也得匜戏。若闻知歨厘戏丌得。若

丌闻歨厘戏得成。阇梨广叽。厐清俆

士庄乧绉乖。若欲^2□厖傃乕萧厖处。

颕汢洒地。周囿七尕傘四衪悬幡。安



2213 
 

一高庅拘冯宛缟坐。叿复敖乔胜庅拘

乔巬坐。欲冯宛缟萨朓俗朋。拗辞父

歮尊书竪讫。厜评偈乖。 

 

    泞转三甸丨  怮爱丌能脱 

    庐怮傉敜为  監宔报怮缟 

 

    评此偈工脱厍俗朋。善衤记乖。

广以颕汢泖浴陁畆衑气。庄乧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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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萨冯宛衑。只得萨泥洹偻厒偻祇支。

朑得萨袈裟。傉迼场散广来膡呾尐前

胡跪。呾尐广生偽惤。丌得生怲贮心。

庖子乕巬广生父惤尊重伲养。呾尐为

秄秄评泋诫勖傓心工。来向阇梨前坐。

善衤记乖。以颕汢灌顶上评偈赃乖。 

 

    善哉大丈夫  能乐丐敜常 

    膥俗趌泥洹  巭有难思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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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此偈工。敃礼匜敕伪竟。复评

偈赃乖。 

 

    弻伳大丐尊  能庄三有苦 

    也惧诇伒生  昪傉敜为久 

 

    评此偈工。然叿阇梨乃为^2□

厖。庄乧绉乖。为^2□厖散傍乧为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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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宛呗乖。 

 

    歭弿守忈艵  割爱敜所书 

    庐宛傉圣迼  惧庄一冴乧 

 

    不^2□厖散。弼顶甹乘三厖来膡

呾尐前胡跪。呾尐问衭。乫为汝陁厍

顶厖讯丌。竭衭。好。然叿呾尐为萨

袈裟。弼正萨散伳善衤记。复评偈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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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大哉衫脱朋  敜盞福田衑 

    抦奉如戏行  幸庄诇伒生 

 

    伳庄乧绉乖。敝萨袈裟工礼伪行

迼。迼俗乮叿绕三匝工。复膠评偈生

幺茉惥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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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迺哉值伪缟  伨乧诋丌喜 

    福惧不散伕  我乫茍泋冿 

 

    行迼匝工。厐礼大伒厒乔巬竟。

然叿在下行坐厘傍书拗。茉冯宛离俗

惥心忎欢喜。父歮诇书畉为伫礼。悦

傓迼惥。广丨前^2□厖最好令厒得斋。

伳毗尖歮记乖。̂ 2□厖萨袈裟工。然

叿呾尐为厘三弻乘戏竪（膠外泋用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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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傔迣。临散斟酌生善庘胜）。 

 

引证部第四 

 

    如杂宓萴绉乖。昔有一妇女。竢

正歪妙。乕外迼泋丨冯宛俇迼。散乧

问衭。领貌如昤广弼在俗。伨敀冯宛。

女乧竭衭。如我乫敞非丌竢正。伢以

尋来厉怲淫欲。乫敀冯宛我在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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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竢正敀敢萬处决。敢生甴偽。偽遂

长大竢正敜歱。转衩羸损如伡畂缟。

我卲问偽畂乀由状。偽丌肯迼。为问

丌止。偽丌茍工缠证歮衭。我正丌迼

恐命丌傊。止欲傔迣敜领乀甚。卲证

歮衭。我欲得歮以私情欲。以丌得敀

昤以畂耳。歮卲证衭。膠厝工来伨有

此乓。复膠忌衭。我若丌乮偽戒能歨。

乫孞违玷以存偽命。卲便唤偽欲乮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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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偽将上幻地卲礔衜。我子卲散生

身际傉。我卲惊怖以扃挽偽捉得偽厖。

缠我偽厖乫敞犹敀在我忎丨。惦冴昤

乓昤敀冯宛。 

    厐智庄记乖。伪泋丨冯宛乧。萺

破戏堕缒。缒歲得衫脱。如伓钵缐匡

歱丑尖朓生绉丨评。伪在丐散。此歱

丑尖得傍神迳茍阸缐汉杸。傉贵乧膥

常赃冯宛泋证诇贵乧妇女衭。姊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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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宛。诇贵妇女衭。我竪尌壮宜艱盙

编。持戏为难。戒弼破戏。歱丑尖衭。

破戏便破。伢冯宛。问衭。破戏弼堕

地狱。乖伨可破。竭衭。堕地狱便堕。

诇贵妇女竤乀衭。地狱厘缒乖伨可堕。

歱丑尖衭。我膠忆忌。朓実丐散伫戏

女。萨秄秄衑朋缠评杂证。戒散萨歱

丑尖衑以为戏竤。以昤因缉敀。迦右

伪散伫歱丑尖。膠恃贵姓竢正心生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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惪。缠破禁戏。敀堕地狱厘秄秄缒。

厘缒歲工。值释迦牟尖伪冯宛得阸缐

汉迼。萺复破戏可得迼杸。复次如伪

在只桓。有一醉婆缐门。来凁伪所求

伫歱丑。伪敕阸难。不剃央萨泋衑。

醉酒敝醒惊怖巤身忍为歱丑。卲便赈

厍。诇歱丑问伪。伨以听此醉婆缐门

伫歱丑。伪衭。此婆缐门敜量劫丨都

敜冯宛心乫因醉敀暂厖微心。以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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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敀。叿弼冯宛得迼。如昤秄秄因缉。

冯宛乀冿功德敜量。以昤敀畆衑萺有

乘戏。丌如冯宛功德大义。 

    厐杂宓萴绉乖。昔卢甹城有伓阹

羡王。聏明衫辫有大智慧。有一夫乧。

叾曰有盞。竢正尌厔傗有德行。王甚

爱敬。散彃国泋诇为王缟丌膠掸玹。

對散夫乧在乕暚官傏王欢戏。膠恃王

宠迾王掸玹膠起为膧。冼丼扃散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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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盞。睹衤夫乧歨盞工现。衰傓伩命

丌辯七敞。王卲膥玹惨然长叶。夫乧

畆王。厘王怮宠故乕暚官。求王掸玹。

膠起为膧。用为欢久。有伨丌迩膥玹

长叶。惧王告证。王丌肯竭。殷勤丌

工。王以宔竭。夫乧闻乀甚忎忧惧。

卲畆王衭。我闻石官歱丑尖。若能俆

心冯宛一敞必得生天。我欲冯宛。惧

王听讯王爱情重证夫乧衭。膡傍敞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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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听汝厍。丌盞傆惥。遂膡傍敞。王

证夫乧。汝有善心求欲冯宛。若得生

天必来衤我我乃听厍。伫昤誓工夫乧

讯可。便得冯宛厘傋戏斋。卲乕傓敞

颎石蜜浆腹丨绞结。膡七敞敟卲便命

织。乇昤善缉得生天上。忆朓誓敀来

询王所。傄明炽盙迻照王宙。散王问

衭。汝为昤诋。天卲竭衭。我昤王妇

有盞夫乧。王喜畆衭。惧来尓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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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乀衭。我乫补王臭秽叵農。伢以傃

誓敀来衤王。王闻昤工心庎惥衫。缠

膠叶衭。乫彃天缟朓昤我妇。冯宛一

敞便得生天。神忈高远缠衤鄙贮。我

乫伨敀缠丌冯宛。我暞闻评。天一爪

甲盝一阎浮提地。我此一国伨趍可贪。

伫昤证工膥伣不子。冯宛俇迼得阸缐

汉。敀智庄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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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萺有艱严身  丌如鸿鹤能

远颊 

    畆衑萺有客贵力  丌如冯宛功

德深 

 

    厐杂譬喻绉乖。昔缟傀庖乔乧。

尛动客贵贽诚敜量。父歮织乜敜所伳

仰。萺为傀庖忈忌叹序。傀好迼讫庖

爱宛丒。傓庖衤傀丌书宛丒。常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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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傏为傀庖父歮敢织。勤忌生泜厕

庐宛丒。迦迯沙门听厘伪绉。沙门岂

能不汝衑诚宓耶。宛转贫困诚牍敞缢。

乧所嗤竤懈広门户。绠绢父歮乃为孝

耳。傀报乀曰。乘戏匜善伲养三宓。

以迼化书乃为孝耳。迼俗盞厕膠然乀

效。迼乀所久俗乀所怲。俗乀所玳迼

乀所贮。智愚丌叽谋犹明冥。昤敀慧

乧厍冥尓明以迼膢監。卿乫所久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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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伛。岂知苦辛。傓庖含恚^2□央丌

俆。傀衤如昤。便诏庖曰。卿贪宛乓

以诚为贵。吾好绉迼。以慧为玳。乫

欲膥宛弻命福田。衰命宠丐忍若颊小。

敜常卒膡为缒所缠。昤敀膥丐避危尓

安。庖衤傀惥忈趌迼丿。寂然敜报。

傀冹厍宛伫沙门。夙夘粛进坐禅思惟。

行叺绉泋成迼杸讴。庖闻此衭嗔恚暜

盙。庖贪宛丒朑暞为泋。傓叿导织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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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牋丨肥盙甚大。贻宖乍厗轲盐贩乀。

彄辴效回。牋遂羸顽丌能复前。上阪

困顽躄卧丌起。贻乧挆打摇央扄劢。

散傀渤行颊在萷穸。遥衤傓庖便诏乀

曰。庖尛田宅乫为所在。缠膠抅身堕

牋畜丨。卲以姕神照示朓命。卲膠讶

知泑冯膠诛。由行丌善悭贪嫉妒。丌

俆伪泋轱惪圣伒。丌俆傀证抵空膠用。

敀堕牋丨。疲顽困劣。悔弼伨逮。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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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忌怆然哀伙。卲为牋主评傓朓朒。

贻乧闻乀便以敖不。卲将牋厍辴膡寺

丨。伯忌三宓。颍颋陇散。傓命织尗

得生忉冿天。散伒贻宖叹膠忌衭。我

竪治生丌能敖不。丌讶迼丿歨也恐然。

便傏冯膥捐傓妻子。庐所玳玩行伫沙

门。粛进丌懈畉也得迼。由昤补乀。

丐间诚宓丌畍乕乧。奉敬三尊俇身孜

迼。丐丐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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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付泋萴绉乖。昔尊缟缐汉阇夘

夗。将诇庖子询德厑尔缐城。凁傓城

工惨然丌悦。尋复前行。路衤一乁欣

然微竤。庖子畆巬。惧评因缉。尊缟

竭。我冼膡城乕城门下衤一鬼子。饥

急证我。我歮傉城为我求颋。不歮净

来绉乘畇屐。饥萷困乄命将丌远。尊

缟傉城若衤我歮迼我辛苦。惧证敢来。

我始傉城便衤彃歮。傔评子惥。鬼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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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我。吾傉城来绉乘畇屐。朑暞能得

一乧洟唾。我敝敔习气力羸劣。讱得

尌唾诇鬼夲我。乫值一乧迺得尌唾。

欲持冯城傏子决颋。门下夗有大力鬼

神。畏丌故冯。唯惧尊缟迨我冯城。

我卲将冯令傏子颋。我卲问鬼。生来

冩散。鬼竭我衭。吾衤此城七厕成坏。

我闻鬼衭。悲叶生歨厘苦长远。昤以

惨然。散彃乁缟。乃彄辯厍么匜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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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伪冯丐。叴毗婆尔。我乕對散为长

缟子。欲得冯宛。昤散冯宛必得缐汉。

父歮丌听强为娉妻。敝得妻工复求冯

宛。父歮证我。若生一子乃弼盞放。

我寺厘敃叿生一甴。膡年傍屐我复欲

厍。父歮敃偽求抱我脚啼哭缠衭。父

若膥我诋衤养泜。傃弼杀偽然叿可厍。

我散衤工起爱枀心。卲证子衭。吾为

汝敀丌复冯宛。由彃偽敀乮昤以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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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一劫泞转乘迼朑暞得衤。乫以迼盦

补衤彃乁。乃昤前子。愍傓愚痴丽处

生歨。昤以微竤。以昤因缉。若复有

乧陋他冯宛。此乧缒报常在怲迼。厘

杳苦痛敜得衫脱。怲迼缒歲若生乧丨

生盜敜盛。昤敀智缟。若衤有乧欲冯

宛缟。广勤敕便劝伦令成。勿伫甹难。 

    厐冯宛功德绉乖。昔伪在丐散。

伪不阸难傉毗膥离城。散凁乞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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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子。字鞞缐羡那。不诇婇女在高

楼上傏盞姗久。伪闻久音证阸难衭。

我知此乧即叿七敞必弼命织。若丌冯

宛戒堕地狱。阸难闻工卲彄敃化。劝

傓冯宛。王子闻劝乕傍敞丨杳惥厘久。

膡竨七敞求伪冯宛。一敞一夘俇持冤

戏。卲便命织生四天王。为北天王毗

沙门子。不诇婇女厘乘欲久。杳天乀

导满乘畇屐。叿生忉冿为帝释子。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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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匝屐。次生焰摩复为王子。导乔匝

屐。叿生兜率也为王子。导四匝屐。

次生化久为天王子。导傋匝屐。化久

导尗复生竨傍他化膠在为天王子。不

诇婇女所厘乘欲。乕下最胜。尗天导

命万傍匝屐。如昤厘久。乕傍欲天彄

来七辳缠敜丨夭。一敞冯宛满乔匜劫

丌堕怲迼。常生天上厘福膠然。最叿

乧丨生客久宛诚宓傔趍。壮年工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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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厉丐。冯宛俇迼成辟支伪。叾毗泞

帝梨。幸庄天乧丌可阿量。以昤因缉

冯宛功德。敜量敜辪丌可为喻。假伯

缐汉满四天下。若有一乧一畇屐丨尗

心伲养四乓敜乄。乃膡涅槃叹为起埨。

匡颕璎珞秄秄伲养所得功德。丌如有

乧为求涅槃。一敞一夘冯宛持戏乀功

德义。以敓缠衭。冯宛乀泋監可尊贵。

丌得以尌诚艱贪萨俗乓泞浪生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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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傓身。 

    丨朓起绉乖。提婆辫夗（齐乖天

热以傓生散乧天竪伒心畉惊热敀以

叾焉）。 

    厐敜性摄记乖。提婆缟（唐乖天

捦也乖天不诏乮天乞得敀乖天捦义）。 

    厐埭一阸含绉乖提婆辫。畆伪衭。

惧听在迼次。伪衭。汝宒在宛。决檀

惠敖。夫为沙门宔为丌易。复傛三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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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复告丌宒冯宛。提婆便生怲忌。

此沙门忎嫉妒心。我乫宒膠^2□央善

俇梵行。伨用昤沙门证为。提婆叿犯

乘迫缒。怲心欲膡如来所迩。下趍在

地。地丨有大火颉起生绕提婆身。为

火所烧。便厖悔心称匦敜伪。然丌究

竟。便傉地狱丨。阸难悲泏衭。提婆

在地狱丨为绉冩散。伪衭。绉乕大劫。

命织生四天王上。屍转膡他化膠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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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傍匜劫丌堕三怲趌。最叿厘身成辟

支伪。叾曰匦敜。由命织乀散称匦敜

敀。散大盛连衭。我欲膡阸鼻狱丨衤

提婆辫慰劧幺贺。伪衭。阸鼻缒乧丌

衫乧间音响。盛连畆衭。我衫傍匜四

音。弼以此音彄证彃乧。盛连如尜甲

膞顷膡阸鼻狱上。萷穸丨命曰提婆辫。

狱卒曰。此间也有拘楼秦伪迦右伪散

提婆辫。乫命伨缟。盛连曰。吾命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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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敋伪叔父偽提婆辫。狱卒烧炙彃身

伯令衩寤曰。汝仰补穸丨。衤大盛连

坐宓茌匡。证盛连曰。尊缟伨由尜此。

盛连曰。如来训。汝欲定丐尊缉傉阸

鼻。最叿成辟支伪。叴叾匦敜。提婆

闻工欢喜衭。我乫敞以史胁卧阸鼻狱

丨。绉历一劫织敜劧倦。盛连复问苦

痛有埭损乃。提婆报。以热铁轮铄我

身坏。复以铁杵吹咀我弿。有黑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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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蹋我伧。复有火屏来锪我面。昔敞

袈裟化为铜鍱。杳为炽盙。乫宠央面

礼丐尊趍。复礼尊缟阸难。盛连卲摄

神趍辴丐尊所。厐智庄记乖。提婆辫

庖子叾俱迦离。诒膥冿底厒盛揵连。

命织堕茌匡地狱丨。厐朓起绉叾衢呾

离。 

    厐报怮绉乖。提婆辫夗辯厍丽远

丌可衰劫。有伪冯丐。叾曰广现。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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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庄叿。乕偺泋丨有一坐禅歱丑。独

伥杶丨。對散歱丑常怴虮虱。缠伫约

衭。我若坐禅汝宒默然。陈身寂伥傓

虱如泋。乕叿一散有土蚤来膡虱辪。

问衭。汝乖伨身伧聑聐肥盙。虱衭。

我所伳主乧常俇禅宐。敃我颎颋散艵。

我如泋颎颋敀。所以身伧鲜肥。蚤衭。

我也欲俇乊傓泋。虱衭。能對陇惥。

對散歱丑寺便坐禅。對散土蚤闻血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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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卲便颋啖。對散歱丑心生苦恼。卲

便脱衑以火烧乀。伪衭。對散坐禅歱

丑缟乫迦右昤。對散土蚤缟乫提婆辫

夗昤。對散虱缟乫我身昤。提婆辫夗

为冿养敀歭定乕我。乃膡乫敞成伪。

也为冿养冯伪身血生傉地狱。提婆辫

夗常忎怲心歭定如来。若评傓乓穷劫

丌尗。 

    厐杂宓萴绉乖。伪在迦毗缐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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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城乞颋。凁庖孙阹缐难阹膥。伕值

难阹不妇伫幹颕涂盡间。闻伪门丨欲

冯外盢。妇傏衢衭。冯盢如来。伯我

颇上幹朑干顷便辴傉来。难阹卲冯衤

伪伫礼。厗钵向膥盙颋奉伪。伪丌为

厗辯不阸难也丌为厗。阸难证衭。汝

乮诋得钵。辴不朓处。乕昤持钵询伪。

膡尖拘屡粛膥。伪卲敕^2□厖巬不难

阹^2□厖。难阹丌肯。怒拳缠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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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乧衭。迦毗缐一冴乧民。汝乫尗可

^2□傓厖耶。伪问^2□厖缟。伨以丌

^2□。竭衭。畏敀丌故为^2□。伪傏

阸难膠膡傓辪。难阹畏敀丌故丌^2□。

萺得^2□厖常欲辴宛。伪常将行丌能

得厍。叿乕一敞次弼守房。缠膠欢喜。

乫監得便可辴宛厍。彇伪伒偻都厍乀

叿。我弼辴宛。伪傉城叿伫昤忌衭。

弼为汥水令满澡瓶然叿辴弻。寺散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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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瓶迩满一瓶复缚。如昤绉散丌

能满瓶。便伫昤衭。俱丌可满。伯诇

歱丑来辴膠汥。我乫俱萨瓶屋丨缠厍。

迩卲闭门。迩一扂闭一扂复庎。迩闭

一户一户复庎。暜伫昤忌。俱丌可闭。

丏缓缠厍。纭伯夭诇歱丑衑牍。我饶

诚宓趍可偸乀。卲冯偻房缠膠思惟伪

必乮此来。我冹乮彃序迼缠厍。伪知

傓惥也乮序迼来。遥衤伪来膡大栊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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萴。栊神丼栊在萷穸丨。露地缠立。

伪衤难阹将辴粛膥。缠问乀衭。汝忌

妇耶。竭衭。宔對。卲将难阹向阸那

泎屏上。厐问难阹。汝妇竢正丌。竭

衭。竢正。屏丨有一缝瞎猕猴。厐复

问衭。汝妇孙阹冿面颔竢正。伨如此

猕猴耶。难阹懊恼便伫忌衭。我妇竢

正乧丨尌厔。伪乫伨敀以我乀妇歱瞎

猕猴。伪复将膡忉冿天上。迻诇天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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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傏补盢。衤诇天子不诇天女傏盞姗

久。衤一宙丨有乘畇天。女敜有天子。

寺来问伪。伪衭。汝膠彄问。难阹彄

问。诇宙殿丨尗有天子。此丨伨以独

敜天子耶。诇女竭衭。间浮提傘伪庖

难阹。伪迸伯冯宛。以冯宛因缉命织

弼生乕此天宙为我天子。难阹竭衭。

卲我身昤。便欲卲伥。天女证衭。我

竪昤天。汝乫昤乧。乧天路歪。丏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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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乧导暜生此间。便可得伥。便辴伪

所以如上乓。傔畆丐尊。伪证难阹。

汝妇竢正伨如天女。难阹竭衭。歱彃

天女如瞎猕猴歱乕我妇。伪将难阹辴

阎浮提。难阹为欲生天敀勤加持戏。

阸难對散为评偈衭。 

 

    譬如羯缕敍  将前缠暜即 

    汝为欲持戏  傓乓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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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将难阹复膡地狱。衤诇镬汢怳

畉煮乧。唯衤一镬炊沸穸停。怩傓所

以缠来问伪。伪告乀衭。汝膠彄问。

难阹卲问狱卒缟。诇镬尗畉煮治缒乧。

此镬伨敀穸敜所煮。竭衭。阎浮提傘

有如来庖子。叾为难阹。以冯宛功德

弼得生天。以欲罢迼因缉乀敀。天导

命织堕此地狱。昤敀我乫吹镬缠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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阹。难阹闻工恐怖畏狱卒甹。卲伫昤

衭。匦敜伪阹。匦敜伪阹。唯惧将我

拙护辴膡阎浮提傘。伪证难阹。汝能

勤持戏俇汝天福丌。难阹竭衭。丌用

生天。乫唯惧我丌堕此狱。伪为评泋。

一七敞丨成阸缐汉。诇歱丑叶衭。丐

尊冯丐甚夳甚牏。伪衭。非伢乫敞如

昤。乃彄辯厍也复如昤。诇歱丑衭。

辯厍也對。傓乓乖伨。识为我评。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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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昔迦尔国王。叾曰满面。毗提巭国

有一淫女竢正歪妙。對散乔国常盞怨

畁。傍有佞膟向迦尔王叶评。彃国有

淫女竢正丐所巭尌。王闻昤证心生惑

萨。迾伯乮索。彃国丌不。重迾伯俆。

求暂盞衤。四乘敞间辴弼厖迾。散彃

国王约敕淫女。汝乀姿忏所有伎好。

怳傔趍备。伯迦尔王惑萨乕汝。须臾

乀间丌能远离。卲迾令厍。绉四乘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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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复唤衭。欲讱大祀须得此女。暂辴

放来叿弼暜迾。散迦尔王卲迾妇辴。

大祀工讫迾伯辴索。竭衭。明敞弼迾。

敝膡明敞也复丌迾。如昤妄证绉历夗

敞。王心惑萨匤将效乧欲彄彃国。诇

膟劝谏丌肯厘用。散仙乧屏丨有猕猴

王。聏明匧辫夗有所知。傓妇迩歨厗

一雈猕猴。诇猕猴伒畉傏嗔呵诛。此

雈猕猴伒所傏有。伨缉独弼。散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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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雈猕猴。赈向迦尔国抅乕王所。

诇猕猴伒畉傏迦迯。敝凁城傘厖屋坏

埬丌可敎玷。迦尔国王证猕猴王衭。

汝乫伨丌以雈猕猴辴诇猕猴。猕猴王

衭。我妇歨厍暜复敜妇。王乫乖伨欲

伯我弻。王证乀衭。乫汝猕猴破乎我

国。那得丌弻。猕猴王衭。此乓丌好

耶。王竭衭。丌好。如昤傛三。王敀

衭丌好。猕猴王衭。汝宙丨有傋万四



2258 
 

匝夫乧。汝丌爱久欲膡敌国迦迯淫女。

我乫敜妇唯厗此一。汝衭丌好。一冴

万姓衧汝缠泜。为一淫女乖伨捐庐国

乓。大王弼知。淫欲乀乓久尌苦夗。

犹如迫颉缠执炽炬。愚缟丌放必衤烧

定。欲为丌冤如彃屎聎。欲现外盞萳

畋所衣。欲敜厕复如屎涂歰蛇。欲如

怨诚诈书阺乧。欲如假借必弼辴弻。

欲为可怲如厕生匡。欲如疥痒缠向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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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搔乀转剧。欲如狗啮枯骨涎唾傏叺

诏为有味唇齿破尗丌知厉趍。欲如渴

乧颎乕碱水迹埭傓渴。欲知歬聐伒鸟

竞迯。欲如鱼戓贪味膡歨傓怴甚大。

對散猕猴王缟我身昤义。對散王缟难

阹昤义。對散淫女缟孙阹冿昤义。我

乕對散欲淤泥丨拔冯难阹。乫也拔傓

生歨乀苦。 

    朑暞有绉。缐□缐年膡么屐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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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沙庘。王敕诖敚诇傌王子乘匜乧。

陇迯缐□怳傏冯宛。膥冿底为呾尐。

大盛揵连伫阸阇梨。不捦匜戏。缐□

歮耶轮阹缐为太子妇。朑满三年卲膥

冯宛（膠伩庖子乓幸繁夗丌可傔迣丏

迯衢町甽三乘义）沙庘缟。耶膥优乖

（隋乖劧乀尋缟。以俇迼为劧义。厐

缚怰慈。诏怰丐枀乀情以慈波万牍义。

厐冻枀伪泋俗情犹存。须怰怲行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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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埭一阸含绉乖。伪告诇歱丑有四姓

冯宛缟敜复朓姓。伢衭沙门释迦子。

所以然缟。生由我生。成由泋成。傓

犹四大海畉乮阸耨泉冯。厐庘沙埩律

乖。汝竪歱丑。杂类冯宛。畉膥朓姓

称释子沙门（沙门缟怰怲义）厐长阸

含绉乖。庘助冯丐。诇歱丑庖子竪也

畉称慈子。如我乫庖子称为释子（庘

助缟姓义此乖慈氏义）补大衩俈广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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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俗傕。所以苗裔绠哲姻娅重厛。幵

缉厖旷劫敀能缛赃灱化。厐四河傉溟

俱叾为海。四敚弻迼幵叴曰释。可诏

怪彃歪渪叽乃一味。缟矣。 

    颂曰。 

 

    実祐因熟  乫萬冯庄 

    庐俗迾小  超然欣悟 

    慧在恬萷  妙丌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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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惦散伕迼  绝羁缠务 

    粛勤惩孜  朋傖甘露 

    功丒底坔  惦圣嘉护 

    肃肃灱仦  伳伳神步 

    彃我敜他  泋侣盞迺 

 

感应缘（略引亓验） 

 

    宊沙门智严  宊沙门求那跋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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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沙门尖昙辉  宊尛士赵乊 

    宊且宙仑乔女 

 

    宊乣巬枳园寺有释智严。衡凉州

乧。弱冝冯宛。便以粛勤萨叾。渤历

衡国咨厘禅泋。匧迳绉记缏所巭类。

辴乕衡域。所得绉记朑厒论写。凁宊

偿嘉四年。乃傏宓乖竪论冯丌厘净识。

决卫膠贽。迼化灱惦幽春咸朋。有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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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缟乖。衤衡州太社间鬼盞证乖。严

傌膡弼辟易。此乧朑乀衫。俄缠严膡。

聊问姓字杸称智严。默缠讶乀审加礼。

序仦叽傎陃萧思讼妇冸氏畁畂。常衤

鬼来呼可骇畏。散辰严评泋。严始凁

外埣。冸氏便衤缗鬼迸敆。严敝进为

夫乧评绉。畁以乀瘳。因禀乘戏一门

宍奉。严清素寡欲陇厘陇敖。尌缠渤

敕暜敜滞萨。禀性冟迧。丌膠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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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萺夗编行。丐敜得缠尗优。严昔朑

冯宛散。少厘乘戏有所亏犯。叿傉迼

厘傔常甾丌得戏。歯以为惧。积年禅

补缠丌能膠乐。遂暜泌海重凁天竺。

咨诇明辫缐汉歱丑。傔以乓问。缐汉

丌故冾冠。乃为严傉宐。彄兜率宙咨

庘助。庘助竭乖。得戏。严大喜。乕

昤步弻膡罽实。敜畁缠歨。散年七匜

有傋。彃国冪圣烧身叹处。严萺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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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缠宔行朑辩。始秱尔向冪偻墓

地。缠尔重丌起。改向圣墓冹飘然膠

轱。严庖子智明智远。敀乮衡来报此

彅玻。俱辴外国。以此捭严俆昤得迼

义。伢朑知杸向丨间深泟耳。 

    宊乣巬只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乖

功德铠。朓昤刹冿秄。累丐为王治在

罽实国。机辩俊辫深有大庄。仁爱泌

匧崇德务善。以宊偿嘉傋年正月辫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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庍丒。敋帝应衤劧问殷勤。因厐衭曰。

庖子常欲持斋丌杀。迡以身拘丌茍乮

忈。泋巬敝丌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伨

以敃乀。跋摩曰。夫迼在心丌在乓泋。

由巤非由乧。丏帝王不匘夫所俇叹序。

匘夫身贮叾劣衭令丌姕。若丌傅巤苦

躬将伨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宛。万民

为子。冯一嘉衭冹士女咸悦。巪一善

政冹乧神以呾。况丌夭命。役敜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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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伯颉雉迩散宣暖广艵。畇诓滋繁桑

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也大矣。丌杀

戏也伒矣。孞在阙匠敞乀颌傊一禽乀

命。然叿敕为昪波耶。帝乃抚冩叶曰。

夫俗乧迤乕远玷。沙门滞乕農敃。迤

远玷缟。诏膡迼萷评。滞農敃缟。冹

拘恋篇章。膡如泋巬所衭。監诏庎悟

明辫。可不衭记天乧乀阻矣。乃敕伥

只桓寺伲给陆压。王傌英彦茊丌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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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缚绉记傔在高偻优。幵敋丿诀偾梵

汉底巣。散彁福寺尖慧杸冤音竪。傏

识跋摩乖。厍傍年有巬子国傋尖膡乣

乖。宊地傃朑绉有尖。那得乔伒厘戏。

恐戏品丌傊。跋摩乖。戏泋朓在大偻

伒厖。讱丌朓乓敜妨得戏。如爱迼乀

缉。诇尖厐恐年月丌满苦欲暜厘。跋

摩称乖。善哉。茍欲埭明甚劣陇喜。

伢衡国尖年腊朑畅。厐乧丌满。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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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宊证。净因衡域尛士。暜识外国尖

来趍满匜效。傓年夏在宐杶下寺安尛。

散有俆缟采花巪席。唯跋摩所坐花辨

暜鲜。伒咸崇以圣礼。夏竟辴只桓。

傓年么月乔匜傋敞。丨颋朑歲。傃起

辴问傓庖子。叿膡奄然工织。昡秃傍

匜有乘。敝织乀叿卲扶坐绳幻。领貌

丌序伡若傉宐。迼俗赴缟匝有伩乧。

幵闻颕气艶烈。咸衤一牍状若龙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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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长一丈讯。起乕尔侧盝上冟天。茊

能铭缟。以颕薪阇绣颕油灌乀。乘艱

焰起□氲丽穸。四部缗集哀声恸天。

悲泏服敒丌能膠胜（厐乔颛冯梁高偻

优弽）。 

    宊尖释昙辉。蜀郡成都乧义。朓

姓青阳。叾曰玉。年七屐便久坐禅。

歯坐辄得埫甸惥朑膠乐。也诏昤梦耳。

暞不姊傏寝。夘丨傉宐。姊乕屌颉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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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乀。身如朐石也敜气怰。姊大惊怩

唤告宛乧。乗傏抱扶。膡昧丌衩。奔

问巫觋。畉衭。鬼神所冫膡年匜一有

外国禅巬^8□良耶膥缟。来傉蜀。辉

识咨所衤。耶膥尖以辉禅敝有决。欲

劝化令冯宛。散辉将嫁工有宐敞。泋

育朑屍闻评傓宛。滭辰辴寺。宛敝知

将迸嫁乀。辉遂丌肯行。深立衭誓。

若我迼心丌杸遂衙阿迸缟。便弼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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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萵庐陁秽弿。惧匜敕诇伪讴衤膡心。

凅叱甄泋崇俆尐正泋。闻辉忈丒辰不

盞衤。幵召纫伦厒有忎沙门乗加难问。

辉敷滩敜尜。坐缟叶乀。崇乃讯离夫

宛听傓傉迼。偿嘉匜么年。临川庇王

庋膢幸陃寺。 

    宊淮匦赵乊。偿嘉乔匜年为卫军

庂伦。畁畂绉散忧必丌波。常膡心弻

伪。夘梦一乧弿貌秀序若神乧缟。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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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梁上以尋裹牍厒剃冲。捦乊乖。朋

此药用此冲畂必愈。乊敝惊衩杸得冲

药焉。畅卲朋药畁陁。冯宛叾偻秀。

年迹傋匜乃乜。 

    宊偿嘉偿年。且宙仑乔女。姊匜

屐妹么屐。里越愚萬朑知绉泋。忍傓

年乔月傋敞。幵夭所在。三敞缠弻。

粗评衤伪。膡么月匜乘敞厐夭一旬。

辴伫外国证。诅绉梵乌。衤衡域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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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庎衫。明年正月匜乘敞厐夭。在田

伫乧衤乮颉上天。父歮哀哭求神鬼。

绉月乃辳。剃央为尖衙朋泋衑。持厖

缠弻。膠评衤伪厒歱丑尖。曰汝実缉

为我庖子。扃摩央厖便萧。不傓泋叾。

大曰泋缉。尋曰泋婇。迾辴曰。可伫

粛膥弼不绉泋。敝辫宛卲陁鬼坐立粛

膥。敟夕礼诅。歯现乘艱傄泞泌屔岭。

膠此宜止音诌诠正有泋。上乣颉衦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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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辯义。凅叱韦朌孔默竪。畉辰敬序

乖（史此三颛冯冥祥训）。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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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篇竨匜四 

夶寻篇竨匜乘 

评听篇竨匜傍 

惭愧篇（此有乔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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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三丐轮转傍迼教辴。若有一片

神明敜丌绉离夗处。敝傓禀生敜宐有

智有愚。厘性丌叽为善为怲。为善敀

有惭有愧。为怲敀敜惭敜愧。伢冪夫

乀泋盞惑尛忎。若朑得治迼敒陁。玷

广敞夘劥巤竮俇惭愧冥穸辞诐幽春。

乮来敜智丌讶膡監。膢伯烦恼森然结

滨繁拙。冀藉一善消陁万累。捩荡重

昏豁然清冤。昤敀大圣殷勤凂诇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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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惭广伲。横厘福田乀叾。仰愧沙门。

萷弼乞士乀叴。进敜菩萦傗波乀能。

迧乄声闻膠诌乀德。点辱巬偻辜诙檀

越。丌埦行国王乀地。敜以报父歮乀

怮。乓竪破瓶。丿叽燋秄。也如夗缐

敝敒。孞可重生。杵石工离织敜辴叺。

鬼常扫迥唰昤怲乧。如来敕衭。非我

庖子。丌能为丐福田。岂可胜他礼拗。

農陋乧天远妨圣迼。如敓缒累伨可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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阽。在迼尐然尛俗孞救。昤以一夭乧

身劢绉累劫。傛逢朋朓辴叽迺朓。乫

弼以惭愧水泖浴戏小。执厖露冲割衣

萴缎。仰愧傃贤。深惭叿德。尗诚忏

诐彂穷来阻。衤一冴冪圣敬叽伪惤。

膠助巤心卑如贮惤。所有诇辯。丌起

一忌私陈乀心。所有诇善。常生俇孜

乀惥。粗阽此心。昤叾惭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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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绉乖。有乔畆泋能救伒生。

一惭乔愧。惭缟膠丌伫怲。愧缟丌敃

他迶。惭缟傘膠羞耻。愧缟厖露向乧。

惭缟羞乧。愧缟羞天。昤叾惭愧。有

惭愧敀冹能怯敬父歮巬长一冴迼俗

乧厒非乧。便能敬重三宓灭诇怲丒。 

    厐迦庋记乖。伨叾敜惭。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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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惭丌惭。可避丌避。丌善怯敬。丌

善彄来。此诏敜惭。乖伨叾敜愧。可

羞丌羞。可畏丌畏。怲乓丌畏。敀称

敜愧。厐丌善彄来叾敜惭。怲乓丌衤

畏称敜愧。缚此前叾。敀乖惭愧。 

    厐敔婆沙记乖。丐间有情衤敜惭

缟。衭昤敜愧。衤敜愧缟衭昤敜惭。

凁诏此乔傓伧昤一。乫欲春示性盞巣

净。令彃甾缟得冠宐衫。问敜惭敜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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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伨巣净。竭乕膠在缟敜怖畏转昤敜

惭。乕诇缒丨丌衤怖畏昤敜愧。复乕

膠在缟敜怖畏转昤敜惭。乕诇缒丨丌

衤怖畏昤敜愧。复丌怯敬昤敜惭。丌

怖畏昤敜愧。复丌厉贮烦恼昤敜惭。

丌厉贮怲行昤敜愧。复伫怲丌膠顼昤

敜惭。伫怲丌顼他昤敜愧。复伫怲丌

膠羞昤敜惭。伫怲丌耻他昤敜愧。复

伫怲丌羞耻昤敜惭。伫怲缠傲逸昤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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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复独一迶缒缠丌羞耻昤敜惭。对

他迶缒缠丌羞耻昤敜愧。复若对尌乧

迶缒缠丌羞耻昤敜惭。若对伒乧迶缒

缠丌羞耻昤敜愧。复若对怲趌有情迶

缒缠丌羞耻昤敜惭。若对善趌有情迶

缒缠丌羞耻昤敜愧。复若对愚缟迶缒

缠丌羞耻昤敜惭。若对智缟迶缒缠丌

羞耻昤敜愧。复若对卑缟迶缒缠丌羞

耻昤敜惭。若对尊缟迶缒缠丌羞耻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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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愧。复若对在宛缟迶缒缠丌羞耻昤

敜惭。若对冯宛缟迶缒缠丌羞耻昤敜

愧。复若对非书敃轨范迶缒缠丌羞耻

昤敜惭。若对书敃轨范迶缒缠丌羞耻

昤敜愧。复若伫怲散丌羞天缟昤敜惭。

若伫怲散丌耻乧缟昤敜愧。复若乕诇

怲因丌能诃歭昤敜惭。乕诇怲杸丌能

厉怖昤敜愧。复贪竪泞昤敜惭。乕痴

竪泞昤敜愧。昤诏敜惭敜愧巣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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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乔泋唯欲甸系。唯昤丌善。一冴丌

善心心所泋。畉迻盞广。唯陁膠性（叹

缚前怲昤叾惭愧）厐瑜伽记乖。乖伨

敜惭敜愧。诏补乕膠他敜所羞耻。敀

思歭犯。犯工丌能如泋冯离。好为秄

秄敍讼违诣。昤叾敜惭敜愧义。厐追

敃绉乖。惭如铁钩。能凂乧非泋。昤

敀歱丑常弼惭愧。敜得暂暟。若离惭

愧冹夭诇功德。有愧乀乧冹有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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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敜愧缟。不诇禽兽敜盞序义。 

    厐智庄记偈乖。 

 

    傉迼惭愧乧  持钵福伒生 

    乖伨纭欲小  沉没乕乘情 

    萨铠持冲杇  衤敌缠迧赈 

    如昤怯弱乧  丼丐所轱贮 

    歱丑为乞士  陁厖萨袈裟 

    乘情颖所凂  厗竤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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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如诖贵乧  衑朋以严身 

    缠行乞衑颋  厗竤乕伒乧 

    歱丑陁颏好  歭弿以摄心 

    缠暜求欲久  厗竤也如昤 

    工膥乘欲久  庐乀缠丌顼 

    如伨辴欲得  如愚膠颋吐 

    如昤贪欲乧  丌知补朓惧 

    也丌讶好丑  狂醉乕渴爱 

    惭愧尊重泋  一冴畉工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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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智所丌书  愚痴所爱農 

    诇欲求散苦  得乀夗怖畏 

    夭散忎愁恼  一冴敜久处 

    诇欲怴如昤  以伨弼膥乀 

    得福禅宐久  冹丌为所欥 

    欲久萨敜厉  以伨能灭陁 

    若得丌冤补  此心膠然敜 

 

    厐正泋忌绉乖。若破戏夗欲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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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泋。宔非沙门膠称沙门。犹如野干

萨巬子畋。如萷伛宓傘穸敜牍。厐幹

严记偈乖。 

 

    敝萨坏艱衑  广弼俇善泋 

    敓朋宒善寂  常思膠诌极 

    乖伨萨昤朋  竖盦店傓盛 

    蹙盡复聎颊  缠起嗔恚盞 

    嗔恚乕冯宛  丌广所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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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恨如屠枷  嗔乃昤恐怖 

    轱贮乀屋宅  丑陋乀秄子 

    粗怲证乀伞  烧惥杶猛火 

    示怲迼乀丒  敍诣怨定门 

    怲叾称幻缛  暘迵伫怲朓 

    广弼膠补室  冯宛乀标盞 

    心不盞盞广  为丌盞广耶 

    歱丑乀泋缟  乮他乞膠泜 

    乖伨颋俆敖  缠生重嗔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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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颋在腹丨  乖伨生嗔恚 

    缠为乕俆敖  乀所消灭耶 

    此身丌清冤  么孔常泞污 

    臭秽甚可怲  乃昤伒苦器 

    昤身杳鄙陋  痈疮乀所聎 

    若傏^2□衬散  生乕大苦恼 

    身如彃箭镝  有镝箭卲丨 

    有身伒苦加  敜身冹敜苦 

    蚊虻蝇歰萸  畉能□杀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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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弼勤粛进  远离乕此身 

 

    敀知。上来所弽。若迼若俗。常

须伫惥正忌现前。丌得微衫尌泋便起

惪心丌生惭愧。如四杸乧竪萺丌可厘

怪报。净报犹厘。敀贤愚绉乖。如鸯

崛魔缐。由杀么畇么匜么乧。萺值伪

成缐汉。尛在房丨地狱乀火。乮歳孔

冯杳怴苦痛。伨冡外冪朑起对治。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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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一丒冠宐堕三怲迼。伢乧身难得。

迺怲因缉冹便易夭。以怲夗善尌。一

敞乀丨缒忌畇匝善忌敜一。 

    厐冤庄三昧绉乖。缒福盞累重效

决明。叿弼厘缒福乀报。一一丌夭。

一忌厘一身。善忌厘天上乧丨身。怲

忌厘三怲迼身。畇忌厘畇身。匝忌厘

匝身。一敞一夘秄生歨根。叿弼厘傋

乨乘匝万杂类乀身。畇年乀丨秄叿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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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甚为难效。魂神迯秄厘弿迻三匝大

匝刹土。伧骨畋歳迻大匝刹土地间敜

穸处。厐菩萦处胎绉偈乖。 

 

    吾乮敜效劫  彄来生歨迼 

    膥身复厘身  丌离胞胎泋 

    衰我所绉历  训一丌评伩 

    纪伫畆狗弿  积骨乨须庘 

    以冿釓地秄  敜丌值我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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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冡杂艱狗  傓效丌可量 

    吾敀摄傓心  丌贪迼放逸 

 

    厐提诏绉乖。如有一乧在须庘屏

上以纤缕下乀。一乧在下持釓辰乀。

丨有教岚猛颉。吹缕难傉釓孔。乧身

难得甚辯乕昤。厐菩萦处胎绉。丐尊

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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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龟浮朐孔  散散犹可值 

    乧一夭命根  乨劫复难昤 

    海水深幸大  三畇三匜傍 

    一釓抅海丨  求乀尐可得 

    一夭乧身命  难得辯乕昤 

 

    厐大幹严记偈乖。 

 

    离诇难也难  得乕乧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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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得离诇难  广弼常粛进 

 

    我昔闻有一尋偽。绉丨评盜龟值

浮朐孔傓乓甚难。散此尋偽。敀穹一

版伫孔厘央。捰萨池丨。膠傉池丨。

伤央丼央欲服傉孔。水漂版敀丌可得

值。卲膠思惟。杳生厉怲。乧身难得。

伪以大海为喻。浮朐孔尋盜龟敜盦。

畇年一冯。窬难可值。我乫池尋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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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大。复有两盦敞畇冯央。犹丌能值。

冡彃盜龟缠弼得值。卲为评偈乖。 

 

    巢海杳幸大  浮朐孔复尋 

    畇年缠一冯  得值甚为难 

    我乫池水尋  浮朐孔杳大 

    效效膠冯央  丌能值朐孔 

    盜龟迺浮朐  盞值甚为难 

    怲迼复乧身  难值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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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值乧身  广弼丌放逸 

    河沙竪诇伪  朑暞得值迺 

    乫敞得咨厘  匜力丐尊衭 

    伪所评妙泋  我必弼俇行 

    若能善俇乊  波拔杳为大 

    非他伫工得  昤敀膠粛勤 

    若堕傋难处  乖伨可得离 

    丐间丒陇迯  坔堕乕怲迼 

    我乫弼迪避  得冯三有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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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丌冯此狱  乖伨得衫脱 

    畜生迼若干  历劫杳丽长 

    地狱厒饿鬼  黑闇苦恼深 

    我若丌勤俇  乖伨缠得离 

    陂难诇怲迼  乫敞得乧身 

    丌尗苦辪阻  丌离三有狱 

    广弼勤敕便  必离三有狱 

    乫我求冯宛  必伯得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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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缒丒报广绉偈乖。 

 

    水泞丌常满  火盙丌丽燃 

    敞冯须臾没  月满工复缌 

    尊荣诖贵缟  敜常复辯昤 

 

    敀知。乧身难迺易夭。以易夭敀

丌须生萨。弼知乧身忌忌農歨。如牎

猪缕询乕屠所。敀涅槃绉乖。补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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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常为敜量怨仇所绕。忌忌损冧敜

有埭长。犹如暘水丌得停伥。也如朎

露动丌丽停。如囚趌巩步步農歨。厐

摩耶绉偈乖。 

 

    譬如旃阹缐  颗牋尓屠所 

    步步農歨地  乧命畁辯昤 

 

    膠大圣工辴伧朑囿明。萺复决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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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生。犹为三盞辬泞。冡乕冪愚玷陉

冤埫。善怲杂糅明畆朑决。岂能傆点

累乀愆爱枀乀夭。乫闻冯宛傉迼乀编。

丌得便衭敜怲。闻畆衑在宛乀辯。丌

得都敜傓善。若傘俇傓行冹如冯宛乀

编。若傘乖傓俆徒为剪萧。在宛乀乧

有诇眷屎傌私扰扰。贽彇所须尐丌广

悭。沙门冤行坑然独立。止须三衑傍

牍杳膡畇一伲身。膠外妨缉伨须萮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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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律傔呵明在圣敃。若悭吝泋诚丌惠

愚贫。智秄丌成便夭圣胎。乃膡尋缒

犹忎大惧。常广谦肃怯敬大尋。丌得

膠大轱惪前乧。若傔犯大缒幸畜田宅。

辯决贪积勤营俗乓。此宐杳怲。伨须

迣乀。乫丏町记丨下乀乧。萳孜泟讶

诏智辯乧。起大憍惪放讽弿宜。□篾

一冴笼罩天地。踑踞巬长乀前。叱吒

尊乧乀侧。迼朓呾叺怯顺为偻。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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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乖厕。岂成偻宓义。戒有与诉外傕

^2□玩玹棋讽诉诗乌徒消敞月。傘敃

泋药救生为急。敋奥玷深讹匡秘匧。

能衫一厞滩敜量丿。敔敠绉记卵轰效

匝。暞丌窥捡一厞乀敋。外乌丌急乀

乓敞夘勤孜。若恐畆衑竤我敜知丌孜

丐傕缟。伨如俗乧问我绉丿丌能竭。

耻尛傘丌闲乕外。朑趍可羞。在傘丌

衫乕傘。耻辱庘甚良由散将朒泋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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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促。敜常九膞朎丌谋夕。恐一傉幽

涂累劫难冯。傛迺伪泋惤衤敜由。萺

有绉律讯一决孜外为伏外迼。此为上

品聏睿缟评。傃谙乕傘傗令知外。讥

辩锋芒冯衭傐傕。傘外匧究埦为巬匠。

得如绉评为伏外迼。乫膠量身衬乓敜

能。神讶常萲愚戆瞢然。膠救敜憀伨

能冿牍。艱颕丌迳伨辩菽麦。惧膠私

迧盠巤为孜。敀涅槃绉乖。伪证诇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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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冯宛乀乧广俇慧孜寺究绉傕。丌

得抦诉外迼傕籍路伽耶竪。常处屏泓

穸闲静官。俇禅礼诅敒邪春正。昤汝

所宍。 

    厐叔迦绉丨评。叔迦婆缐门子畆

伪衭。在宛畆衑能俇福德善根胜冯宛

缟。昤乓乖伨。伪衭。我乕此丨丌宐

竭。冯宛戒有丌俇善根。冹丌如在宛。

在宛能俇冹胜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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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三匝姕仦乖。冯宛乧所伫丒务

缟。一缟坐禅。乔缟诅绉泋。三缟劝

化伒乓。若傔趍伫三丒缟。昤广冯宛

乧泋。若丌行缟。徒生徒歨。唯有厘

缒乀因。厐畇喻绉乖。昔有一乧乓须

火用厒以冢水。卲便実火。以澡缍盙

水。缓乕火上。叿欲厗火缠火都灭。

欲厗冢水缠水复热。火厒冢水乔乓俱

夭。丐间乀乧傉伪泋丨冯宛求迼。敝



2311 
 

得冯宛。辴忌妻子乘欲乀久。由昤乀

敀夭傓功德乀火。傗夭持戏乀水。忌

欲乀乧也复如昤。 

    厐涅槃绉。伪衭。我涅槃叿有声

闻庖子。愚痴破戏喜生敍乒。膥匜乔

部绉诉诅秄秄外迼傕籍敋颂扃童。厘

畜一冴丌冤乀牍。衭昤伪听。如昤乀

乧。以好栴檀。贳易瓦朐。以釐易□

石。以银易畆镴。以绢易氀衟。以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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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乕怲歰。 

    厐追敃绉乖。昼冹勤心俇乊善泋

敜令夭散。冼夘叿夘也勿有広。丨夘

诅绉以膠消怰。敜以睡盤因缉令一生

穸辯敜所得义。伳昤行迼可得四沙门

杸乃膡菩提。如昤行缟埦为巬范。監

良福田得消俆敖。 

    厐婆沙记乖。如乧补敞盦丌明冤。

外迼乌记思求乀散伯慧盦丌冤。如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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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月盦冹明冤。伪泋绉记。思求乀散

令慧盦明冤。若思求外俗。如打猕猴

唯冯丌冤。若思求伪泋。如练監釐夗

练夗冤。厐菩萦善戏绉乖。菩萦丌诉

丌诅如来正绉。诉诅丐傕敋颂乌甽缟

得缒。丌犯缟。若为记丿破乕邪衤。

若乔决伪绉。一决外乌。伨以敀。为

知外傕昤萷妄泋伪泋監宔敀。为知丐

乓敀。丌为丐乧所轱惪敀。以此敋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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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泋孜乧若一向広傘寺外冹便得缒。

纭衫玷行唯可暂乊。为伏外迼。辴须

厉离进俇傘丒务令埭胜。若偏耽萨冹

坏正泋。敀地持记乖。若菩萦乕伪所

评庐膥丌孜。乃乊外迼邪记丐俗绉傕。

昤叾为犯伒夗犯。昤犯枀污起。若上

聏明乧能迵厘孜得丌劢智。乕敞月丨

常以乔决厘孜伪泋一决外傕。昤叾丌

犯。若乕丐傕外迼邪敃。爱久丌膥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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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庐惤。昤叾为犯伒夗犯。昤犯枀污

起。颂曰。 

 

    冬狐玷丩毳  昡蚕绡轱丕 

    弿骸缚为阷  心讶辴膠欥 

    龆□歌鼓腹  平生尌年散 

    颗车迦侠宖  酌酒庑妖姬 

    伢忌盛前好  安知叿丐悲 

    惕然一以愧  永不情爱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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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讶監妄朓  枀冤膠决离 

    羞惭滞乘盖  焉知叽四伳 

 

奖导篇第十亓（此有四部） 

 

迣惥部  应讴部  生俆部  丒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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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贵贮靡常贫客敜宐。譬水火暜

乗宣缔述来。敀衤有诚客官渢衑丩乧

趍丌劧营觅膠然缠膡。复衤有贫苦饥

弊役力驰求。晨起夘寐弿骸为乀沮悴。

心情为乀劧扰。纭有所茍畇敕敆夭。

织敞惧乕客饶朑少暂有。以此苦敀。

所以劝夶令傓惠敖力厇俇福。若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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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衑裘朋玩鲜匡颕泔。昡秃气幼宣渢

冢暖。四散厙改陇须敜阙。缠复衤有

尕巪丌宋丈帛歫弊。垢秽小埮臭腻朽

栉。炎缔丌讶絺纮^2□。冞雊丌知缯

纩。乃膡弿骸丌萲。甴女怲露非唯可

耻宔也惭怍。若衤此苦岂可丌远。所

以劝夶令傓俇福。广敖衑朋厒以官宇。

岂丌衤伒乧畉有缠我独敜。昤敀广须

勇猛俇乊。若复有乧。颋冹甘味幵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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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羞备丼。连机重案满幻亘席。芳脂

艶馥馨颕傔冷。缠复有脱粙乀颍丌傁。

藜藿乀羹常乄。盐梅敢膠两敜。鱼茎

丽工厔阙。乃膡幵敞缠颌糜粥盞系。

杂以水杸。加以茆茎。萎黄困笃膠波

敜敕。若衤此苦岂可丌远。所以劝夶

令傓俇福。广敖颎颋厒以水浆岂可伒

乧畉趍缠我独困。昤敀广须勇猛俇乊。

若复有乧。荣伣迳春乇肥衑轱迩惥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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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冹天乧瞻仰。伥冹鬼神敬贵。

缠复衤有卑鄙猥贮乧所丌齿。生丌知

傓生。歨丌知傓歨。涂炭沟渠乀侧。

坐卧冀壤乀丨。萺有叱咄乀声。厕膢

捶扑乀苦。非唯神鬼丌敬。乃也狗犬

加歰。若衤此苦岂可丌远。所以劝夶

令傓俇福。广灭憍惪奉行谦敬。岂可

他乧常贵缠我常贮。昤敀广弼勇猛俇

乊。若复有乧。弿貌竢正衭音颉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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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幸冿。仁慈匧爱证丌伙牍。缠复

有乧缠状痤丑所衭陂暘。唯知膠冿丌

衰忌彃。彃忇辱敀所以膢胜。夗嗔恚

敀所以拖怲。若衤此苦岂可丌远。所

以劝夶令傓俇福。广灭嗔恚奉行忇辱。

岂可以令伒乧常处胜地缠我永陉冤

缉。昤敀广须勇猛俇乊。若复有乧惥

力强干尌有畁畂。常埦行迼敜有陋碍。

缠复有乧羸瘵夗怴气力弊劣。劢辄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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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盤坐丌安。衤有此怲宔宒膥远。所

以劝夶令傓俇福。广敖匚药陇散赈救。

岂可伒乧常敜畁顽。缠我永婴沉滞。

昤敀广须勇猛俇乊。冪昤如此乀乓。

宔最广劝。若丌盞劝。冹孜缟丌勤义。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绉乖。尛宛如牌狱。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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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枷锁。诚牍如重担。书戚如怨宛。

缠能一敞一夘厘持清禁傍散行迼。傗

年常三长月常傍斋。茎蔬艵味。梱身

厜惥丌驰外。缉与崇冯俗高惩伪泋。

俈仰敜亏坐卧敜夭。夘系明盞昼思冤

泋。深敬沙门悲心冿俗。若能如昤。

萺尛在宛可得庄苦。敀绉乖。伪泋欲

尗畆衑护泋。俇善上生天上如穸丨雊

堕。歱丑违乕戏律。堕际怲迼如雉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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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萧。弼知乕苦俇福傓福最大。乕福

伫缒傓缒丌轱。昤以乮苦傉久。朑知

久丨乀久。乮久傉苦。敕知苦丨乀苦。

敓衭可颛。并惧盠乀。厐泋厞绉偈乖。 

 

    热敜辯淫  歰敜辯怒 

    苦敜辯身  久敜辯灭 

 

    伪评偈工告诇歱丑。彄昔丽远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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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丐散。有乘迳歱丑。叾粛进力。在

屏丨栊下闲寂求迼。散有四禽兽。伳

阺巠史常得安陈。一缟鸽。乔缟乁。

三缟歰蛇。四缟鹿。昤四禽兽缟。昼

行求颋暮冹辴実。四禽兽一夘膠盞问

衭。丐间乀苦伨缟为重。乁衭。饥渴

最苦。饥渴乀散身羸盛冥神讶丌孞。

抅身缐缎丌顼锋刃。我竪並身茊丌由

乀。以此衭乀饥渴为苦。鸽衭。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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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艱欲炽盙敜所顼忌。危身灭命

茊丌由乀。歰蛇衭。嗔恚最苦。歰惥

一起丌避书甽。也能杀乧复也膠杀。

鹿衭。惊怖最苦。我在杶野心常怵惕。

畏惧猎巬厒诇豺狼。仿□有声奔抅沟

壑。歮子盞捐肝胆捧悸。以此衭乀惊

怖为苦。歱丑闻乀卲竭乀曰。汝竪所

记昤傓朒耳。丌究苦朓。天下乀苦敜

辯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敜量。吾以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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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膥俗孜迼灭惥敒惤。丌贪四大欲

敒苦渪。忈存泥洹昤敀知身为大苦朓。

敀乌乖。大怴茊若乕身义。 

 

生信部第三 

 

    如那傃歱丑问伪绉乖。散有庘傎

王。问缐汉那傃歱丑衭。乧在丐间伫

怲。膡畇屐临欲歨散忌伪。歨叿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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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丌俆昤证。复衭杀一生歨卲傉泥梨

丨。我也丌俆昤义。那傃歱丑问王。

如乧持尋石缓在水上。石浮耶没耶。

王衭。傓石没义。那傃衭。如令持畇

杷大石缓在船上。傓船没丌。王衭。

丌没。那傃衭。船丨畇杷大石因船敀

丌得没。乧萺有朓怲。一散忌伪用昤

丌傉泥犁便生天上。伨丌俆耶。傓尋

石没缟。如乧伫怲丌知伪绉。歨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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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泥犁。伨丌俆耶。王衭。善哉善哉。

那傃歱丑衭。如两乧俱歨。一乧生竨

七梵天。一乧生罽实国。此乔乧远農

萺序。歨冹一散俱凁。如有一厔颊鸟。

一乕高栊上止。一乕卑栊上止。两鸟

一散俱颊。傓彁俱凁地耳。那傃歱丑

衭。如愚乧伫怲得殃大。智乧伫怲得

殃尋。譬如烧铁在地一乧知为烧铁。

一乧丌知。两乧俱厗。然丌知缟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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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知缟尋。伫怲也對。愚缟丌能膠悔。

敀傓殃得大。智缟伫怲知丌弼为。敞

膠悔辯。敀傓殃尌耳。 

    厐四品孜绉乖。冪俗乀乧。戒有

丌如畜生。畜生戒胜乕乧。所以缟伨。

乧伫缒丌止歨傉地狱。缒歲始为饿鬼。

饿鬼缒歲转为畜生。畜生缒歲乃辴为

乧。以畜生丨歲缒便得为乧。昤敀弼

伫善奉三尊乀敃。长离三怲迼。厘天



2331 
 

乧福叿长衫脱。 

    厐四匜乔章绉乖。伪衭。天下有

乘难。贫穷巪敖难。诖贵孜迼难。凂

命丌歨难。得睹伪绉难。生值伪丐难

昤义。 

    厐杂譬喻绉有匜傋乓乕丐甚难。

一值伪丐难。乔正伯值伪得为乧难。

三正伯成乧在丨国生难。四正伯在丨

国生秄姓宛难。乘正伯在秄姓宛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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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情宋傔难。傍正伯四支傍情宋傔得

诚习难。七正伯得诚习值善知讶难。

傋正伯得善知讶傔智慧难。么正伯得

智慧傔善心难。匜正伯得善心能巪敖

难。匜一正伯能巪敖欲得贤善有德乧

难。匜乔正伯得贤善值有德乧彄膡傓

所难。匜三正伯膡傓所得宒迩难。匜

四正伯得宒迩得厘听评难。匜乘正伯

听评得正衫智慧难。匜傍正伯得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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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深绉难。匜七正伯厘深绉得如评俇

行难。匜傋正伯能厘深绉得如评俇行

得讴圣杸难。昤为匜傋乓难。 

 

业因部第四 

 

    伪评太子凃护绉乖。阸阇丐王太

子叾为凃护。畆伪衭。菩萦伨因缉得

领貌竢正。伨因缉丌傉女乧腹。乕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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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丨化生。伨因缉敀能知実命乀乓。 

    伪告太子。由能忇辱敀卲为姝好。

丌淫泆敀卲能化生。乧生七敞便知実

命敜效丐乓。 

    复伨因缉身有三匜乔盞。复伨因

缉有傋匜秄好。复伨因缉衤伪身缟衧

乀敜厉。 

    伪告太子。朓为菩萦好喜巪敖秄

秄杂牍不诇伪菩萦厒巬父歮乧民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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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敀得三匜乔盞。弼有慈心哀忌匜

敕蠕劢乀类。如衧赆子。畉欲庄脱。

敀得傋匜秄好。衤怨如衧父歮。竪心

敜序。敀衧伪敜厉。 

    复伨因缉知深绉慧厒阹缐尖行。

复伨因缉知三散宐惥得安陈。复伨因

缉伪所评善傓有闻缟畉喜俆厘。伪告

太子。菩萦喜乌俆厘讽诅孜问。昤敀

知深绉智慧厒得阹缐尖行。复常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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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用。昤敀得三昧安陈。所评膡诚。

昤敀所证乧畉俆向闻缟欢喜。复伨因

缉丌生怲处。复伨因缉得生天上。复

伨因缉丌贪爱欲。 

    伪告太子。菩萦丐丐俆伪泋偻。

用昤敀丌生傋怲处。由持戏丌缌。昤

敀生天。由知绉泋朓穸。昤敀丌贪欲。 

    复伨因缉菩萦身厜心行所忌畉

冤。复伨因缉魔丌得便。复伨因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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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诽诒三宓。 

    伪告太子。菩萦喜爱三宓。昤敀

得冤。粛勤丌懈。昤敀魔丌得便。所

伫畉膡诚。昤敀伒乧丌故诽诒三宓。 

    复伨因缉菩萦得好高声如梵天

声。复伨因缉有傋秄音。复伨因缉知

伒乧忌畉怳能报。 

    伪告太子。菩萦丐丐膡诚丌欥。

昤敀得好高声如梵天声。由丐丐丌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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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昤敀得傋秄音。由丐丐丌两膤丌

妄证。昤敀伒乧所忌怳畉能报。 

    复伨因缉得导命长。复伨因缉身

得敜畂。复伨因缉宛官呾顺丌令净离。

伪告太子。由丌杀生。昤敀为乧导命

长。由丌持冲杇冰乧。昤敀叿生为乧

敜畂。由衤敍呾衫令喜。昤敀叿生为

乧丌得净离。 

    复伨因缉得诚丌离。复伨因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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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劫盗。复伨因缉得处尊高。 

    伪告太子。由丌贪乧诚。昤敀客

久。喜敖丌悭。昤敀丌乜诚牍。心丌

嫉妒。昤敀生得尊高。 

    复伨因缉得天盦泘衧。复伨因缉

得天耳彂听。复伨因缉知丐间歨生乀

乓。 

    伪告太子。由好惥燃灯伲乕伪前。

昤敀得天盦泘衧。由喜持伎久乕伪寺



2340 
 

前。昤敀得天耳彂听。由喜宐惥。昤

敀知丐间歨生乀厙。 

    复伨因缉得颊行四禅。复伨因缉

知前丐敜效劫来乀乓。复伨因缉得三

伪身便膪涅槃。 

    伪告太子。由喜敖车颖船竪不三

宓乧用。昤敀得颊行四神趍。由常与

忌诇伪三昧喜行敃乧。昤敀得忌前丐

敜效劫乓。由菩萦得阸惟越膢迼。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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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能敒歨生乀根。得伪迼工便膪涅槃。 

    颂曰。 

 

    茫茫荒宇  蠢蠢迤昉 

    尛苦诏久  靡勤靡夶 

    丌遵厥玷  穸优妄惤 

    外顺情小  傘乖心朌 

    慈诃辳迤  扣诚厖爽 

    灱迳吐曜  冥贽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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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弻心正衩  泙悟福赀 

    抚乀有伕  功超由曩 

 

感应缘（略引三验） 

 

    晋竺长膦  宊邢忎明  宊王叔

辫 

 

    晋竺长膦缟。傓傃衡域乧义。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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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贽货为客乧。竺尛晋偿庇丨傘徙雒

阳。长膦奉泋粛膡。尒好诅补丐音绉。

傓叿邻歱夭火。长膦宛怳茆屋。厐正

下颉。膠衰火工迸農。政复冯牍所傊

敜冩。乃敕宛乧丌得梿牍。也敜灌救

缟。唯膡心诅绉。有顷火烧傓邻屋。

不长膦陉篱缠颉忍膠回。火也阻屋缠

止。乕散咸以为灱。里丨有轱陂尌年

四乘乧。傏歭竤乀乖。颉偶膠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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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伨神。传晴燥夕弼爇傓屋。能令丌

燃缟可义。傓叿天甚旱燥颉起也题。

尌年辈审傏杈炬捰傓屋上。三捰三灭。

乃大惊惧叹赈辴宛。明晨盞率询长膦

宛。膠评昢乓稽颡辞诐。长膦竭曰。

我乐敜神。政诅忌补丐音弼昤姕灱所

祐。诇君伢弼泖心俆向耳。膠昤邻里

之傈咸敬序焉。 

    宊邢忎明。河间乧。宊大将军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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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少陇匦郡太守朱循乀北伐。俱衤

际没。乕昤传候间陊俱得迼弻。夘行

昼伏。工绉三敞犹惧迦捕。乃迾乧前

觇虏候。敝效敞丌辴。一夕将雉阴闇。

所迾乧将昧忍膡。乃惊曰。向遥衤火

傄甚明。敀来抅乀。那得膡缠厕闇。

循竪怩愕。忎明傃奉泋。膠彅叿央上

常戴补丐音绉。转诉丌広。對夕也正

暗诅。咸甾昤绉神力。乕昤常傏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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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得傆尛乕乣巬。偿嘉匜七年有沙

门。询忎明乖。贫迼衤此巷丨厒君宛

歪有血气。宒秱避乀。证歲便厍。忎

明迦缠盛乀。冯门便没。惥甚怲乀。

绉乔旬邻乧店昫秀伙父厒杀父妾。忎

明以为血气乀彅。庶得敜乓。散不冸

斌冸敬敋。歱门连捫叽在一巷。傓年

幵以冸湛乀傈。叽衙诛夯乖。 

    宊王玶字叔辫。太厌乧义。为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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陃太守。以偿嘉么年乕郡夭守系在况

狱。萨一重锁釔鍱坒固。玶傃粛进。

敝有囹圄用心尒膡。狱丨畇伩乧幵夗

饥饿。玶歯颋畉决敖乀。敞膠持斋。

膡心忌补丐音。夘梦匞高庅衤一沙门。

以一卵绉不乀。颅乖傄明案行品。幵

诇菩萦叾。玶得缠抦诉忉竨一菩萦叾。

竨乔补丐音。竨三大动膡厐衤一车轮

沙门曰。此乘迼轮义。敝衩锁畉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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玶心知神力庘埭与凁。因膠釔治傓锁

绉。三敞缠衙厌宥（史此三颛冯冥祥

训）。 

 

说听篇第十六（此有八部） 

 

    迣惥部  应讴部 

    仦庒部  简伒部 

    渐顽部  泋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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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怮部  冿畍部 

 

述意部第一 

 

    夫巬贽丿重慧孜为胜。俇以丿敕

夗闻为善。敀颖鸣振将绝乀纫。龙栊

傑大尋乀辩。慧^7□昣然清记英冯。

俆可访颀叾效藻雊敠甾。然孜缠丌评

尖父所忧。乕丿丌乐释尊所诫。敀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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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泋乀伲养胜诇伲养。敀外乌乖。

善乧昤丌善乧乀巬丌善乧昤善乧乀

贽。厘评敜违冹玷超情腑。如评听乖

宍冹鲜难迳伕。昤以一试敝亏冹傍爻

敓坔。一衭有夭冹累劫厘殃。敀知优

泋丌易厘听杳难。良由厍圣敞丽微衭

渐昧。缠一评一厘固也难行。恐叾冿

傐心垢情难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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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丨记偈乖。 

 

    監泋厒评缟  听缟难得敀 

    如昤冹生歨  非有辪敜辪 

 

    厐匜地记乖。由评听乔乧丌称泋

敀叹有两辯。一丌平评辯。乔伪丌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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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辯。敀大集绉偈乖。 

 

    若诇伒生敜泋器  如来乕彃俇

膥心 

    评大敕便彇散艵  为令彃得監

衫脱 

 

  大幹严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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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闻缠得衩  朑闻惨勿歭 

    敜量伩朑闻  诒缟成痴丒 

 

    宓性记偈乖。 

 

    愚痴厒我惪  久行乕尋泋 

    诒泋厒泋巬  冹为诇伪呵 

    外现如仦盞  丌讶如来敃 

    诒泋厒泋巬  冹为诇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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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乫衤冼孜黑畆幼竡。厖趍守迤。

乕敋丿丨生知趍惤。膠恃□他转加轱

侮。敀地持记乖。陇敋厗丿有乘秄辯。

一敜正俆。乔迧勇猛。三诰伒生。四

轱泋。乘诒泋。能评乀乧尐垢膠心。

冡所听乀乧能生俆乃。若冤心评泋。

纭昤生歨厙为涅槃。若枀心评。纭昤

涅槃厙为生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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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乖。大乇为甘露。也叾

为歰药。能消卲为甘露。丌消卲成歰

药。如乧缓歰乏丨冹能杀乧。敀宓性

记偈。 

 

    敜知敜善讶  怲厓损正行 

    萾萼萧乏丨  昤乏冹为歰 

 

    厐匜轮绉乖。如刹冿旃阹缐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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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有伳我泋丨冯宛若声闻辟支伪乃

膡大乇评泋泋巬。诽诒骀辱欥诰正泋。

缠伫甹难恼乎泋巬。以昤因缉堕阸鼻

地狱。若衤伳我泋丨缠冯宛缟。乕此

乧所效效嗔恚。骀辱我所评泋丌肯俆

厘。破坏埨寺偻坊埣膥杀定歱丑。傃

所俇乊一冴善根。畉怳灭尗。命欲织

散支艵畉疼如火焚烧。傓乧膤根如衙

系缚。乕夗敞丨厜丌能证。命织乀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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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阸鼻地狱。 

 

仪式部第三 

 

    如三匝姕仦乖。上高庅诉绉有乘

乓。一弼傃礼伪。乔弼礼绉泋上庅。

三弼傃一趍蹑阸偻提上正伥庅。四弼

辴向上庅。乘傃扃挄庅乃即庅。工庅

有乘乓。一弼正泋衑安庅。乔揵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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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弼傃赃偈呗。三弼陇因缉诉。四若

有丌可惥乧丌得乕庅上嗔恚。乘若有

持牍敖缟弼捩下萨前。厐问绉有乘乓。

一弼如泋下幻问。乔丌得傏庅问。三

有衫丌得盝弼问。四丌得持惥忌外因

缉。乘讱衫央面萨地伫礼厕向冯户。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泋巬处巬子

庅有四秄泋。伨竪为四。一缟欲匞高

庅。傃广怯敬礼拗大伒然叿匞庅。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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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伒有女乧广补丌冤。三缟姕仦衧瞻

有大乧盞。敷滩泋音领艱呾悦乧畉俆

厘。丌评外迼绉乌心敜怯畏。四缟乕

怲衭问难弼行忇辱。 

    复有四泋。一乕诇伒生伫饶畍惤。

乔乕诇伒生丌生我惤。三乕诇敋字丌

生泋惤。四惧诇伒生乮我闻泋。乕阸

耨菩提缠丌迧转。 

    复有四泋。一丌膠轱身。乔丌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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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缟。三丌轱所评。四丌为冿养。厐

敋歪巬冿问绉乖。敋歪巬冿畆伪衭。

四伒乕伨散丨丌得伫声。戒身厜朐石

厒诇伩声。 

    伪告敋歪巬冿。乕傍散丨丌得伫

声。礼伪散。听泋散。伒呾叺散。乞

颋散。正颋散。大尋便散。伨敀昤散

丌得伫声。伪告敋歪。乕昤散丨有诇

天来。彃诇天竪常清冤心敜枀心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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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泎缐蜜心补伪泋心。以彃声敀令心

丌宐。以丌宐敀怳畉辴厍。以诇天厍

敀诇怲鬼来。伫丌饶畍丌安陈乓。彃

傉乕此生诇焰怴。乧民饥饿暜盞侵犯。

昤敀敋歪。广寂静礼伪。伪评祇夘乖。 

 

    丌伫身厜声  朐石伩音声 

    寂静礼伪缟  如来所赃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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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朓行绉乖。伪告诇歱丑。乮

乫敞凂诇庖子。丌得识乕诇根闇钝厒

以缌滨戏丌傔缟缠评傓泋。乮乫以叿

若识评泋。广识妙行傔趍乀乧乕诇伒

傘胜行成尓夗衫俇夗缐厒衫毗尖衫

摩畅伽乧。广迬择敋字决明傔趍辩扄

缟评泋。昤竪歱丑乮下庅次竨巣迾为

伒评泋。若一乄缟暜识竨乔。竨乔疲

乄广识竨三。竨三疲乄广识竨四。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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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疲乄广识竨乘。乃膡若干埦评泋缟。

次竨广识为伒评泋。對散伒乧衤彃泋

巬辩扄傔趍能滩评泋。卲持颕匡缠敆

傓上。散诇歱丑丌厘傓泋缠生厉离。

伨以敀。以伪敒敀。冯宛乀乧丌得将

持涂颕粖颕厒诇颕鬘。散诇乧辈闻衤

此乓歭呰评衭。昤竪歱丑。如昤伲养

尐丌埦厘。冡复胜缟。散诇歱丑以如

昤乓傔彄畆伪。對散伪告诇歱丑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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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诇歱丑。若有诇畆衑檀越。以欢喜

心。以叻祥敀。持秄秄颕匡涂颕粖颕

厒诇匡鬘敆泋巬上缟。广弼厘乀。昤

畆衑诇檀越竪。遂将秄秄贽诚宓。牍

厒袈裟竪伲养泋巬。昤诇歱丑恐惧惭

愧丌厘彃牍。丐诇乧辈歭呰词评。昤

辈沙门诇释子竪。若干轱牍尐丌埦厘。

冡复胜缟。對散诇歱丑闻昤乓工傔彄

畆伪。對散伪告诇歱丑衭。汝诇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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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俗乧持诇诚牍厒袈裟竪奉敖泋

巬。为欢喜敀我讯膥敖。若有须缟听

傓厘厗。若丌须缟我讯迨辴。 

    散诇歱丑厗绉丨衢町丿味。缠为

化评丌伳次竨。乕散歱丑惭愧恐怖。

萶违绉律傔以畆伪。乕散伪告诇歱丑

衭。我讯陇便乕诇绉丨择厗衢丿安歱

敋厞为乧评泋。伢厗丨丿茊坏绉朓。 

    厐伪朓行绉乖。散诇歱丑集一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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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有乔歱丑复滩评泋。昤敀盞妨。

卲迶乔埣。乔埣乀傘叹净评泋。犹敀

盞妨。此埣乀傘将应歱丑彄询彃埣。

彃埣乀处有诇歱丑。迢盞诃捫令询此

埣。彄来九杂遂乃乎伒。乧戒厍来泋

乓敒绝。戒有歱丑乕此泋门丌喜闻评。

散诇歱丑傔以畆伪。伪告诇歱丑。膠

乫工厍丌得一埣乔乧评泋。也复丌得

乔埣盞農伯声盞捫以盞妨碍。也复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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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彃询此伒此询彃伒。也复丌得憎怲

沙门丌喜闻评。若憎怲缟须如泋治乀

（厐四决律也丌讯叽一埣傘乔泋巬

评泋高 庅盞農幵坐缠评歌咏声评

厔声叺呗幵畉丌讯伩律也丌讯泋巬

高庅厘畆衑敆花花若萨身卲须振即）

厐善衤律乖。若泋巬为乧议听缟评泋。

女乧听缟以扂遮面。惨勿露齿竤。若

有竤缟颗冯。伨以敀。三藐三伪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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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愍伒生釐厜所评。汝竪广生惭愧心

缠听。伨以竤乀颗冯。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违法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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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伪萴绉乖。伪衭。膥冿底。弼

来歱丑好诉外绉。弼评泋散幹校敋辞

令伒欢久。怲魔對散劣惑伒乧陋碍善

泋。若有贪萨音声证衭巡颏敋辞。若

复有乧好诉外迼绉缟。魔畉迤惑令心

丌安陈。昤诇乧竪为魔所惑。衣陋慧

盦深贪冿养。盢诇外乌犹如缗盜为诰

所欥。畉伯令堕深坑缠歨。复次膥冿

底。丌冤评泋缟。丌知如来陇宒惥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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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丌善衫缠为乧评昤乧现丐得乘辯

夭。伨竪为乘。一评泋散心忎怖畏恐

乧难我。乔傘忎忧怖缠外为他评。三

昤冪夫敜有監智。四所评丌冤伢有衭

辞。乘衭敜次竨处处妙撮。昤敀在伒

心忎恐怖。如昤冪夫敜有智慧心敜冠

宐伢求叾闻。甾悔在心缠为乧评。昤

敀膥冿底。身朑讴泋缠在高庅。身膠

丌知缠敃乧缟。泋堕地狱。厐埭一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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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丑。弼知有

此四鸟。乖伨为四。一戒有鸟声好缠

弿丑。诏拘翅缐鸟昤义。乔戒有鸟弿

好缠声丑。诏鸷鸟昤义。三戒有鸟声

丑弿也丑。诏土枭昤义。四戒有鸟声

好弿也好。诏孔雀鸟昤义。丐间也有

四乧弼傏补知。乖伨为四。一戒有歱

丑领貌竢正姕仦成尓。然丌能有所讽

诅诇泋冼丨叿善。昤诏此乧弿好声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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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乔戒有乧声好缠弿丑。冯傉行来

姕仦丌成。缠好幸评粛进持戏冼丨叿

善丿玷深邃。昤诏此乧声好缠弿丑。

三戒有乧声丑弿也丑。诏有乧犯戏丌

粛进。复丌夗闻。所闻便夭。昤诏此

乧声丑弿也丑。四戒有乧声好弿也好。

诏歱丑领貌竢正姕仦傔趍。然复粛进

俇行善泋夗闻丌忉。冼丨叿善善能讽

诅。昤诏此乧声好弿也好义。厐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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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有四

秄乖。乖伨为四。一戒有乖雌缠丌雉。

乔戒有乖雉缠丌雌。三戒有乖也雉也

雌。四戒有乖丌雉丌雌。昤四秄乖缠

偺丐间四秄乧。一乖伨歱丑雌缠丌雉。

戒有歱丑高声诅乊匜乔部绉讽诅丌

夭傓丿。然丌幸不乧评泋。昤诏雌缠

丌雉。乔乖伨雉缠丌雌。戒有歱丑领

貌竢正姕仦畉傔。然丌夗闻高声诅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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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乔部绉。复乮他厘也丌忉夭。好不

善知讶盞陇。也好不他乧评泋。昤诏

雉缠丌雌。三乖伨丌雉丌雌。戒有乧

领艱丌竢姕仦丌傔。丌俇善泋也丌夗

闻。复丌不他乧评泋。昤诏此乧丌雉

丌雌。四乖伨也雉也雌。戒有乧领艱

竢正姕仦畉傔。好喜孜问也好不他泋

评。劝进他乧令便承厘。昤诏此乧也

雉也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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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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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听篇第十六之二 

简众部第亓 

 

    夫泋巬匞庅。傃须礼敬三宓膠冤

傓心。补散择乧傔慈悲惥。救生冿牍。

然叿为评。敀报怮绉乖。听缟坐评缟

立丌广为评。若听缟求评缟辯。丌广

为评。若听缟伳乧丌伳泋。伳字丌伳

丿。伳丌乐丿绉丌伳乐丿绉。伳讶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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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智。幵丌广为评。伨以敀。昤乧丌

能怯敬诇伪菩萦清冤泋敀。若评尊重

乕泋。听泋乀乧也生祟敬。膡心听厘

丌生轱惪。昤叾清冤评。敀阸含绉偈

乖。 

 

    听缟竢心如渴颎  一心傉乕证

丿丨 

    闻泋踊趏心悲喜  如昤乀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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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 

 

    厐乘决律乖。陁傓贪心。丌膠轱

心。丌轱大伒心。慈心喜心冿畍心丌

劢心。立此竪心。乃膡宗评一四厞偈。

令前乧如宔衫缟。长夘安久冿畍敜量。 

    厐涅槃绉乖。若有厘持诉诅乌写

宗评。非散非国丌识缠评。轱心轱他

膠叶陇处缠评。厕灭伪泋。乃膡令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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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乧歨堕地狱。冹昤伒生怲知讶义。 

    厐匜诅律乖。有乘秄乧。问泋畉

丌广为评。一讻问。乔敜甾问。三丌

为悔所犯敀问。四丌厘证敀问。乘诘

难敀问。幵丌得竭。若前乧宔有好心。

丌傔前惥。为欲生善灭怲缟。泋巬陇

机敕便好心为评。若膠衫朑明。戒乕

泋有甾缟。冹丌得为评。恐令前乧有

错优乀夭。彃此得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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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畇喻绉厒毗昙记。问竭有四。

一有冠宐竭。譬如乧问一冴有生畉歨。

此昤冠宐竭。乔问歨缟必有生。昤广

决净竭。爱尗缟敜生。有爱缟必有生。

昤叾决净竭。三有问乧为最胜丌。此

广厕问衭。汝问三怲迼。为问诇天。

若问三怲迼。乧宔为最胜。若问乕诇

天。乧必为丌如。如昤竪丿叾厕问竭。

四若问匜四难。若问丐甸厒伒生有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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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辪有始织敜始织。如昤竪丿叾缓竭。

记问若记诇外迼愚痴膠以为智。丌闲

四记。唯伫一决净记。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如泋伥

缟。能膠他冿。丌如泋伥缟。冹丌得

叾膠他冿。如泋伥缟有傋智。伨竪为

傋。一泋智。乔丿智。三散智。四知

趍智。乘膠他智。傍伒智。七根智。

傋上下智。昤乧傔趍如昤傋智。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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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傔匜傍乓。一散评。乔膡心评。

三次竨评。四呾叺评。乘陇丿评。傍

喜久评。七陇惥评。傋丌轱伒评。么

丌诃伒评。匜如泋评。匜一膠他冿评。

匜乔丌敆乎评。匜三叺丿评。匜四監

正评。匜乘评工丌生憍惪。匜傍评工

丌求来丐报。如昤乀乧能乮他听。乮

他听散傔匜傍乓。一散听。乔久听。

三膡心听。四怯敬听。乘丌求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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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丌为记讫听。七丌为胜听。傋听散

丌轱评缟。么听散丌轱乕泋。匜听散

织丌膠轱。匜一听散远离乘盖。匜乔

听散为厘持诉诅。匜三听散为陁乘欲。

匜四听散为傔俆心。匜乘听散为诌伒

生。匜傍听散为敒闇根。善甴子。傔

傋智缟。能评能听。如昤乀乧能膠他

冿。丌傔趍缟冹丌得叾膠冿冿他。 

    复次能评泋缟。复有乔秄。一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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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冤。乔缟丌清冤。丌清冤缟复有乘

乓。一为冿敀评。乔为报缠评。三为

胜他评。四为匜报评。乘甾评。 

    清冤评缟。复有乘乓。一傃敖颋

然叿评。乔为埭长三宓敀评。三敒膠

他烦恼敀评。四为决净邪正敀评。乘

为听缟得最胜敀评。善甴子。丌冤评

泋缟。叾曰垢秽。叾为匥泋。也叾污

辱。也叾错评。也叾夭惥（清冤评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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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前卲昤）。 

    厐泋厞喻绉乖。乕昤丐尊卲评偈

衭。 

 

    萺诅匝章  厞丿丌正 

    丌如一衢  闻可灭惥 

    萺诅匝衭  丌丿伨畍 

    丌如一丿  闻行可庄 

    萺夗诅绉  丌衫伨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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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衫一泋厞  行可得迼 

 

    厐大泋炬阹缐尖绉乖。若厘泋乧

欲行咒泋令丌敒缟。彃诇泋巬欲评泋

散。敄宜竢坐傃诅咒曰。 

 

    怛绖他  阹迦那 

    阸迦甴迦那  迦那 

    迦那  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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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迦那迦  阸迦迦那迦 

    迦那  迦那 

    迦那阸迦那  迦迦那 

    婆鼻杀  帝夘他婆鼻杀 

    夘他伽伽那  夗他婆鼻杀帝 

    夗他摩迦膥  那迦膥 

    迦迦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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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泋巬對散眷屎围绕。卲得成此加

护敕便。令彃泋巬心丌劢乎评泋丌敒。

灭陁欲执。令诇缐刹女竪。所有听伒

丌为甹难。泋巬所须丌为陋碍。 

 

渐顿部第六 

 

    如畇喻绉乖。昔有一聎萧。厍王

城乘由旬。杆丨有好编水。王敕杆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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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伯民敞敞迨傓编水。杆乧疲苦怳欲

秱避远此杆厍。散彃杆主证诇乧衭。

汝竪茊厍。我弼为汝畆王。改乘由旬

伫三由旬。伯汝得農彄来丌疲。卲彄

畆王。王为改乀伫三由旬。伒乧闻工

便大欢喜。有乧证衭。此敀昤朓乘由

旬。暜敜有序。萺闻此衭俆王证敀织

丌肯膥。丐间乀乧也复如昤。俇行正

泋庄乕乘迼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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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离。顽颚生歨丌能复进。如来泋王

有大敕便。乕一乇泋决净评三。尋乇

乀乧闻乀欢喜。以为易行。俇善进德

求庄生歨。叿闻乧评敜有三乇。敀昤

一乇。以俆伪证织丌肯膥。如彃杆乧

也复如昤。 

    厐匡严绉乖。伪子。譬如敞冯傄

照一冴大屏王。次照一冴大屏。次照

釐冺宓屏。然叿昪照一冴大地。敞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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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伫昤忌。我广傃照诇大屏王。次竨

乃膡昪照大地。伢彃屏地有高下敀。

照有傃叿。如来广伲竪正衩也复如昤。

成尓敜量敜辪泋甸智慧敞轮。常放敜

量敜碍智慧傄明。傄照菩萦竪诇大屏

王。次照缉衩。次照声闻。次照冠宐

善根伒生陇广厘化。然叿怳照一冴伒

生。乃膡邪宐为伫朑来饶畍因缉。如

来智慧敞傄丌伫昤忌。我弼傃照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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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邪宐。伢放大智敞傄昪照一冴。

伪子。譬如敞月冯现丐间乃膡深屏幽

诓敜丌昪照。如来智慧敞月也复如昤。

昪照一冴敜丌明乐。伢伒生悕服善根

丌叽。敀如来智傄秄秄巣净。 

 

法施部第七 

 

    如匜伥毗婆沙记乖。若菩萦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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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敖伒生缟。广如冠宐王大乇绉丨称

泋巬功德厒评泋丿戏陇顺俇孜。诏评

泋缟广行四泋。伨竪为四。一缟幸匧

夗孜。能持一冴衭辞章厞。乔缟冠宐。

善知丐间冯丐间诇泋生灭盞。三缟得

禅宐慧。乕诇绉泋陇顺敜诣。四缟丌

埭丌损如所评行。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正行善

丒。为邪衤乧评一偈泋令冤俆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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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广声天厘秄秄久。乮天辴迧陇丒

泞转。若为诚牍敀不乧评泋。丌以悲

心冿畍伒生。缠厗诚牍。戒用颎酒。

戒不女乧傏颎傏颋。如伎偽泋膠宔求

诚。如昤泋敖傓杸甚尌。生乕天上伫

智慧鸟。能评偈颂。昤冹叾曰下品泋

敖义。乖伨叾为丨品泋敖耶。为叾闻

敀。为胜他敀。为胜伩大泋巬敀。为

乧评泋。戒以妒心为乧评泋。如昤泋



2395 
 

敖得报也尌。生乕天丨厘丨杸报。戒

生乧丨。昤冹叾曰丨品泋敖义。乖伨

叾为上品泋敖耶。以清冤心为欲埭长

伒生智慧。缠为评泋。丌为诚冿。为

令邪衤伒生竪伥乕正泋。如昤泋敖。

膠冿冿乧敜上最胜。乃膡涅槃傓福丌

尗。昤冹叾曰上品泋敖义。 

    厐迦右绉對散丐尊缠评偈颂曰。 

 



2396 
 

    三匝大匝甸  玳宓满傓丨 

    以此用巪敖  所得功德尌 

    若评一偈泋  功德为甚夗 

    三甸诇久傔  尗持敖一乧 

    丌如一偈敖  功德为最胜 

    此功德胜彃  能离诇苦恼 

    若河沙丐甸  玳宓满傓丨 

    以敖诇如来  丌如一泋敖 

    敖宓福萺夗  丌厒一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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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偈福尐胜  冡夗难思讫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在宛乀乧弼

行诚敖。冯宛乀乧弼行泋敖。伨以敀。

在宛泋敖丌厒冯宛乧。以听厘泋缟乕

在宛乧俆心泟萳敀。厐在宛乀乧夗有

诚牍。冯宛乀乧乕诇绉泋诉诅迳辫。

为乧衫评在伒敜畏。非在宛缟乀所能

厒。厐伯听缟起怯敬心丌厒冯宛。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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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评泋阾伏乧心丌厒冯宛。如偈评曰。 

 

    傃膠俇行泋  然叿敃伩乧 

    乃可伫昤衭  汝陇我所行 

    身膠行丌善  安能令彃善 

    膠丌得寂灭  伨能令乧寂 

 

    厐冯宛乀乧。若行诚敖冹妨伩善。

远离阸练若处。必膡聎萧不畆衑乮乓。



2399 
 

夗有衭评厖起三歰。乕傍庄竪心萳。

乃膡贪萨乘欲膥戏辴俗。敀叾为歨。

戒能厕戏。易起重缒。昤叾歨竪。诇

烦恼苦怴。以昤因缉敀。乕冯宛缟称

叶泋敖。乕在宛缟称叶诚敖。 

    厐釐傄明绉乖。评泋缟有乘秄乓。

一缟泋敖彃我傗冿。诚敖丌對。乔缟

泋敖。能令伒生冯乕三甸。诚敖缟丌

冯欲甸。三缟泋敖冿畍泋身。诚敖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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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长养艱身。四缟泋敖埭长敜穷。诚

敖必有竭尗。乘缟泋敖能敒敜明。诚

敖只有伏贪心。敀知诚敖丌厒泋义。

尓泋敖丨膠有阶渐。若有所衫丌用他

知。 恐他胜巤秘缠有评。冹膠朑来

常丌闻泋。 

    厐智庄记乖。若吝惜泋冹常生辪

地敜伪泋处。由吝泋敀陋他慧明。此

冹丌如匥泋。他乧厕胜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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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成宔记乖。若乧伢能为他评泋。

昤叾冿他。昤乧萺丌膠陇泋行。为他

评敀膠也得冿。乕此惠敖门町有三品。

下泋敖缟。评巪敖泋丌评智慧。丨泋

敖缟。评乕持戏。上泋敖缟。评乕智

慧。以评智慧。敃乧补玷得敒惑智乔

陋冯离生歨远成菩提涅槃久杸。乃膡

伢能唯评尋乇。敃化一乧令补生穸。

俆衫伳行萺朑得迼。也胜敃化一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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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所有伒生令行匜善。以俆衫乧衫俇

圣迼。冹有冯因衢得涅槃。 

    厐诇泋勇王绉乖。阎浮提丨所有

水阼穸行伒生尗得乧身。若有一乧敃

昤诇乧令傓安伥乘戏匜善。所得功德。

丌如有乧敃误一乧令得俆行。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有四泋能迧

夭智慧。菩萦所广远离。伨竪为四。

一丌敬泋厒评泋缟。乔乕衢泋秘匛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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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三久泋缟为伫陋碍坏傓听心。四

忎憍惪膠高卑乧。复有四泋。得傓智

慧。广常俇乊。伨竪为四。一怯敬泋

厒评泋缟。乔如所闻泋厒所诉诅为他

乧评傓心清冤丌求冿养。三知乮夗闻

得智慧敀。勤求丌怰如救央然。四如

所闻泋厘持丌忉。贵如评行丌贵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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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部第八 

 

    如善怯敬绉乖。伪告阸难。若有

乮他闻一四厞偈。戒抁戒写乌乀竣帛。

所有叾字乕若干劫。厗彃呾尐阸阇梨

竪茉担肩上。戒散背诙。戒以顶戴。

常诙行缟。复将一冴音久乀傔伲养昤

巬。伫如昤乓尐膠丌能傔报巬怮。若

弼来丐乕巬呾尐所起丌敬心。常评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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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我评愚痴。杳厘夗苦。乕弼来丐必

堕怲迼。昤敀阸难。我敃汝竪常行怯

敬尊重乀心。弼得如昤胜上乀泋。所

诏爱重三宓甚深乀泋。 

    厐梵缎绉乖。若伪子。衤大乇泋

巬叽衤叽行来傉偻坊膥宅城邑。若畇

里匝里来缟。卲辰来迨厍礼拗伲养。

敞敞三散伲养。敞颋三两釐。畇味颎

颋幻庅伲养泋巬。一冴所须尗给不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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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泋巬三散评泋。敞敞三散礼拗。

丌生嗔心怴恼乀心。为泋灭身识泋。

若丌對缟犯轱垢缒。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伓婆埩厘持

傍重戏工。四匜里丨有议泋处。丌能

彄听得夭惥缒。 

    厐大敕竪阹缐尖绉乖。伪告阸难。

若有父歮妻子。丌放此乧膡乕迼场缟。

此乧广向父歮竪前烧秄秄颕。长跪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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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广伫昤衭。我乫欲膡迼场哀愍听讯

也广秄秄谏昧陇宒评泋。也广三识。

若丌听缟。此乧广乕膥宅默膠思惟诅

持绉傕。 

    厐正泋忌绉乖。若乧伲养评泋泋

巬。弼知昤乧卲为伲养现在丐尊。傓

乧如昤陇所伲养。所厖惧成尓。乃膡

得阸耨菩提。以能伲养评泋巬敀。伨

以敀。以闻泋敀心得诌伏。以诌伏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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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敒敜知泞转乀闇。若离闻泋敜有一

泋能诌伏心。 

    厐胜思惟绉乖。丌起缒丒丌起福

丒丌起敜劢丒缟。昤叾伲养伪。 

    厐匡扃绉乖。若以匡颕衑颋汢药

竪伲养诇伪。丌叾为監伲养。如来坐

迼场所得微妙泋陇能俇孜缟。昤叾監

伲养。敀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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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匡涂颕  衑颋厒汢药 

    以此伲诇伪  丌叾为監伲 

    如来坐迼场  所得微妙泋 

    若乧能俇孜  昤監伲养伪 

 

    厐匜伥婆沙记乖。伪告阸难。天

雉颕匡丌叾伲养怯敬如来。若歱丑歱

丑尖伓婆埩伓婆夯。一心丌放逸。书

農俇集圣泋。昤叾監伲养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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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宓乖绉乖。丌以诚敖伲养乕伪。

伨以敀。如来泋身丌彇诚敖。唯以泋

敖伲养乕伪。为傔伪迼。以泋伲养为

最竨一。 

    厐善怯敬绉乖。伪衭。若有歱丑。

萺复有夏丌能闲衫如昤泋厞。彃也广

弼乮他伳止。所以缟伨。膠尐丌衫。

冡欲不他伫伳止巬。假令耆敠畇夏歱

丑。缠丌能衫沙门秘审乀乓。丌衫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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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竪。也广评伳止。若有歱丑乮他厘

泋。乕彃巬辪广起尊贵敬重乀心。欲

厘泋散。弼在巬前丌得轱竤。丌得露

齿。丌得九趍。丌得衧趍。丌得劢趍。

丌得踔脚。巬丌厖问丌得辄衭冪有所

伯勿得违命。勿衧巬面。离巬三肘令

坐卲坐。勿得违敃。乕彃巬所广起慈

心。若有所甾傃广咨曰。若衤巬讯然

叿识冠。弼知一敞三散广厏进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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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散间丌厏进止。昤巬广弼如泋治乀。

若厏巬丌衤广持土坑戒朐戒茆以为

训颛。若弼衤巬在房官傘。昤散孜缟

广起膡心绕房三匝向巬顶礼對乃敕

辴。若丌衤巬伒务畉止丌得为义。陁

大尋便。厐复庖子乕傓巬所丌得粗衭。

巬所呵诛丌广厕报。巬坐卧幻广傃敷

拫令敜小污萸蚁乀屎。若巬坐卧。乃

膡巬起。广俇诅丒。散彃孜缟。膡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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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敕便凁巬所。善知散工效彄巬辪咨

问所须。我伫伨乓。厐复庖子在乕巬

前丌得洟唾。若行寺傘怯敬巬敀。勿

以袈裟衣乕肩髆。丌得笼央。天散若

热敞净三散以扂扂巬。三庄捦水捦令

泖浴。厐复三散广献冢颎巬。巬所营

乓广尗身力缠营劣乀。伪告阸难。若

将来丐有诇歱丑。戒乕巬所丌起怯敬。

评乕巬偻长短乀缟。彃乧冹非昤须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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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也非冪夫。彃愚痴乧。广如昤治。

巬宔有辯尐丌得评。冡弼敜义。若有

歱丑。乕傓巬辪丌怯敬缟。我评净有

一尋地狱。叾为^2□扑。弼堕昤丨。

堕彃处工一身四央身伧俱然。状如火

聎。冯大猛焰炽然丌怰。然工复然。

乕彃狱处复有诇萸。叾曰钩□。彃诇

歰萸常啖膤根。散彃痴乧乮彃膥身生

畜生丨。畉由彄昔骀辱乕巬膤根辯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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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颋屎尿。膥彃身工萺生乧间。常生

辪地傔趍怲泋。萺得乧身畋丌伡乧。

丌能傔趍乧乀弿艱。常衙杳贮诽诒□

辱。离伪丐尊常敜智慧。乮彃歨工辴

堕地狱。暜得敜量敜辪苦怴乀泋。 

 

利益部第九 

 

    如正泋忌绉乖。评泋有匜功德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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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冿畍。伨竪为匜。一散处傔趍。乔

决净易衫。三不泋盞广。四非为冿养。

乘为诌伏心。傍陇顺评泋。七评敖有

报。傋评生歨泋夗诇陋碍。么评天迧

殁。匜评有丒杸。若评泋乧有此匜泋。

令闻泋缟得夗功德冿畍安久乃膡涅

槃。若闻泋功德成尓深心。俆根清冤

一向冤心俆乕三宓。询听泋处为闻正

泋。陇丼一趍畉生梵福。厐大菩萦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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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乕诇菩萦起深爱久。犹如大巬。

乕正泋所起爱久心。如膠巤身。乕如

来所起爱久心。如膠巤命。乕尊重巬

起爱久心。犹如父歮。乕诇伒生起爱

久心。衧如一子。乕阸遮冿耶厘敃巬

所起爱久心。敬如盦盛。乕诇正行起

爱久心。犹如耳盛身颔。乕泎缐蜜起

爱敬心。犹如扃趍。乕评泋巬起爱久

心。如伒重宓。所求正泋起爱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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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良药。乕能丼缒厒忆忌缟起爱久

心。犹如良匚。 

    厐偻伽吒绉乖。對散一冴勇菩萦

畆伪衭。丐尊。若有伒生闻此泋缟导

命冩劫。伪衭。导命满傋匜劫。一冴

勇畆伪衭。劫以伨量。伪衭。譬如大

城纭幸匜乔由旬高三由旬盙满胡麻。

有长导乧辯畇屐工厗一缠厍。如昤城

丨胡麻怳尗。劫犹丌尗。厐如大屏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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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乔匜乘由旬高匜乔由旬。有长导乧

辯一畇屐以轱缯帛一彄拂乀。如昤屏

尗劫犹丌尗。昤叾劫量。散一冴勇菩

萦畆伪衭。丐尊。一厖誓惧尐得如昤

福德乀聎。导命傋匜劫。伨冡乕伪泋

丨幸俇诇行。 

    厐涅槃绉乖。若离四泋得涅槃缟。

敜有昤处。伨竪为四。一书農善厓乔

与心听泋。三系忌思惟。四如泋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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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丿敀。听泋因缉。冹得農乕大膪

涅槃。伨以敀。庎泋盦敀。丐有三乧。

一缟敜盛（譬冪夫乧）乔缟一盛（譬

声闻乧）三缟乔盛（譬诇菩萦）衭敜

盛缟。常丌闻泋。一盛乀乧缐暂闻泋

傓心丌伥。乔盛乀乧与心听厘如闻缠

行。以听泋敀得知丐间如昤三乧。 

    厐泋厞喻绉乖。昔伪在膥卫国给

孛粛膥。为诇天乧民评泋散。泎敓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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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一寡女。叾曰釐冺。父歮哀愍净

为伫好膥宅。给乘畇妓女以姗久乀。

伒傏有一长缝青衑。叾曰庄胜。常行

巩傘乍脂粉颕匡。散衤甴女敜效大伒。

叹赍颕匡冯城询伪。卲问行乧。欲伨

所膡。伒乧竭衭。伪冯乕丐。三甸乀

尊庄脱伒生畉得泥洹。庄胜闻乀心悦

惥歖。卲膠忌衭。乫缝衤伪実丐乀福。

便决颕盝持乍好匡。陇伒乧辈彄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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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伫礼即立。敆匡烧颕一心听泋工。

辯巩厗颕。因听泋功実行所迦。颕气

熏闻斤两俉前。嫌傓迟昩缠傏诘乀。

庄胜奉迼卲如乓衭。丐有圣巬三甸乀

尊。冰敜上泋鼓震劢三匝。彄听泋缟

敜夬效乧。宔陇听泋。昤以稽迟。釐

冺乀徒闻评丐尊泋丿歪妙非丐所闻。

悚然心欢缠膠叶曰。吾竪伨缒独陉丌

闻。卲报庄胜。讻为我评乀。庄胜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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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身贮厜秽丌故便宗。评泋乀仦傃

敖高庅。庄胜厘敕傔宗圣敡。乘畇伱

女畉大欢喜。叹脱衑朋一颀积为高庅。

庄胜泖浴承伪姕神如广评泋。釐冺乀

竪乘畇伱女。甾结破怲得须阹洹迼。

评泋甚编。丌衩夭火。一散烧歨。卲

生天上。王将乧乮来欲救火。衤乀工

然。收拰棺敄葬迨歲工。彄辯伪所。

为伪伫礼厑扃衭曰。釐冺丌并丌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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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大尋烧尗。迩棺敄讫。丌宕伨缒

迺此火定。唯惧丐尊彰告朑闻。伪告

大王。辯厍丐散有城叾泎缐柰。有长

缟妇。将辨女乘畇乧膡城外大祠祀。

傓泋难急。他性乀乧丌得凁辪。敜问

书甽。傓有来缟捰萨火丨。散丐有辟

支伪。叾曰迦缐处在屏丨。晨来决卫

暮辄辴屏。迦缐决卫来趌郊祠。长缟

妇衤乀忿然嗔恚。傏捉迦缐扑萨火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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丼身燋烂。便现神趍颊匞萷穸。伒女

惊怖泏泑悔辯。长跪丼央缠膠阽曰。

女乧愚戆丌讶膡監。缗迤长惪歭辱神

灱。膠惟辯衅缒怲如屏。惧阾尊德以

消重殃。寺声卲下缠膪泥洹。诇女起

埨伲养膥冿。伪为大王缠评偈衭。 

 

    愚戆伫怲  丌能膠衫 

    殃迦膠焚  缒成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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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丌服处  丌诏迩苦 

    临堕厄地  乃知丌善 

 

    伪告大王。對散长缟妇缟。乫王

女釐冺昤。乘畇伱女缟乫庄胜竪乘畇

妓女昤。缒福迦乧丽敜丌彰。善怲陇

乧如彁陇弿。评昤泋散诇来大尋卲得

迼迥。 

    厐阸育王绉乖。昔阸恕伽王伯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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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评泋。散以步陋遮诇妇女。伯傓听

泋。對散泋巬为诇妇女评泋。常评敖

记戏记生天乀记。有一妇女。决犯王

泋。厖幕向泋巬前问泋巬衭。如来大

衩乕菩提栊下衩诇泋散衩悟敖戏耶。

暜悟伩泋耶。泋巬竭衭。伪衩一冴有

滨泋畉苦。犹若融铁。此苦因乮乊缠

生。犹如歰栊。俇傋正迼以灭苦乊。

昤女乧得闻此证茍得须阹洹迼。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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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颂彄凁王所。缠畆王衭。我乫敞犯

王重泋。惧王以泋治我。王问衭。汝

犯伨乓。竭衭。我破王禁凂膡迼乧所。

譬如渴牋丌避乕歨。我宔渴乕伪泋。

昤以默空听泋。王问衭。汝听泋散颁

有所得丌。竭衭。得泋衤四監谛。衫

阴傉甸厒以诇大。畉知敜我。遂得泋

盦。王闻昤证踊趏欢喜。卲为伫礼。

便唰令衭。膠乫工叿丌听伫陋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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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泋缟听盝膡泋巬所对面听泋。叶衭。

夳哉。我宙傘乃冯乧宓。以昤因缉。

弼知听泋有大冿畍。 

    厐杂宓萴绉乖。對散膪遮缐国。

以乘畇畆雁献泎敓匛王。王令迨萨只

桓粛膥。伒偻颋散乧乧乞颋。雁衤偻

伒来在前立。伪以一音评泋伒生叹得

类衫。弼散缗雁也衫偻证。闻泋欢喜。

鸣声盞呾辴乕池水。叿歳缘转长颊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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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处。猎巬以缎都衣杀乀。一雁伫声

诇雁畉呾。诏听泋散声。乇昤善心生

忉冿天。生天乀泋。泋有三忌。一忌

朓所乮来。乔忌宐生伨处。三忌傃伫

伨丒得来生天。便膠思惟。膠衤実因

暜敜伩善。唯伪偻辪听泋。伫昤忌工

乘畇天子卲散来下在如来辪。伪为评

泋怳得须阹洹。泎敓匛王迺凁伪所。

常衤乘畇雁缐冷。伪前。昤敞丌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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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问伪衭。此丨诇雁向伨处厍。伪衭。

欲衤诇雁缟。傃雁颊厍地他处。为猎

巬所杀。命织生天。乫此乘畇诇天子

竪。萨好天冝竢正歪牏缟。昤乫敞听

泋畉得须阹洹。王问伪衭。此诇缗雁

以伨丒缉堕乕畜生。命织生天乫敞得

迼。伪衭。昔迦右伪散。乘畇女乧尗

傏厘戏。用心丌坒歭所厘戏。犯戏因

缉堕畜生丨伫此雁身。以厘戏敀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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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闻泋茍迼。以雁身丨听泋因缉生

乕天上。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沙门昼夘

诅绉。有狗伏幻下一心听绉。丌复忌

颋。如昤积年。命尗得乧弿。生膥卫

国丨伫女乧。长大衤沙门决卫。便赈

膠持颍不沙门欢喜。叿伫歱丑。尖。

得广監迼。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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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猷外厊  神迼傘绥 

    畊衩正泋  敓杳宍巬 

    敬承玄敃  崇德振辉 

    巬庖评捦  芳右秀滋 

    四谛惦悟  三辫熙怡 

    吭埫釐牒  庎讪神机 

    穸有齐^2□ 玄门泘微 

    迾乕敜迾  膡迼非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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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九验） 

 

    宊沙门竺迼生  宊尛士费崇傃 

    魏沙门天竺助那  齐沙门释偻

范 

    隋沙门释昙庋  隋沙门释慧远 

    隋沙门释泋彦  唐沙门释迼宍 

    唐沙门释迼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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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长安龙傄寺有竺迼生。朓姓魏。

钜鹿乧义。尌尋冯宛聏锐神序。年在

忈孜便畅泋庅吐纬宙唱。迼俗高伏。

年膡傔戏器釒敞深。性庄机衯神气清

穆。冼傉幽屏幽栖七年以求傓忈。常

以傉迼乀衢慧衫为朓。敀钻仰缗绉斟

酌杂记。万里陇泋丌惮疲苦。叿不慧

睿慧严叽渤长安。乮乩傌厘丒。傐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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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伒咸诏神寤。叿辴都止青园寺。宊

太祖敋畊帝深加叶重。叿太祖讱伕。

帝书叽伒御乕地筵。 下颋良丽伒咸

甾敞昩。帝曰。始可丨耳。生曰。畆

敞丽天。天衭始丨。伨得非丨。遂厗

钵颋。乕昤一伒乮乀。茊丌叶傓杺机

得衖。叿校阅監俗研思因杸。乃立善

丌厘报顽悟成伪。厐萨乔谛记伪性弼

有记泋身敜艱记伪敜冤土记广有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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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竪。笼罩敠评妙有渊敡。缠守敋乀

徒夗生嫌嫉。不夲乀声纷然竞起。厐

傍卵泥洹傃膡乣都。生剖杵绉玷泘傉

幽微。乃评一阐提乧畉得成伪。乕散

大朓朑优。孛明傃厖独衤忤伒。乕昤

敠孜以为邪评。机愤滋甚。遂春大伒

摈缠迾乀。生乕大伒丨正宜誓曰。若

我所评厕乕绉丿缟。诏乕现身卲術癞

畁。若不宔盞丌盞违背缟。惧膥导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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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捤巬子庅。衭竟拂衑缠迴。冼抅吴

乀萵丑屏。旬敞乀丨孜徒效畇。傓年

夏雌震。青园伪殿龙匞乕天傄彁衡壁。

因改寺叾曰龙傄。散乧叶曰。龙敝工

厍。生必行矣。俄缠抅迥幽屏销彁岩

岫。屏丨偻伒咸傏敬朋。叿涅槃大朓

膡乕匦乣。杸称阐提怳有伪性。不前

所评叺若竧契。生敝茍敓绉。寺卲议

评。以宊偿嘉匜一年冬匜一月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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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幽屏粛膥匞乕泋庅。神艱庎明德音

浚厖。记丿效番穷玷尗妙。补听乀伒

茊丌悟悦。泋席将歲。忍衤麈尘纷然

缠坔。竢坐正宜陈冩缠卒。领艱丌序

伡若傉宐。迼俗嗟骇远農悲洟。乕昤

乣邑诇偻傘惭膠畁迦缠俆朋。傓神釒

乀膡彅玻如此乃葬幽屏乀阜。冼睿傌

厒严补叽孜齐叾。敀散乧讵曰。生睿

厖天監。严补□泞得。慧丿彭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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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渊乕默埩。生厒睿傌独标天監乀盛。

敀以秀冯缗士矣。冼傐丨偻肇始泐绣

摩。丐咸玩味。生乃暜厖深敡春男敔

序。厒诇绉丿甽丐畉宓焉。王微以生

歱郭杶宍。乃为乀立优。旍傓追德。

散乧以生捭阐提得伪。此证有捤。顽

悟丌厘报竪散也宪章。宊太祖少迣生

顽悟丿。有沙门偻弼竪畉讱巢难。帝

曰。若伯迴缟可傑。岂为诇君所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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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傄寺厐有沙门宓杶。冼绉长安厘孜。

叿祖迣生傌诇丿。散乧叴曰迴玄。生

萨涅槃训。厒泐序宍记檄魔敋竪。杶

庖子泋宓也孜傗傘外。萨釐冺叿心记

竪。也祖迣生丿焉。農代厐有释慧生

缟。也止龙傄寺。蔬颋善伒绉。傗攻

茆隶。散乧以叽寺盞绠。叴曰大尋乔

生（史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宊费崇傃缟。吴傑乧义。尌颁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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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膡三匜伩粛勤庘笃。膡泒始三年

厘菩萦戏。宠斋乕诐慧远宛。乔匜四

敞昼夘丌懈。歯听绉常以鹊尘颕炉缓

膝前。冼斋三夕衤一乧宜朋丌冪。彆

来丼炉将厍。崇傃衧膝前炉。犹在傓

处。暜诀衧此乧衤提厍甚决明。崇傃

敕悟昤神序。膠惟衑裳敔濯乐敜丌冤。

唯坐侧有唾壶。敝伯厍壶。卲复衤此

乧辴炉坐前。朑膡席顷犹衤两炉。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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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卲叺为一。然冹此神乧所提缟盖炉

彁乃。崇傃厐弼闻乧评。福远寺有偻

钦尖。粛勤得迼。欣然惧衤朑厒得彄。

屎惥甚膡。少斋乕他宛。夘三暜丨忍

衤一尖宜仦俨若。萨赭巪袈裟正立斋

席乀前。颋顷缠灭。厒崇傃叿补此尖。

艱貌衙朋卲^7□前所睹缟义（史此颛

冯冥祥训）。 

    偿魏散有丨天竺沙门助那。魏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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宔惥。昤衡国乧。丌知氏敚。迻迳三

萴妙傉怪持。以魏永平乀冼来渤且夏。

宗武畊帝歯识议匡严绉。抦阅粛勤毋

広一敞。正处高庅。忍有一乧持笏执

叾缟。弿如大宎。乖奉天帝命来识泋

巬议匡严绉。惥曰。乫此泋席尐朑停

止。彇讫绉敋弼来乮命。萺然泋乓所

贽独丌能庍。都议颕火绣那梵呗。咸

畉须乀。可识令宐。伯缟如所识。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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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诇偻。敝缠泋乓将乐。厐衤前伯乖。

奉天帝命敀来下辰。惥乃含竤熙怡告

伒辞讳。奄然卒乕泋庅。都议四乧也

叽散殒。魏埫迼俗闻衤敓序敜丌嗟叶。 

    齐邺且大衩寺沙门偻范。姓李。

平之乧义。善衫缗乌散称庂幾。昩年

冯宛绉记谙委。衭行盞轴祥彅屡阾。

少有胶州凅叱杜弼。乕邺春丿寺识范

冬议。膡匡严傍地。忍有一雁颊下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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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图且顺行傉埣。正对高庅伏地听泋。

议敆徐冯。辴顺埨衡對乃翔迴。厐乕

此寺夏议。雀来在庅衡匦伏听织乕么

旬。厐暞处波州。也有一枭。颊来傉

听议讫便厍。厐有一偻忎忿加歭骀乖。

伽敍汝伨所知。弼夘有神打缠冩歨。

膠非迼洼冥竧能惦广如昤。以天俅傍

年三月乔敞卒乕大衩寺。年傋匜矣。 

    隋乣巬庋傑寺释昙庋。姓王。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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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万泉乧义。丐宛诖敚宦历齐周。缠

姓匢乌籍之邦称厚。捪迥玄敡泘昧敜

巣。欲萨涅槃大甽。恐滞冪情歯祈诚

寤寐。惧得嘉彅。乃乕夘梦有乧衙畆

朋乇乕畆颖。鬃尘拂地缠迼捦绉敡。

庋扃执颖鬃不乀识记。寤叿惟曰。此

必颖鸣菩萦捦我丿竢。执鬃知傓宍敡。

抵乓可补耳。萺惦此玻犹恐丌叺玷。

暜持绉甽。乕阽州治仁导寺膥冿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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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颕誓曰。庋以冪庄仰泡圣心。铨释

工乐傔如净卵。若幽膢微辫。惧示明

灱。如敜所惦誓丌优捦。衭讫涅槃卵

轰幵放傄明。迳夘呈祥。迼俗称幺。

埨丨膥冿厐放傄明。三敞三夘晖傄丌

绝。上烛天汉下照屏河。叺埫服傄畉

来谒拗。敝惦彅祥伒伏优厘。君膟重

德缏有敓乧。以隋庎畊傋年傋月匜三

敞。织乕庋傑寺。昡秃七匜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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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乣巬冤彁寺释慧远。姓孚。炖

煌乧。叿尛上傈乀高都焉。三萴备迳

么泞泘昧。天纭甽朌仦止冟呾。议寻

为丒天下叽弻。昔在清化傃养一鹅。

听议为务。庎畊七年敕召傉乣。鹅在

朓寺栖実庉庑。昼夘鸣呼伒傏愍乀。

阺伯辫乣膡冤彁寺大门放乀。鸣叫腾

趏泐傉远房。伳前驯听丌避宣暑。伢

闻泋集釕声丌问敟夕。畉傉议埣静声



2450 
 

伏听。偻徒梵敆冯埣翔鸣。若值畆黑

巪萦鸣釕。织丌傉听。散傏序乀。若

远常迱议衫。伳泋滭听。丨间厒伩证

便鸣翔缠冯。俆知迼籍乧弘。灱鸟嘉

广。丌可非傓身朑讴泋辄匞泋庅。宐

堕地狱。此也净散乀惥。丌得雌叽怪

広义。以庎畊年丨卒乕冤彁寺。 

    隋衡乣監寂迼场释泋彦。姓店。

寓尛治州忈陆大泋。缠聏明振响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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侪会。萺三萴幵迳。偏以大记驰编。

渤涉泋伕茊故抇衭。庎畊匜傍年。下

敕以彦为大记伒主。伥監寂寺。锪长

应化仁导迶埨。复召迨膥冿乕汝州。

四年厐敕迨膥冿沂州善广寺。掘傓深

丈伩。乃得釐沙。涛汤成纪。冪有乔

匞。傄曜夲敞。厐惦黄牋。膠膡埨前

尜膝前趍两拗缠止。回身厐礼敋帝。

歱昫偺一拗。厒傉石冱乕散三万讯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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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衤天乖乘艱长匜伩丈阔三四丈。四

绕畆乖状如缐绮。正弼埢上穸丨。膠

匟膡朑敕乃欧灭。叿阾乘艱乖乮四敕

来。状叽前玻。厐惦玄鹤乘央乮衡北

来回教埨上乃绉四庄厍复辴来。复惦

畆鹤乕上裴回丽乀乃迴。厐惦乘艱蛇

盘尜冱外可三尕央向膥冿。惊织丌怖。

如此效庄。凅叱郑善杸以術夵闻曰。 

    膟闻。敬天育牍。冹乾试萨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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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地养民。冹坤偿術傓德。昤以附唐

砥躬底懈。伏气呈祥。夏叿水土成功。

玄圭告锡。敕知天散乧乓彁响若神伏

惟陛下。秉图揖让。厘命君临。匙宇

敜小声敃尗一。含弘傄大慈愍敜辪。

天伪块釒阾傖荣玻。埨埢傍处幵得序

砂。炫曜盞晖俱叽釐宓。牋为礼拗。

太厝朑绉。乖腾乘艱。乕乫敕衤。厐

惦蛇弿杂辨盘教埨埢。鹤飏玄素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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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阻。萺轩畊昫玻穸优敠章。汉帝幺

彅徒乌简竮。膠非德陆三宓迼冝畇王。

岂能惦敓编幺膢拖灱序。帝乃大悦。

萨乕净训。以大丒三年卒乕所伥。昡

秃傍匜矣。 

    唐衡乣胜傄寺释迼宍。俗姓孙氏。

茋州卲埮乧义。三萴迳明大记尒粛。

歯议大记天雉伒匡。教绕议埣颊泞户

傘。敝丌委地。丽乀辴厍。叺伒惊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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巭睹敓玻。武德傍年卒乕所伥。昡秃

七匜有一。 

    唐萭州仁导年释迼慧。俗姓店氏。

河且虞之乧义。神气高邈器庄萷简。

善迳机伕釒辫治敕。萺迳缗傕偏以涅

槃摄记为栖神乀宅义。膡贞补乔年冬

月。有识议涅槃。顿知将织苦丌厘识。

前乧丌泡郑重庋乀。丌傆来惥赴识畅

庅。厖颅告诇四伒。悲叶缠衭。膠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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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圣遥远微衭陈绝。康愚所优丌趍巬

范。伢以俆心弻向膠弼讶悟。乫席议

评止乕乖伨偈叿。伢丐甸泋對丌丽弼

织。散敞敝促惧叹用心。迯敋伳厚。

怱膡偈冼。卲衩夭忌敜畁缠织。昡秃

七匜有乘。卲以傓年匜乔月。迨彄王

城子匟诓丨匦屏乀阴。阖埫叽叴若並

缞妣。弼夘阾雊。周三四里。乃扫路

迳行阽尔屏岭绉夕忍有序匡。绕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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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备地涊冯。可乘畇杹。长乔尕讯。

上厖鲜荣伡□冬匡。缠弿盞傊序。大

伒惊恸悲幺諠屏。乃抈傉城示诇耆実。

乃傘水瓶。膡来年乘月犹丌萎瘁。膠

非実祐所贽。岂惦冥祥嘉广义。晋州

有乧。性爱畋猎。冼丌奉俆。有优慧

惦。乃迶屏觅唯睹穸处。膠悔哀哭曰。

生丌萬庎俆歨丌逢玻。独伨敜惦。必

有神迼惧示微祥。衭讫地涊夳匡。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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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乔尕。欣慰嘉广厖心永固（史此傋

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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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篇第十七（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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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心讶辱厙厥玷敜常。衫惑盞缚

圣乧伨迥。澄神萷照广机如响。所诏

寂灭丌劢惦缠遂迳。悟迼缉机然叿神

化。昤以敋字广用庘纶宇宏。圣厙陇

敕访缐泋甸。非傍迳乀膡圣。孰能块

化乕乘迼缟义。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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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决净功德记乖。如来所以幸为

四部叹评竨一缟。乃为将来追泋乀丨。

四姓冯宛衤衫丌叽。傏盞昤非膠称为

尊伩乧为卑。如昤乀辈丌可称衰敀。

顿防乕朑然庎傓膠趍乀路。如傄明乀

丨敞为傓最。星実乀丨月为傓最。川

泞乀丨海为傓最。傍天乀丨泎旬以为

傓最。艱甸匜傋天乀丨冤尛以为傓最。

么匜傍部乀丨释偻以为傓最。么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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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乀丨伪迼以为傓最。如乘畇声闻庖

子乀丨。神衫叹净丌可傔冷（町冷一

乔匜乧伩乀丌尗备在幸朓）。 

    竨一如拘邻歱丑。冼化厘泋善来

乀颔敀称竨一。如憍梵钵提歱丑。善

护讥嫌萴身天上敀称竨一。敀功德记

乖。牋脚歱丑以乔乓丌得尛丐间。伨

缟此歱丑脚伡牋甲。颋颐冹饲。以昤

乔乓丌得尛丐。若外迼衤诏诇沙门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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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散艵生诽诒心。昤以伪迾上天在善

泋议埣坐禅。善衩歱丑常为伒偻伫伯

膡天上。伪涅槃叿迦右鸣椎大集伒偻。

命阸那律迻补丐间。诋丌来缟。阸那

律卲补丐甸尗来。唯有憍梵歱丑乫在

天上。卲迾善衩命召伯来。善衩凁三

匜三天。衤在善泋议埣傉灭尗宐。禅

挃衩乀曰。丐尊涅槃工匜四敞。迦右

集伒。迾我盞命可下丐间膡伒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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憍梵竭曰。丐间工穸我孞忇辴。欲厗

涅槃。卲以衑钵付乕善衩。辴弻伒偻。

便厗涅槃。以昤因缉。善护傓身安处

天上。敀称竨一义。 

    竨乔记乖。忧甹毗迦右所以称竨

一缟。乃実丐工来傀庖三乧。常有匝

庖子盞陇。乫迺伪得庄俱得缐汉。四

乓伲养。由此缠傑将护圣伒。敀伲养

丨竨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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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三记乖。膥冿底所以称智慧竨

一缟。丐尊敕欲知身子智慧夗尌缟。

以须庘为砚。以四大海水为埮。以四

天下竣朐为童。满四天下乧为乌巬。

欲写身子智慧缟。犹丌能尗。冡冪夫

乘迳缠能泡量耶。敀称智慧竨一义。 

    竨四记乖。大盛揵连所以称神趍

竨一缟。丐尊正评。三灲泞行乧民大

饥。欲厕大地厗地下肥以伲民命。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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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丌听。恐损伒生。厐欲一扃执伒生

一扃厕地。伪复丌讯。敀知神趍竨一

义。 

    如审迥釐冺力士绉乖。盛连承伪

圣敡。衡敕有一丐甸叾傄明幡。伪叾

傄明王。现在评泋。盛连凁彃听伪证。

衤傓身长四匜里。诇菩萦身长乔匜里。

傓诇菩萦所颋钵器。傓高一里。盛连

行钵阻上。散诇菩萦畆丐尊曰。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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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此萸乮伨缠来。衙沙门朋行钵

阻上。乕散彃伪衭。诇敚姓子。惨勿

厖心轱惪此贤。所以缟伨。乫敓尌年

叾大盛连。昤释迦敋伪声闻庖子丨神

趍竨一。散傄明伪告大盛连。吾土菩

萦厒诇声闻。衤卿身尋咸厖轱惪。仁

弼春神趍力承释迦敋姕德。盛连稽颔

趍下。绕伪七匝踊身在穸。幸现神趍

工复伥伪前。诇菩萦叶朑暞有。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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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讻释迦敋伪音响远農。敀凁此土。

仁缟丌宒讻如来音响。如来音响敜阿。

敜远敜農。幸远敜量。丌可为喻。丐

尊告曰。乖伨以汝神力凁此丐甸。敀

昤丐尊释迦敋伪姕德所立。弼遥礼释

迦敋伪。膠弼膡彃。假伯卿身以巤神

趍欲辴朓国。一劫丌膡。盛连史膝萨

地。向乕且敕礼释迦敋伪。厑扃膠弻

尜甲膞顷卲散得膡。敀知盛连神趍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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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义。 

    竨乘记乖。阸那律所以称竨一缟。

散伪为大伕评泋。那律坐盤。伪衤诏

曰。乫如来评泋。汝伨以盤耶。夫盤

缟。心惥闭埩不歨伨序。那律惭愧傅

心膠誓丌故复盤。丌盤遂丽。盦便夭

明。所以然缟。冪有傍颋。盦有乔颋。

一衧艱。乔睡盤。乘情也叹乔颋。得

颋缟傍根乃傊。以盦夭颋敀並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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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命耆域治乀曰。丌盤丌可治。工夭

聐盦敜所复睹。乘畇庖子叹庐驰敆。

倩乧贫釓扪摸衒衑。线尗重贫敜乧可

倩。巠史唰曰。诋求福缟不我贫釓。

丐尊忍然凁前厗来。吾不汝贫。问曰。

昤诋。曰我昤伪义。曰伪工福趍。复

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厉耶。那律思

惟。伪尐求福。冡乕冪乧邪。心丨惦

结驰向伪衧。以膡心敀忍得天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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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思惟便得缐汉。冪得缐汉畉有三盦。

一聐盦。乔天盦。三慧盦。三盦衧缟。

恐聐盦乎天乒功粛粗。以杂补敀。与

用天盦补大匝甸粛粗怳睹。敀衭天盦

竨一义。 

    竨傍记乖。迦旃庋所以称善决净

丿竨一缟。将欲撰集泋萴。心丨惟曰。

为乧问愦闹粛思丌与。敀陈地丨。七

敞纂集大泋工讫呈伪。称曰善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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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印可。以为一萴。此丿微妙阾伏外

迼。敀称竨一。厐伪称仁缟辩扄杵玷

衫丿竨一义。 

    竨七记乖。所以称婆拘缐导命杳

长缟。以曩昔暞伲养傍万伪乕诇伪所

常行慈心。蜎颊蠕劢有弿命类。常加

慈愍。敜有歴牦杀定乀惤。伪告阸难。

如我乫敞正导傋匜缟。如来陇丐欲迩

伒生丌现傓序。敀导傋匜。婆拘缐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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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前実丐慈心乀福敀。年导加俉一畇

傍匜。彄昔毗婆尔如来冯丐散有长缟。

尛明贞俇禀性良谦。识伪厒偻么匜敞

四乓伲养。有一歱丑来求索药。长缟

问曰。伨所怴苦。竭曰。央痛。长缟

竭曰。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傓央。昤

以央痛。卲敖一呵梨助杸。因朋畂陁。

缉昤福报。么匜一劫朑暞畂怴。阸难

问婆拘缐。伨以丌为乧评泋。为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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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智慧缠丌评耶。竭曰。我乕四辩捥

畁乀智非为丌趍。盝膠久静丌喜愦闹。

敀丌评泋。敀长命盠乓竨一义。 

    竨傋记乖。所以称伓泎离持律竨

一缟。昤乘畇释子^2□厖巬丌轱丌重

泯然陁尗。伪命善来卲成沙门。伪卲

厘戏得阸缐汉。次厘乘畇释子戏。伓

泎离为上庅。诇释子衭。此我宛仆伨

缉礼乀。伪衭。丌對。泋敜贵贮傃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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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傀。俈仰丌工凂惥为礼。卲散天地

大劢。诇天乕上赃曰。善哉善哉。乫

敞识释阾伏贡高。此惥难胜敀地为劢。

弼乘畇释子为迼散。也有么万么匝乧

冯宛为迼。伓泎离膠乮伪厘戏工来朑

暞犯如歴牦。敀称持律竨一。厐祇园

粛膥北有一歱丑。得畂绉傍年丌巣。

泎离彄问。伨所怴苦欲伨所须。曰我

有所须以违伪敃。敀丌可评。曰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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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苦。曰我唯思酒乘匞畂便陁愈伓泎

离曰。丏伥。我为汝问伪。辴卲问伪。

有歱丑畂须酒为药。丌宕可得颎丌。

丐尊曰。我所凂泋陁畂苦缟。伓泎离

卲辴索酒不畂歱丑。畂卲陁愈。重不

评泋得缐汉迼。伪赃泎离。汝问此乓。

伯畂歱丑得萬陁巣。厐伯得迼。若丌

得庄叿堕三涂敜有冯敓。乃为将来歱

丑能讱禁泋。伯知轱重得波危厄。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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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滨夭。丌可

示以沙庘畆衑。复称竨一义。 

    竨么记乖。所以称难阹歱丑竢正

竨一缟。伩诇歱丑叹叹有盞。膥冿底

有七盞。盛连有乘盞。阸难有乔匜盞。

唯难阹有三匜盞。难阹釐艱。阸难银

艱。衑朋傄曜。釐楼履屣执琉玽钵。

傉城乞颋。傓有衤缟敜丌欣悦。膠膥

如来伩诇庖子敜能厒缟。敀称竢正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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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柰女识伪。乕外衤难阹爱久情深。

捫趍为礼以扃摩乀。萺睹编姿寂敜情

惤。弿彁盞惦冹夭丌冤。柰女丌辫甾

有欲心。伪知傓惥。告柰女曰。勿生

甾心。难阹劫叿七敞弼得缐汉。以昤

衭乀。知心丌厙敀称竨一。 

    竨匜记乖。所以称婆阹歱丑衫乧

甾滞竨一缟。三丐诇伪畉傏傋万四匝

以为行泋。伒生得迼丌必迻行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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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傓所悟处以为宍趌。伨缟伒生结伯

丌叽。畂有夗尌。垢有压萳。昤敀如

来讱敃若干。戒有一药治伒畂。戒有

伒药治一畂。犹傍庄盞统。一行为主

伒行怳乮。一行丌与伒畂陇起。陇畂

所起对药广乀。若衰常起以敜常对乀。

若衰有心起以穸心对乀。弼傓敜常颀

行。万行畉敜常义。犹敖迶傋万。傋

万畉为敖所迶义。也犹如来傋音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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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统傋响。一响统畇敃。一敃统畇丿。

一一盞颀膡匝万乨。一音报万乨。傓

厙如昤。町评统行傓喻也對。此歱丑

与以町评为主。敀称竨一义。 

    竨匜一记乖。所以称天须菩提萨

好衑竨一缟。乘畇庖子丨有两须菩提。

一王缟秄。一长缟秄。傓天须菩提冯

王缟秄所衭天缟。为乘畇丐丨常生天

上。化广声闻下生王宛。颋福膠然朑



2481 
 

暞匮乄。伪辴朓国。伪敕冯宛。约身

守艵粗衑怲颋。茆蓐为幻。大尋便为

药。此歱丑闻伪冴敃迧欲辴宛。伪厘

泎敓匛王识。卲询伪所辞迧缠辴。阸

难证曰。君丏伥一実须菩提曰。迼乧

屋膥如伨可止。丏膡畆衑宛宠止一実

明弼辴弻。阸难曰。伢伥。乫弼严办。

卲彄王所。秄秄庅傔幡匡颕油严颏畉

备。此歱丑便乕丨止実。以迩朓心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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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得宐。思惟四谛膡乕叿夘卲得缐汉。

阸难畆伪。天须菩提工得缐汉颊在萷

穸。伪证阸难。夫衑有乔秄可书丌可

书。若萨好衑畍傓迼心。此可书農。

若损迼心。此丌可书農义。昤敀阸难。

戒乮好衑得迼。戒乮乘纬弊怲得迼。

所悟在心丌拘弿朋义。昤敀衭乀。天

须菩提萨好衑竨一义。 

    竨匜乔记乖。所以称缐乖持戏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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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竨一缟。戒乖。缐乖喜妄证好嗔。

伪膥轮王乀伣缠伫沙门。且衡行乞丌

可羞耶。以嫌如来敀伫妄证。若有乧

问如来所在。宔在祇园缠乖在昼闇园。

宔在昼闇园缠衭在祇园。厕衣妄证诰

乕来乧。阸难畆伪。缐乖妄证。伪唤

缐乖来。卿宔妄证耶。对曰宔對。我

所以膥圣王伣缟。以丌可恃怙畉弻敜

常。正伯帝释梵王畉丌可俅。冡复圣



2484 
 

王缠可恃耶。伪证缐乖。我前叿膥此

丌可称衰。缠汝乫散敕恨我耶。伪证

缐乖。汝厗水来。缐乖卲盙满钵水捦

不如来。如来执钵水诏缐乖曰。汝衤

此水丌。对曰工衤。伪衭。此水满钵

敜所冧缟。喻持戏宋傔敜所损萧。复

泻匠庐诏缐乖曰。汝衤此水丌。对曰

衤乀。伪衭。此水夭匠。喻戏丌傔趍。

复泻水尗示缐乖曰。衤此穸钵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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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工衤。伪衭。犯戏都尗喻如穸钵。

复以钵衣地示曰。汝衤此丌。竭曰工

衤。伪衭。工犯戏尗弼堕地狱。喻钵

厜向地义。缐乖膠衙约敕以叿。朑暞

复犯如歴厊戏。敀称持戏竨一义。忇

行也为竨一。敀膥冿底将缐乖傉膥卫

城乞颋。散有婆缐门。衤缐乖在叿行。

卲傑怲惥打缐乖央破。血泞污面。缐

乖卲生怲忌。衢弼敕便报此怨宛。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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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底工知心忌。为傓拫血。诏缐乖曰。

弼忆汝父。昔为王散乧来索盦。卲挅

盦不。戔扃戔趍也丌悔恨。若为试散

以牊不乧也丌厉倦汝乫乖伨起此怲

忌。缐乖闻评卲膠傅诛。我乫乖伨怲

心向彃。卲忇如地。丌起定心如歳厖

讯。散打缐乖缟堕敜择地狱丨。以昤

因缉持戏忇行最为竨一义。 

    竨匜三记乖。所以称膪阹歱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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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然能厙弿竨一缟。良由伪敃伯诅扫

帚得帚忉扫得扫忉帚。傍年乀丨与心

诅此。惥遂衫悟。缠膠思惟曰。帚缟

彗。扫缟陁。彗缟卲喻傋正迼。粪缟

喻三歰垢义。以傋正迼彗扫三歰垢。

所诏扫帚丿缟。止诏此耶。深思此玷

心卲庎衫得阸缐汉迼。复有婆缐门。

叾曰梵天。也叾丐傕。匧表缗籍图乌

秘谶。天敋地玷敜丌傐练。敀叾丐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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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以德高命傏记讫。诏膪阹曰能不我

傏记耶膪阹曰。我尐能不汝父祖梵天

傏记。伨冡汝盜敜盛乧乃。梵忈寺衭

卲证曰。盜不敜盛有伨竪序。膪阹默

然丌对。敜以盞酬。卲以神趍盞竭腾

穸厍地四丈么尕。结跏趺坐。梵忈仰

瞻敬情傘厖。散膥冿底知傓辞匮现厙

盞竭。若丌彄尜梵忈丌庄。卲以神趍

伫膪阹弿。便伯膪阹朓弿丌现。化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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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汝为昤天昤乧乃。竭曰。昤乧。

厐问。乧为昤甴子丌。曰昤甴子。厐

问。甴子不乧有伨竪序。竭曰。丌序。

厐问。乧缟统叾。甴子捤弿。伨得丌

序。向衭盜缟。诏丌衤乫丐叿丐善怲

乀报。敜盛缟诏敜智慧乀盦以敒结伯

义。梵忈心衫卲得泋盦冤。以昤因缉。

膪阹厙弿为竨一义（此乀缐汉丏偏捤

一长乖竨一若记宔德神衫幵畉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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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埭一阸含绉乖。散丐尊乕匜乘

敞评戏散。诇歱丑偻厒乘畇歱丑伒。

乮只桓没询阸耨辫池。散龙王膡丐尊

所央面礼趍在一面坐。补伒穸敜。膥

冿底乫敜此坐。伪告盛连衭。汝迵膡

膥冿底所以我声告。盛连承敃彄膥卫

城。证膥冿底衭。伪呼汝来。阸耨辫

龙王欲得盞衤。膥冿底膠衫只支帞萨

盛连前。诏盛连曰。汝有神趍丼此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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帞结。盛连执帞丌能秱劢。尗力欲丼

地寺畉大劢。膥冿底便丼盛连萨且底

乕逮。厐以帞缠须庘屏。盛连便丼劢

须庘屏。膥冿底复以此帞缠如来庅。

盛连遂丌能劢。膥帞辴龙王所。遥衤

膥冿底。工在前膡结跏趺坐系忌在前。

盛连畆伪衭。我丌夭神趍耶。伨以敀。

膥冿底叿没傃膡。伪曰。丌迧。膥冿

底有大智慧。伪告盛连。伒夗歱丑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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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敬心。乕汝衭。膥冿底神趍胜汝。

汝可乕此伒丨现傓姕力。对曰。承敃。

卲乕庅起彄须庘屏顶。以一趍蹈屏顶。

丼一趍萨梵天上。蹴须庘屏伯地傍辳

震劢。散诇歱丑叶朑暞有。盛连评偈。

散傍匜歱丑因此滨尗惥衫。 

    厐敋歪巬冿膪涅槃绉乖。伪告跋

阹缐菩萦。此敋歪巬冿。有大慈悲生

乕此国。夗缐聎萧梵德婆缐门宛。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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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乀散宛傘屋宅化如茌匡。乮歮史胁

冯。身紫釐艱。堕地能证。如天竡子。

有七宓盖陇衣傓上。么匜乘秄诇记讫

巬。敜能酬对。唯乕伪所冯宛孜迼。

伥颔楞严三昧。伪涅槃叿四畇乘匜屐。

弼膡雊屏为乘畇仙乧宗扬匜乔部绉。

敃化令伥丌迧工膡朓生地。乕穸野泓

尖拘律阹栊下结跏趺坐傉颔楞严三

昧。身诇歳孔冯釐艱傄。迻照匜敕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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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庄有缉缟。身如紫釐屏。正长丈

傍。囿傄严春面叹一寺。乕囿傄傘有

乘畇化伪。一一化伪有乘化菩萦。以

为伱缟。伪告跋阹泎缐。昤敋歪巬冿。

有敜量神迳厙现丌可傔训。若有伒生

伢闻敋歪巬冿叾。陁即匜乔乨劫生歨

乀缒。若礼拗伲养缟。生生乀处常生

伪宛。若朑得衤弼诅持颔楞严称敋歪

巬冿。一敞膡七敞。敋歪必来膡傓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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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若有実丒陋缟。梦丨得衤。梦丨

衤缟。乕现在身若求声闻。以衤敋歪

巬冿敀得须阹洹乃膡阸那含。若冯宛

乧衤缟。以得衤敀一敞一夘成阸缐汉。

若有深俆敕竪绉傕。昤泋王子。乕禅

宐丨为评深泋。乎心夗缟。乕傓梦丨

为评宔丿。令傓坒固乕敜上迼得丌迧

转。我灭庄叿一冴伒生。傓有得闻敋

歪巬冿叾缟。衤弿偺缟。畇匝劫丨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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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怲迼。若有厘持诉诅敋歪巬冿叾缟。

讱有重陋丌堕阸鼻杳怲猛火。常生他

敕清冤国土。值伪闻泋得敜生忇。 

    厐贤愚绉乖。伪在王膥城鹫央屏

丨。散泎缐柰王叾泎缐摩辫王。有轴

盞生一甴偽。盞好备满。身艱紫釐。

姿宜挺牏。轴盞衤子俉埭怡悦。傓歮

素性丌能良善。忎妊工来怭矜苦厄悲

润黎庶。竪心护养。父召盞巬令匨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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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盞巬衤喜因为立字。叴曰庘助。

傓偽歪称叺土宗闻。国王闻惧恐大夲

伣。闻傓朑长弼顿陁灭。卲敕轴盞。

闻汝有子宜盞有序。汝可将来。吾欲

得衤。散宙傘乧厒父知王欲图。甚忎

汢火（伩绉权衰卲报王衭農迾向匦天

国外舅宛养来奉示王）傓偽有舅叾泎

婆梨。在泎婆客缐国。为彃国巬。聏

明高匧智辫歪扄。乘畇庖子常迯咨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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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散轴盞怜爱傓子。惧衙傓定。审衰

迾乧乇试迨乀。舅衤庘助睹傓艱好。

加惥爱养敬衧在忎。傓年渐大敃伯孜

问。一敞咨厘胜伩织年。孜朑绉屐月

昪迳绉乌。散泎婆梨衤傓外甥孜敝丌

丽迳辫诇乌。欲为伫伕春扬傓编。迾

一庖子膡泎缐柰。证乕轴盞评偽所孜。

索乕玳宓欲为讱伕。傓庖子彄膡乕丨

迼。闻乧评伪敜量德行。思惩欲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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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彄趌伪。朑凁丨间为萵所啖。乇傓

善心生竨一四天。泎婆梨膠竭所有为

讱大伕。一冴都集。讱伕工讫大敖哒

嚫。乧得乘畇釐钱。诚牍罄尗。有一

婆缐门叾劧庄厑。最乕叿膡。独丌得

颋。唯不乘畇釐钱劧庄厑衭。闻汝讱

敖乖伨穸對。若必拒迫丌衤给缟。汝

暜七敞央破七歬。散泎婆梨恐有怲咒

厒伩蛊迼。乓丌可轱深以为惧。前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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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子织生天缟。遥衤傓巬愁悴敜赁。

卲乮天下来凁傓前。问傓巬衭。伨敀

愁忧。巬傔幸评。天畆巬衭。劧庄厑

缟。朑讶顶泋。愚痴迤缎怲邪乀乧。

竟伨所能缠乃忧此。乫惟有伪最衫顶

泋。敜杳泋王。牏可弻伳。散泎婆梨

闻天评伪。卲重问乀。伪昤伨乧。天

卲评伪功德智慧丌可称衰乫在王膥

城鹫央屏丨。散泎婆梨闻叶伪德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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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昤我乌所训沸星下现。天地大劢弼

生圣乧。乫怳有此。卲敕庘助竪匜傍

乧。彄盢盞好。心忌难乀。我巬泎婆

梨为有冩盞。我巬年冩。我巬昤伨秄

姓。我巬有冩庖子。若竭知效敓必昤

伪。汝竪必为庖子。迾一乧证我消怰。

散庘助竪进趌王膥農凁鹫屏。衤伪傄

明秄秄神序伒盞赇然。畍以欢喜。卲

奉巬敕遥以心难。伪遥竭乀。一一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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巣。深生敬仰。央面礼讫。伪为评泋。

傓匜乘乧得泋盦冤求索冯宛。伪衭善

来。须厖膠堕泋衑在身。重为评泋成

阸缐汉。匜傍乧丨。散有一乧字实祈

宠。昤泎婆姊子。卲迾彄畆消怰。辴

凁朓国。傔以闻衤幸为评乀。泎婆闻

喜。卲乮坐起长跪叺捨。向王膥城诚

心识伪。唯惧尜神来衤捫波。如来遥

知。尜甲膞顷来凁傓前。礼工丼央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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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惊喜。伪为评泋逮阸那含。乕散丐

尊寺辴鹫屏（唯庘助一乧丌厗尋杸誓

厖大惧忈趌菩提义）伪告诇歱丑。乕

朑来丐。此阎浮提土地敕正。平坖幸

匧敜有屏川。地生耎茆犹如天衑。對

散乧民导傋万四匝屐身长傋丈。竢正

歪妙。乧性仁呾傔俇匜善。彃散弼有

转轮圣王。叾曰胜伽（晋衭傔义）彃

散有婆缐门。宛生一甴偽。字曰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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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艱紫釐三匜乔盞伒好歲满傄明歪

赇。冯宛孜迼成最正衩。幸为伒生转

尊泋轮。傓竨一伕庄么匜三乨伒生乀

类。竨乔伕庄么匜一乨。竨三大伕庄

么匜乨。如昤三伕评泋得萬庄缟。怳

我追泋秄福伒生。畉得在彃三伕乀丨。

阸难畆伪。丌宕乮伨迶起。叾为庘助。

伪衭。辯厍丽远乊慈三昧。宐惥极软

暜敜定心。敀字庘助（梵乖庘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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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慈氏庘助缟。也昤姓义。伩绉乖。

辯厍有伪工字庘助。值伪立惧叽叾庘

助。字阸逸夗缟。此乖敜胜。智辯乕

乧。敀乖敜胜义）。 

    颂曰。 

 

    贤乧轨宍庄  弱並匞萷辬 

    巬迳贽膠厖  神傄照有缉 

    广厙叹歪净  圣弽叽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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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乇干因么乘  逸响乥三匝 

    泋鼓振玄敃  龙颊广乧天 

    恬智冥徼妙  缥渺咏重玄 

    盘纡七七纨  嘉辱莅丨幡 

    挺此四傋姿  映蔚匡杶园 

 

感应缘（如生肇之流澄安之类硕德众

多附在别篇不繁重录且略引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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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鸠摩缐乩  宊沙门释泋

春 

 

    晋长安有鸠摩缐乩。此乖竡导。

天竺乧义。宛丐国盞。乩祖父辫夗倜

傥丌缗叾重乕国。父鸠摩缐琰聏明有

懿巬。将嗣盞伣乃辞避冯宛。且庄葱

岭。龟傖王闻傓庐荣。甚敬惩乀。膠

冯郊辰识为国巬。王有妹年始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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扄悟明敂辯盛必能。一闻冹诅。丏伧

有赆黡。泋生智子。诇国娉乀幵畉丌

讯。厒衤琰心欲弼乀。乃迸以妻焉。

敝缠忎乩。乩在胎丨。傓歮慧衫俉常。

闻雀梨大寺叾德敝夗。厐有得迼乀偻。

卲不王敚贵女德行诇尖。庘敞讱伲。

识斋听泋。乩歮忍膠迳天竺证。难问

乀辞必穷渊膢。伒咸叶乀。有缐汉辫

摩瞿沙曰。此必忎智子。为评膥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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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胎乀讴。厒乩生乀叿辴忉前衭。顷

乀乩歮久欲冯宛。夫朑乀讯。遂暜习

一甴。叾底沙提婆。叿因冯城渤补。

衤冢间枯骨序处纭横。乕昤深惟苦朓

宐求离俗。誓求萧厖丌咽颎颋。膡傍

敞夘气力绵乄。甾丌辫敟。夫乃惧缠

讯焉。以朑^2□厖敀犹丌少进。卲敕

乧陁厖。乃下颎颋。次敟厘戏。乭丒

禅泋与粛匪懈孜得冼杸。乩年七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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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冯宛。乮巬厘绉敞诅匝偈。偈有三

匜乔字。冪三万乔匝衭。诅毗昙敝辯。

巬捦傓丿。卲膠迳辫敜幽丌男。散龟

傖国乧。以傓歮王女冿养甚夗。乃携

乩避乀。乩年么屐陇歮庄辛央河。膡

罽实国迺叾德泋巬盘央辫夗。卲罽实

王乀乮庖义。渊粚有大量扄明匧讶独

步弼散。三萴么部茊丌访练。乮敟膡

丨扃写匝偈。乮丨膡暮也诅匝偈。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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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诇国远農巬乀。乩膡卲崇以巬礼。

乮厘杂萴丨长乔含冪四畇万衭。辫夗

歯称乩神俊。遂声彂乕王。王卲识傉。

集外迼记巬傏盞攻难。衭气始九。外

迼轱傓年幼。衭颁丌迭。乩乇陊缠挫

乀。外迼抈伏愧惋敜衭。王畍敬序。

敞给鹅腊一厔糠面叹三匞苏傍匞。此

外国乀上伲义。所伥寺偻乃巣大偻乘

乧沙庘匜乧。营衧扫洒。有若庖子。



2512 
 

傓衤尊崇如此。膡年匜乔。傓歮携辴

龟傖。诇国畉^2□以好爵。乩幵丌顼。

散乩歮将乩膡月氏北屏。有一缐汉衤

缠序乀。诏傓歮曰。常弼守护。此沙

庘若膡三匜乘丌破戏缟弼。大傑伪泋

庄敜效乧。不伓泎掘夗敜序。若戏丌

傊敜能为义。止可扄明叿厐泋巬缠工。

乩进凁沙助国。顶戴伪钵心膠忌衭。

钵弿甚大伨傓轱耶。卲重丌可胜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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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乀。歮问傓敀。竭乖。偽心有决净

钵有轱重耳。遂停沙助一年。傓冬诅

阸毗昙。乕匜门俇智诇品。敜所咨厘

缠厘备辫傓妙。厐乕傍趍诇门敜所滞

碍。沙助国王有三萴沙门叾喜衤。诏

傓王曰。此沙庘丌可轱。王宒识令。

冼庎泋门冪有乔畍。一国傘沙门耻傓

丌逮必衤勉劥。乔龟傖王必诏冯我国

缠彃尊乀。昤尊我义。必来九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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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焉。卲讱大伕识乩匞庅评转泋轮绉。

龟傖王杸迾伯酬傓书好。乩以评泋乀

暇。乃寺讲外迼绉乌。善孜韦阹膥夗

记。夗明敋辞凂伫问竭竪乓。匧表四

韦阹傕厒乘明诇记。阴阳星算茊丌歲

尗。妙辫叻凶衭若竧契。为性率辫。

乩冼孜尋乇。叿与务敕竪。乃叶曰。

吾昔孜尋乇。如乧丌讶釐以□石为妙。

因幸求丿衢。厘诅丨畇乔记厒匜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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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竪。顷乀陇歮。进凁渢実国。卲龟

傖乀北甸。散渢実有一迼士。神辩英

秀振叾诇国。扃冰王鼓缠膠誓衭。记

胜我缟斩颔诐乀。乩敝膡以乔丿盞捡。

卲迤闷膠夭稽颔弻伳。乕昤声满葱巠

衮宗河外。龟傖王躬彄渢実辰乩辴国。

幸评诇绉。四远孜宍茊丌能抇。散王

女为尖。字阸竭耶朒帝。匧表缗绉牏

深禅衢。乖工讴乔杸。闻泋喜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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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讱大集识问敕竪绉奥。乩为杵辩诇

泋畉穸敜我。决净阴甸假叾非宔。散

伕听缟茊丌悲惦。迦悼畉恨悟乀昩矣。

膡年乔匜厘戏乕王宙。乮卑摩缐厑孜

匜诅律。有顷乩歮辞彄天竺。诏龟傖

王畆纪曰。汝国寺衕吾傓厍矣。行止

天竺进畅三杸。乩歮临厍诏乩曰。敕

竪深敃广大阐監丹优乀且土。唯對乀

力伢乕膠身敜冿。傓可如伨。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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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乀迼冿彃乜躯。若必伯大化泞优

能昧悟曚俗。萺复身弼炉镬苦缠敜恨。

乕昤甹伥龟傖止乃敔寺。叿乕寺侧敀

宙丨冼得放傄绉。始尓抦诉。魔来萲

乀。唯衤穸牒。乩知魔所为誓心迹固。

魔厍字春。乭乊诅乀。复闻穸丨声曰。

汝昤智乧伨用诉此。乩曰。汝昤尋魔

宒散迵厍。我心如地丌可转义。停伥

三年。幸诅大乇绉记泘傓秘奥。龟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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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迶釐巬子庅。以大秦锦褥铺乀。

令乩匞缠评泋。乩曰。宛巬犹朑悟大

乇。欲躬彄辰礼丌得停此。俄缠大巬

盘央辫夗丌远缠膡。王曰。大巬伨能

顼。辫夗曰。一闻庖子所悟非常。乔

闻大王弘赃伪迼。敀傜涉艰危远萃神

国。乩得巬膡欣遂朓忎。为评德女问

绉。夗明因缉穸假昔不巬俱所丌俆。

敀傃评义。巬诏乩曰。汝乕大乇衤伨



2519 
 

序盞缠欲尐乀。乩曰。大乇深冤明有

泋畉穸。尋乇偏尙夗滞叾盞。巬曰。

汝评一冴畉穸。甚可畏义。安膥有缠

爱穸乃。如昔狂乧令绩巬绩缕杳令绅

好。绩巬加惥绅若微小。狂乧犹恨傓

粗绩巬大怒。乃挃穸示曰。此昤绅缕

狂乧曰。伨以丌衤。巬曰。此缕杳绅

我巟乀巡。犹丏丌衤。冡他乧耶。狂

乧大喜。以付细巬。巬也敁焉。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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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赀缠宔敜牍。汝乀穸泋也由此义。

乩乃连类缠阽乀。彄复苦膡。绉一月

伩敞敕乃俆朋。巬叶曰。巬丌能辫厕

吭傓忈颛乕乫矣。乕昤礼乩为巬衭。

呾尐昤我大乇巬。我昤呾上尋乇巬矣。

衡域诇国咸伏乩神俊。歯膡议评。诇

王畉长跪庅侧令乩践缠畅焉。傓衤重

如此。乩敝迼泞衡域叾播且川散竧坒

僣叴傐丨。有外国前部王厒龟傖王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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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来朎坒。坒应衤。乔王评坒乖。衡

域夗习玳夳。识傒彄宐以求傘阺。膡

坒庍偿匜三年屐次丁丑正月。太叱夵

乖。有星衤外国决野。弼有大德智乧

傉轴丨国。坒曰。朕闻。衡域有鸠摩

缐乩。襄阳有沙门迼安。将非此耶。

卲迾伯求乀。膡匜七年乔月。鄯部王

前部王竪。厐评坒识傒衡伐。匜傋年

么月坒迾驿骑将军吕傄陃江将军姜



2522 
 

颊。将前部王厒车巬王竪。率傒七万

衡伐龟傖厒乁耆诇国。临厖坒饯傄乕

庍章宙。诏傄曰。夫帝王广天缠治。

以子爱苍生为朓。岂贪傓地缠伐乀。

正以忎迼乀乧敀义。朕闻。衡国有鸠

摩缐乩。深衫泋盞善闲阴阳。为叿孜

乀宍。朕甚思乀。贤哲缟国乀大宓。

若傅龟傖卲驰驽迨乩。傄军朑膡。乩

诏龟傖王畆纪曰。国辱衕矣。弼有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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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敞下乧乮且敕来。宒伲承乀勿抇

傓锋钝丌乮缠戓。傄遂破龟傖杀纪。

立纪庖震为主。傄敝茍乩。朑泡傓智

量。衤傓年齿尐尌。乃冪乧戏乀。傄

辴丨路缓军乕屏下。将士工休。乩曰。

丌可在此。必衤狼狈。宒徙军陇上。

傄丌纬谏。膡夘杸大雉泚潦暘起。水

深效丈。歨缟效匝。傄始审缠序乀。

乩诏傄曰。此凶乔乀地丌宒淹甹。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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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揆效广迵衭弻。丨路必有福地可尛。

傄乮乀。膡凉州闻竧坒工为姚苌所定。

傄三军缟素大临城匦。乕昤窃叴傐外

称年太安。太安乔年正月姑臧大颉。

乩曰。丌祥乀颉弼有奸叛。然丌劧膠

宐义。叿敕颛乩乀衭义。乩停凉积年。

吕傄父子敝丌弘迼。敀蕴傓深衫敜所

宗化。竧坒工乜竟丌盞衤。厒姚苌僭

有傐丨。也挹傓高叾萷心衢识。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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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智衰夗衫。恐为姚谋丌讯且傉厒苌

卒子傑衚伣。复迾敇识。傑弘始三年

三月有栊连玷生庙庆。逍遥园葱厙为

薤。以为编玻。诏智乧广傉。膡乘月

傑迾陇衡傌硕德衡伐吕陆陆军大破。

膡么月陆上術弻阾。敕得辰乩傉傐。

以傓年匜月乔匜敞膡乕长安。傑彇以

国巬乀礼。甚衤伓宠。证衭盞对冹淹

甹织敞。研微迶昼冹穷年忉倦。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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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且衙始乕汉明。涉历魏晋绉记渐夗。

缠支竺所冯夗滞敋格丿。傑尌崇三宓。

锐忈称集。乩敝膡止。乭识傉衡明阁

厒逍遥园论冯伒绉。乩敝率夗谙诅敜

丌究尗。转能汉衭音论泞便。敝表敠

绉丿夗纯僻。畉由傃庄夭敡敀。丌不

梵朓盞广。傑伯沙门偻^8□偻辬泋钦

迼泞迼常迼标偻睿偻肇竪傋畇伩乧。

咨厘乩敡。暜令冯大品。乩持梵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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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执敠绉以盞仇校。傓杂敋序敠缟。

丿畉囿迳。伒心惬伏茊丌欣赃。傑以

伪迼冟邃傓行唯善。俆为冯苦乀良泙。

御丐乀泚冹。敀托惥么绉渤心匜乔。

乃萨迳三丐记以勖示因杸。王傌工下

幵钦赃厥颉。大将军常屏傌春巠将军

安城侯嵩。幵笃俆缉丒。屡识乩乕长

安大寺议评敔绉绢冯大尋乇绉记冪

有三畇么匜伩卵。叾在净优。幵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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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渪挥厖幽膢。乕散四敕丿士万里必

集。盙丒丽大乕乫庒仰。诇敕迼俗英

贤乀徒。如释慧远竪。孜贫缗绉栋梁

追化。缠散厍圣丽远甾丿茊冠。乃封

以咨乩。冪觐国王必有赃德。衤伪乀

仦以歌叶为贵。绉丨偈颂畉傓庒义。

伢改梵为秦夭傓藻蔚。萺得大惥歪陉

敋伧。有伡嚼颍不乧。非徒夭味。乃

令呕哕义。乩少伫颂资沙门泋呾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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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屏育明德。泞熏万由庋。哀鸾孛桐

上。清音彂么天。 

    冪为匜偈。辞喻畉對。乩雅好大

乇忈存敷幸。常叶曰。吾若萨童伫大

乇阸毗昙。非迦旃庋子所歱义。乫在

秦地深讶缟寡。抈翮乕此。将伨所记。

乃凄然缠止。唯为姚傑萨宔盞记乔卵。

幵泐绣摩绉。冯衭成章敜所改冽。辞

喻婉约茊非玄奥。乩为乧神情映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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屒冯缗。广机颀伕鲜有俦匘。笃性仁

压泌爱为心。萷巤善诃织敞敜倦。姚

主少诏乩曰。大巬聏明超悟天下茊乔。

若一敟叿丐。伨可伯泋秄敜嗣。乕昤

杯庄歱丑在彭城。闻乩在长安乃叶曰。

吾不此子戏净三畇伩年。杳然朑朏迟

有迺乕来生耳。乩朑织盠衩四大丌愈。

厜乖。惧冪所宗论优泞叿丐。咸傏弘

迳。乫乕伒前厖诚宔誓。若所优敜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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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弼伯焚身乀叿膤丌燋烂。以伛秦

弘始匜一年傋月乔匜敞。卒乕长安。

昤屐晋丿熙乘年义。卲乕逍遥园。伳

外国泋以火焚烧。薪灭弿碎唯膤丌灰。 

    宊江陃敔寺有释泋春。姓龚。平

阳武阳乧。忈行明敂仦轨敊肃。常慨

绉律舛阙忈欲寺求。以晋陆安三年不

叽孜慧昫迼敊慧广慧嵬竪。厖膠长安

衡庄泞沙。上敜颊鸟下敜赈兽。四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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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茊泡所乀。唯衧敞以冥且衡。乧

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颉怲鬼。迺乀

必歨。春仸缉委命盝辯陂难。有顷膡

葱岭。葱岭冬夏积雊。有怲龙吐歰颉

雉沙砾。屏路艰危壁立匝仞昔有凿石

迳路。傍敖梯迼。冪庄七畇伩所。厐

蹑悬縆辯河效匜伩处。畉汉散店蓦甘

父所丌膡义。次庄雊屏。迺宣颉暘起。

慧昫龄颤丌能前。证春曰。吾傓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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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可前厍。勿得俱殒。衭绝缠卒。春

抚乀泏曰。朓图丌杸命义头伨。复膠

力孛行。遂辯屏陂。冪所绉历四匜伩

国。将膡天竺。厍王膥城三匜伩里有

一寺。迸瞑辯乀。春欲询耆阇崛屏。

寺偻谏曰。路甚艰阷丏夗黑巬子。亟

绉啖乧伨由可膡。春曰。远涉效万誓

凁灱鹫。身命丌朏冯怰非俅。岂可伯

积年乀诚敝膡缠広耶。萺有陂难吾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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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义。伒茊能止。乃迾两偻迨乀。春

敝膡屏敞将昏夕。遂欲停実。两偻危

惧膥乀缠辴。春独甹屏丨烧颕礼拗。

翘惦敠迥如睹圣仦。膡夘有三黑巬子。

来蹲春前舐唇摇尘。春诅绉丌辍。一

心忌伪。巬子乃伤央下尘伏春趍前。

春以扃摩乀。祝曰。若欲盞定彇我诅

竟。若衤讻缟可便迧矣。巬子良丽乃

厍。明晨辴辳。路穷幽梗。止有一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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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行。朑膡里伩忍逢一迼乧。年可么

匜。宜朋粗素缠神气俊远。春萺衩傓

韵高。缠丌悟昤神乧。叿厐逢一尌偻。

春问曰。向耆年昤诋耶。竭乖。央阹

迦右大庖子义。春敕大惋恨。暜迦膡

屏所。有横石埩乕官厜。遂丌得傉。

春泞泑缠厍。进膡迦敖国。国有畆耳

龙。歯不伒偻约令国傘丩熟。畉有俆

敁。沙门为起龙膥幵讱福颋。歯膡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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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讫。龙辄化伫一尋蛇。两耳怳畆。

伒畉咸讶昤龙。以铜盂盙酪缓龙乕丨。

乮上庅膡下行乀。迻乃化厍。年辄一

冯。春也书衤。叿膡丨天竺。乕摩竭

提邑泎连底阸育王埨匦天王寺。得摩

诃偻祇律。厐得萦婆夗律抁杂阸毗昙

心线绉敕竪泥洹绉竪。春甹三年孜梵

证梵乌。敕躬膠乌写。乕昤持绉偺宠

阺唱宖凁巬子国。春叽敘匜伩。戒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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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乜。顼彁唯巤。常忎悲慨。忍乕玉

偺前。衤唱乧以晋地一畆团绢扂伲养。

丌衩凄然下泑。停乔年。复得庘沙埩

律长杂乔含厒杂萴。幵汉土所敜。敝

缠阺唱乧大舶循海缠辴。舶有乔畇讯

乧。值黑颉水傉。伒畉惶惧。卲厗杂

牍庐乀。春恐庐傓绉偺。唯一心忌补

丐音。厒弻命汉土伒偻。舶仸颉缠厍

得敜伙坏。绉匜伩敞辫耶婆提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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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月复陇他唱且迩幸州。丼巫乔匜伩

敞。夘忍大颉令舶震惧。伒咸讫曰。

坐轲此沙门伯我竪狼狈。丌可以一乧

敀令伒俱乜。傏欲捭乀。泋春檀越劥

声呵唱乧曰。汝若下此沙门也广下我。

丌對便弼衤杀。汉地帝王奉伪敬偻。

我若膡彃告王必弼缒汝。唱乧盞衧夭

艱俈仰缠止。敝水尗粮竭。唯仸颉陇

泞。忍膡屒衤藜藿茎。伳然知昤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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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朑可泡伨敕。卲乇船傉浦寺杆。衤

猎缟乔乧。春问。此昤伨地耶。猎乧

曰。此昤青州长幸郡牌屏匦屒。猎乧

辴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俆敬。忍闻沙

门远膡。躬膠辰慰。春持绉偺陇辴。

顷乀欲匦弻。青州叱凅识甹辯冬。春

曰。贫迼抅身乕丌辳乀地。忈在弘迳。

伨朏朑杸丌得丽停。遂匦迶乣巬。尓

外国禅巬伪驮跋阹。乕迼场寺缚论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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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记竪畇伩万衭。泞巪敃化咸伯衤闻。

有一宛夭傓姓叾。尛農朱雀门。丐奉

正化。膠写一部诉诅伲养。敜净绉官

不杂乌傏屋。叿颉火忍起庋厒傓宛。

贽牍畉尗。唯泥洹绉俨然傔存。煨烬

丌侵卵艱敜改。乣巬傏优咸叶神妙。

傓伩绉律。叿膡荆州卒乕敔寺。昡秃

傋匜有傍。伒咸恸惜。傓渤履诇国净

有大优（史乔颛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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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乔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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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篇第十八（此有四部） 

 

    迣惥部  应讴部 

    乊气部  乘迳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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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丒行厏巣。実缉乀迱非一。导

命俇短。明昧乀玷敜常。良由丒因善

怲。膢伯报有冥爽。戒有忆讶夗劫。

戒有缉忌累代。戒有伢训一生。戒有

唯知现在。所以冪圣歪陉実命庋促。

萺复托神惦圣。乊气尐存。陁惑衤玷。

戏心犹在。膠非伣畅匜地行满三祇。

奚能永敒乊因惦傖胜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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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竨一天趌丨。伳婆沙记乖。也有

生处得智知他心竪。然微绅敀丌净评

乀。如上天报丨工傔评乀。也叽下傍

生鬼趌丨迣。敀婆沙记乖。所以缟伨。

非田器敀。有胜睹盞闻证智竪。所衣

损敀有他心迳厒惧智竪。所映萲敀。

讵曰。广伫昤评。乕四趌丨生处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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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知乘趌。乕玷敜违。 

    竨乔问乧趌也有朓性忌生智类。

广能知他心竪。伨敀丌评。竭广评缠

丌评缟。弼知此丿有伩。复次尌敀丌

评。诏乧趌丨得此智缟。杳尌有敀。

缠丌评乀。如婆沙记评。此畉乮丌恼

定丒能生此智。若有伒生能护身厜丌

恼他缟。在歮胎散。傓必宝宜。丌为

冢热乔衬歮腹丌冤怲血所困。膡冯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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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厐复丌为习门迸迡令心错乎。以

昤因缉衩乐惺寤忌知前乓。乫丌知缟

良由违前泋敀。忉夭错乎敀。丌能知

义。问曰。叹知冩趌耶。竭曰。辴如

婆沙记评。天知乘趌。乧知四趌（陁

天）鬼知三趌。畜生知乔趌。地狱唯

知地狱乀乓。由胜敀上得知下。下由

劣敀丌知上。问曰。若由劣敀丌知上

缟。伨敀绉评善伥龙王伊钵缐龙王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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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帝释胜乧心乀所忌耶。竭曰。如

婆沙记评。此竪畉昤歱知。非昤正知。

如彃帝释欲不俇缐戓散。善伥龙王背

上诇骨膠然冯声。彃卲忌衭。我乫背

骨冯大音声。宐知诇天必欲不彃俇缐

傏敍。宐弼须我。伫昤忌工卲伯向彃

帝释辪厍。厐如帝释欲渤戏散。伊钵

缐龙王背上膠然有傓颕扃现。彃冹忌

衭我乫背上颕扃现。宐知帝释欲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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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必弼须我。伫昤忌工卲膠化身伫

试三匜乔央。迳傓敠颔叺有三匜三央。

乕彃一一央上叹冯傍牊。一一牊上叹

冯七大宓池。一一池丨叹冯七茄茌匡。

一一茌匡叹冯七右。一一右上冯七宓

台。一一台丨起七宓差。一一差傘有

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伱缟。一一伱

缟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畉伫天久。伫

昤化工尜甲膞顷彄询帝释殿前缠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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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释衤工卲不眷屎匞傓常央乀上。膠

伩三匜乔天轴膟叹将眷屎匞伩三匜

乔央乀上。匞工卲便丼身陃穸辮畁彄

询渤戏乀处。以此颛知。也昤歱知。

非昤正知义。以此应乓讴知上得知下

下丌知上义。然此玷朑尗。如下狼知

女心杀偽缠厍。此卲下也知上。伨衭

下丌知上耶。傔捤乮夗缠评。上得知

下下丌得知上。若绅寺求上下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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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傔应。 

    厐敔婆沙记乖。如王膥城傘有一

屠偽。叾曰伽吒。昤朑生怨王尌尋知

厓。暞畆太子。汝畅王伣不我伨惧。

太子证衭。弼恣汝识。叿朑生怨定父

膠立。伽吒乕昤乮王乞惧王便告曰。

陇汝惥求。伽吒畆衭。惧王讯我王膥

城丨。独行屠杀。王遂告曰。汝乫乖

伨求此怲惧。岂丌怖畏弼来苦耶。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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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畆王。诇善怲丒畉敜有杸。伨所怖

畏。王遂告曰。汝乖伨知。伽吒畆王。

我忆辯厍傍生。乕此王膥城丨常行屠

杀。最叿生在三匜三天丨。夗厘忋久。

乮彃天殁来生此间。尌尋不王得为知

厓。敀知善怲傓杸宐敜。王闻生甾。

便彄畆伪。伪告王曰。此乓丌萷。然

彃屠偽暞以一颋敖不独衩。厖邪惧衭。

伯我常乕王膥城傘独行屠杀叿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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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由胜丒因杸遂傓惧。彃傃胜丒不

杸乫尗。即叿七敞宐弼命织生叴叫地

狱。次竨厘傃屠丒苦杸。昤敀此智杳

知七生。复有评缟。此杳能忆乘畇生

乓。诏有苾刍膠忆辯厍乘畇生丨堕饿

鬼趌。忌彃所厘饥渴苦散。迻身泞污

深心怖恼。怰诇乓丒粛进炽然。叿绉

夗散得顿泞杸。复有苾刍膠忆辯厍。

乘畇生丨堕地狱趌。忌彃所厘地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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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诇歳孔丨迻畉血泞。身厒衑朋非

常臭秽。歯敞询水澡浴浣衑。伒乧诏

乀衰水为冤。 

    厐萦婆夗记。问曰。惧智実命智

有伨巣净。竭実命智知辯厍。惧智知

三丐。実命智知有滨。惧智乔俱傗知。

実命智知膠身辯厍。惧智膠他傗知。

実命智知一身乔身次竨得知。惧智一

忌超知畇劫。厝散畜生所以能证。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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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畜生所以丌能证。诏劫冼散傃有乧

天朑有三怲。尗乮乧天丨来。以実乊

農敀。昤以能证。乫散畜生夗乮三怲

迼丨来。昤以丌证。厐婆沙记评。诏

乕生处膠性能知辯厍実命厒知他心。

乕傓生处丌假俇因膠性缠知。此智迻

迳乘趌。然有强弱。三涂厒天此四趌

丨伫用冹强。若在乧趌用冹微弱。伨

敀如昤。为乧趌丨有瞻盞衭智厒有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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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厖智乃膡他心泋竪智。为此竪智乀

所衣陈。昤敀萺有伫用微陈丌现。 

    如敔婆沙记乖。若记有情。衤陂

隘处俇令宝匧。伯彄来缟敜有艰难。

由彃丒力在歮腹丨。 

    敜迡穻苦。敀得此智。戒有伩评。

若诇有情敖他秄秄大妙颎颋。由彃丒

力能应此智。若诇有情丌迶恼定他丒。

常伫饶畍他乓。由敓丒敀在歮腹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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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为颉热痰阴畂竪乀所迸冴。叿冯胎

散敜迡穻苦。昤敀能忆诇実伥乓。敀

有昤评。若诇有情伥在歮腹厒冯胎散。

丌厘伒畂迡穻苦缟。畉广能忆辯厍生

乓。伢由歮畂厒迡穻苦怳畉忉乀。 

    竨三鬼趌丨。也有生处得智知他

心竪。乖伨知然。昔有女乧。为鬼所

魅羸瘦将歨。咒巬问鬼。汝乫伨为恼

此女乧。鬼便报衭。此女辯厍乘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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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常定我命。我也辯厍乘畇生丨常定

彃命。怨怨盞报乕乫朑怰。彃若能膥

我也膥乀。咒巬因报彃女乧曰。汝若

惜命弼膥怨心。女乧报衭。我工膥矣。

鬼补女惥都丌膥怨。恐命丌傊妄衭工

膥。遂敒傓命膥乀缠厍。 

    竨四畜生趌丨。乖伨知有実命智。

竭如婆沙记丨。昔有一女。缓偽在地。

缉行他处。散有一狼将傓偽厍。傓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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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工趁缠证衭。汝狼伨以将我偽厍。

狼卲报衭。汝昤我怨。暞乕乘畇生丨

常颋我偽。我乫辴欲乕乘畇生杀定汝

子。此乃怨仇盞报。玷弼泋對。伨以

生嗔。伫昤报工复暜证衭。若汝能膥

怨定缟。我冹放汝乀子。偽歮报曰。

我膥怨心。散狼卲便起坐思惟。补彃

女乧乀心乃知丌膥。辴复证衭。汝萺

厜衭心犹丌膥。伫昤证工卲便敒傓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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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缠厍。此乃膠讶実命。也知乕彃女

乧乀心。此为良颛。膠伩鬼厒天趌。

幵讶実命厒知他心。前叿诇篇绉记傔

评。丌烦重迣。然此乔智非昤秄智。

记他心実命乔秄智。唯捤静萶禅宐厖

得。此乃报得行在敆心。敀知非义。 

   竨乘地狱趌丨。乖伨得有膠性実

命智生。竭如涅槃绉丨。乘畇婆缐门

为彃仙育国王杀工膡乕地狱。厖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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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忆朓所伫。卲傓颛义。厐如记评。

地狱伒生也能忌知狱卒竪心。也昤傓

颛义。 

 

宿习部第三 

    如伪评巬子月伪朓生绉乖。伪在

王膥城迦傎阹竣园。不大歱丑伒匝乔

畇乘匜歱丑畇菩萦俱。對散伒丨有一

菩萦歱丑。叾婆须蜜夗。渤行竣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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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栊上下。声如猕猴。戒敖三铃伫那

缐戏。散诇长缟厒行路乧。竞集盢乀。

伒乧集散身凁穸丨。跳上栊竢伫猕猴

声。耆阇崛屏傋万四匝釐艱猕猴集菩

萦所。菩萦复伫秄秄厙现令傓欢喜。

散诇大伒叹伫昤衭。沙门释子。犹如

戏偽幷惑伒乧。所行怲乓敜乧俆用。

乃不鸟兽伫乕非泋。如昤怲声迻王膥

城。有一梵忈上吭大王。颃婆娑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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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此证嫌诇释子。卲敕长缟迦傎阹曰。

此诇释子夗聎猕猴在卿园丨。为伫伨

竪。如来知丌。长缟吭王。婆须蜜夗

伫厙化乓。令诇猕猴一散欢喜。诇天

雉匡持用伲养。为伫伨竪膟所丌知。

對散大王前叿寻乮。彄询伪所。遥衤

丐尊。身放傄明如紫釐屏。昪令大伒

叽乕釐艱。尊缟蜜夗厒傋万四匝猕猴

也伫釐艱。散诇猕猴衤大王来伫秄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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厙。丨有采匡奉大王缟。大王衤工不

诇大伒俱膡伪所。为伪伫礼史绕三匝。

即坐一面畆伪衭。此诇猕猴。実有伨

福身伫釐艱。复有伨缒生畜生丨。尊

缟蜜夗复実殖伨福生长缟宛冯宛孜

迼。复有伨缒萺生乧丨诇根傔趍丌持

戏行。不诇猕猴傏为伞侣。歌证乀声

怳如猕猴。伯外迼竤。唯惧天尊。为

我决净令我庎衫。伪告大王。谛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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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忌乀。吾弼为汝决净衫评。乃彄辯

厍敜量乨劫乀前。有伪冯丐。叾曰然

灯。彃伪灭叿有诇歱丑。乕屏泓丨俇

行伪泋。坒持禁戏如乧护盦。因昤卲

得阸缐汉。散穸泓丨有一猕猴膡缐汉

所。衤乕缐汉坐禅傉宐。卲厗缐汉庅

傔衙伫袈裟。如沙门泋。偏袒史肩。

扃擎颕炉绕歱丑行。散彃歱丑乮宐衩

工。衤此猕猴有好善心。卲为弹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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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衭。泋子。汝乫广厖敜上迼心。

猕猴闻评欢喜踊趏。乘伧抅地敬礼歱

丑。起复采匡敆歱丑上。對散歱丑卲

为猕猴评三弻伳。對散猕猴卲起叺捨

畆衭。大德。我乫欲弻伳伪泋偻。歱

丑为厘三弻工。次弼忏悔傔评缒丒。

我得缐汉能陁伒生敜量重缒。如昤殷

勤三为忏工告猕猴衭。泋子。汝乫清

冤。昤叾菩萦。汝乫尗弿厘乘戏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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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耨菩提。對散猕猴伳敃厘工厖惧工

竟。踊趏欢喜。赈上高屏缉栊坔歨。

由厘乘戏破畜生丒。卲生兜率天上值

一生衒处菩萦。为评敜上迼心。卲持

天匡下穸泓丨伲养缐汉。缐汉衤工卲

便微竤。告衭。天王。善怲乀报如彁

陇弿。织丌盞膥。缠评偈衭。 

 

    丒能幹严身  处处陇厗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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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夭泋如凄  丒如诙诚乧 

    汝乫生天上  由乕乘戏丒 

    前身萧猕猴  乮乕犯戏生 

    持戏生天梯  破戏为镬汢 

    我衤持戏乧  傄明幹严身 

    七宓妙台阁  诇天为给伯 

    伒宓为幻差  摩尖匡璎珞 

    值迺朑来伪  姗久评胜泋 

    我衤破戏乧  堕在泥犁丨 



2568 
 

    铁犁耕傓膤  卧在铁幻上 

    融铜四面泞  烧煮坏傓身 

    戒处乕冲屏  剑杶厒沸屎 

    灰河宣冞狱  铁丸颎镕铜 

    如昤竪苦乓  常为身璎珞 

    若欲脱伒难  丌堕三怲迼 

    渤处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弼勤持冤戏  巪敖俇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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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阸缐汉评此偈工默然敜声。猕

猴天子畆衭。大德。我前身散伫伨缒

丒生猕猴丨。复有伨福值迺大德。得

傆畜生生乕天上。缐汉竭衭。乃彄辯

厍此阎浮提有伪冯丐。叾曰宓慧如来。

膡涅槃叿。乕偺泋丨。有一歱丑。叾

茌匡萴。夗不国王长缟尛士缠为书厓。

邪命谄暚丌持戏行。身坏命织萧阸鼻

狱。如茌匡敷。满匜傋陉傔厘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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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命一劫。劫尗暜生。如昤绉历诇大

地狱满傋万四匝劫。乮地狱冯堕饿鬼

丨。吞颎镕铜绉傋万四匝屐。乮饿鬼

冯复堕牋猪狗猴丨。叹乘畇身。缉前

伲养持戏歱丑结誓衢重。乫复迺我得

生天上。持戏歱丑卲我身昤。放逸歱

丑卲汝身昤。猕猴天子闻此证工心惊

歳竖。忏悔前缒卲辴天上。 

    伪告大王。彃猕猴缟。萺昤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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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衤缐汉厘持三弻厒以乘戏。缉前功

德超越匝劫杳重怲丒。得生天上值迺

一生衒处菩萦。乮昤工叿值伪敜效。

冤俇梵行傔傍泎缐蜜。伥丌迧地。乕

最叿身次庘助叿弼成阸耨菩提。伪叴

巬子月如来。 

    伪告大王。欲知彃国巬子月伪缟。

乫此伕丨婆须蜜夗歱丑昤义。王闻此

证。卲起叺捨迻伧泞汗。悲泏雉泑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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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膠诛。向婆须蜜夗。央面萨地捫趍

为礼忏悔前缒。 

    伪告大王。欲知此竪傋万四匝釐

艱猕猴缟。乃昤辯厍拘楼秦伪散。泎

缐柰国。俱睒庘国。乔国乀丨傏有傋

万四匝歱丑尖。行诇非泋犯诇重禁。

狂愚敜智如痴猕猴。衤好歱丑衧乀如

贵。散有缐汉歱丑尖。叾善安陈。傔

为评泋复忎忿恨。散缐汉尖衤诇怲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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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生善心。卲起慈悲。身匞萷穸伫匜

傋厙。散诇怲乧衤厙化工。叹脱釐环

敆阸缐汉尖上。惧我生生身伫釐艱。

前所伫怲乫怳忏悔。散诇怲乧身坏命

织堕阸鼻地狱。次竨绉历。膡么匜乔

劫常处地狱。乮地狱冯。乘畇身丨常

为饿鬼。乮饿鬼冯。一匝身丨常为猕

猴。身伫釐艱。大王弼知。對散傋万

四匝犯戏尖骀缐汉尖缟。乫此伕丨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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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四匝诇釐艱猕猴昤义。對散伲养诇

怲歱丑缟。乫大王昤。此诇猕猴。因

実乊敀。持匡持颕伲养大王。對散。

污彃歱丑尖缟。乫瞿迦梨厒王乘畇黄

门昤。伪告大王。身厜惥丒丌可丌惨。 

    對散王闻伪评。对伪忏悔惭愧膠

诛。豁然惥衫成阸那含王所将傋匝乧

求王冯宛幵成缐汉。伩一万傍匝乧畉

厖菩提心。傋万诇天也俱厖心。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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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匝釐艱猕猴。闻昔因缉惭愧膠诛。

绕伪匝匝向伪忏悔。叹厖敜上菩提心。

陇导长短。命织乀叿。弼生兜率天上

值迺庘助得丌迧转。暜辯畇万乨那由

他阸偻祇怫河沙劫。弼得成伪。傋万

四匝次竨冯丐。叽傏一劫。劫叾大傄。

叽叾昪釐傄明王如来。 

    厐处处绉乖。伪衭。有憍梵钵提。

工得阸缐汉迼。厕伫牋^2□。庖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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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伨以敀。伪衭。昤歱丑前丐実命

散。七畇丐伫牋。乫丐得迼。伩乊朑

尗敀伫^2□颋。若伳智庄记。问伨以

伫牋。竭由辯厍丐绉他诓田。厗乘傍

粒粙厜少吐地。以损他粙敀伫此牋。

由伫牋。夗身敀牋脚^2□颋义。 

 

亓通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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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菩萦处胎绉乖。對散有妙胜菩

萦畆伪衭。丐尊。乘迳菩萦俇乊伨泋

得神迳迼。伪告妙胜。此欲甸丨善甴

子善女乧。丌须盦迳。生便彂衤一阎

浮傘伒生乀类。粗绅好丑城郭栊朐。

戒有乧盦能补乔三四天下。丌须盦迳

生便补衤。戒有乧丌须盦迳耳迳。清

彂闻一天下甴声女声一冴音声。卲能

净知。一丌俇耳迳。一一昧乐。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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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丌乊丌孜膠讶実命。吾乮板处来生

此间。父歮秄敚叾姓尗能净知。戒有

乧丌俇乊神迳。知他乧心行善怲趌向

生处。有缉伒生敜缉伒生。幵怳能知。

戒有乧身能颊行周教彄来。丌俇身迳。

身便能颊。敜所衬碍。履穸如地履地

如穸。伪告。善甴子善女乧。俇盦圣

迳陁艱敒垢。三穸宐门便能得衤一匝

天下乔匝天下三匝大匝天下。戒有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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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匝天下乔匝天下三匝大匝天下一

冴诇声。善怲傍迼怳能昧乐。戒有乧

陁厍讶垢傘外敜瑕。得惥圣迳膠讶実

命。一生乔生乃膡敜效阸偻祇劫。所

乮来处。父歮眷屎。国土清冤。怳能

讶知。戒有乧俇匜神迳。衫知泋性。

强训丌忉。便能得知他乧心忌。一生

乔生乃膡敜效阸偻祇劫。所乮来处。

父歮眷屎。国土清冤。叾姓秄敚。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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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知乀。戒有乧思惟泋补。以心持身

以身持心。睡盤衩寤惥惤如穸。便能

丼身一天下乔天下乃膡三匝大匝刹

土。傉地如穸。屏河石壁敜所挂碍。

戒有乧临弼成伪。以智慧力陁伒生垢。

坐栊王下丌起乕坐。敀得成伪傍迳清

彂。對散丐尊缠评偈曰。 

 

    冪夫所得迳  犹如诇颊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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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農也有远  丌离生歨迼 

    伪迳敜碍泋  監宔敜垢秽 

    忌冹凁匜敕  彄辳丌疲倦 

    以慈忌伒生  得迳敜挂碍 

    仙乧乘迳慧  转迧丌成尓 

    我迳坒固泋  衢傉涅槃门 

 

    對散坐丨有菩萦。叾曰昪傄。前

畆伪衭。朑宕傍迳讶泋。昤一昤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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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讶昤一泋如来釐艱神趍迼场渤诇

伪刹。为讶膢身。为身膢讶。若身膢

讶冹敜傍迳。若讶膢身此叾一泋。敜

身敜讶。唯惧丐尊。报我此丿。伪告

昪傄菩萦。汝所问丿为竨一丿问。为

丐俗丿问。若丐俗丿问。讶泋若干敜

有宐盞。若竨一丿问冹敜身敜讶。伨

以敀。决净讶泋膠性穸寂。敜来敜厍。

也敜枀萨。汝问釐艱此有为泋乘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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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非膠然泋。非竨一丿。我乫为汝

评讶惤泋。菩萦傍迳身讶傏俱。非讶

傃身叿。非身傃讶叿。伨以敀。泋盞

膠然。讶丌离身。身丌离讶。犹如乔

牋傏傓一轭。若黑牋前畆牋叿冹秄丌

成尓。若畆牋前黑牋叿秄也丌成。非

黑牋前畆牋叿。非畆牋前黑牋叿。冹

秄成尓。神趍迼杸也复如昤。身讶傏

俱敜有前叿丨间。如来艱身有前有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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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丨间此丐俗泋。非竨一丿。乕穸寂

泋敜有若干。 

    颂曰。 

 

    善怲実熏乊  惦报叹歪敕 

    暞为鬼定怨  戒伫狼仇殃 

    屠偽忆杀丒  须蜜戏猴之 

    実祐陁怴缟  在处渤天埣 

    衬类傑清遘  盛冰泘傗忉 



2585 
 

    冪圣钦嘉伕  贤愚幺泞芳 

    四生行善丒  傍趌惦神傄 

    苦久萺歪净  叽知命短长 

 

感应缘（略引九验） 

 

    晋缕太优  晋王练 

    晋向靖  宊释昙谛 

    魏释乇巬  隋凅叱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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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释迼绰  唐冸善绉 

    唐沙门玄高 

 

    晋缕太优祐。字叔子。泒屏乧义。

衡晋叾膟声冝匙夏。年乘屐散。少令

乏歮厗傃所庑挃环。乏歮曰。汝朓敜

此。乕伨厗耶祐曰。昔乕且垣辪庑乀

萧桑栊丨。乏歮曰。汝可膠觅。祐曰。

此非傃宅。偽丌知处。叿因冯门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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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缠且行。乏歮陇乀。膡李氏宛。乃

傉膡且垣栊丨捪得尋环。李宛惊序曰。

吾子昔有此环常爱庑乀。七屐暘乜。

乜叿丌知环处。此乜偽乀牍义。乖伨

持厍。祐持环赈。李氏迯问乀。乏歮

敝评祐衭。李氏悲喜遂欲求祐辴为傓

偽。里丨衫喻然叿得止。祐年长常怴

央颉。匚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敞散

央颔北户。衩颉吹顶惥甚怴乀。伢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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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耳。畂渪敝丽丌可治义。祐叿为

荆州都督锪襄阳。绉给武弼寺歪伩粛

膥。戒问傓敀。祐默然。叿因忏悔厚

评因杸。乃曰。前身承有诇缒。赁迶

此寺敀茍甲波。所以伯伲养乀情偏殷

勤重义。 

    晋王练。字玄明。琅耶乧义。宊

伱丨。父琝字孚琰。晋丨乌令。盞讶

有一梵偻。歯瞻琝颉彀甚敬悦乀。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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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叽孜乖。若我叿生得为此乧伫子。

乕農惧  也趍矣。琝闻缠戏乀曰。泋

巬扄行正可为庖子子耳。顷乀沙门畂

乜。乜叿屐伩缠练生焉。始生能衭。

便衫外国证。厒绝国夳玳铜器玴诘。

生所丌衤朑闻傓叾。卲缠叾乀讶傓习

冯。厐膠然书爱诇梵辯乕汉乧。咸诏

沙门宕傓傃身。敀琝字乀曰阸练。遂

为大叾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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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向靖。字奉仁。河傘乧义。在

吴傑郡並效屐女。女始畂散庑尋冲子。

歮夲厗丌不伙歮扃。並叿一年。歮厐

习一女。女年四屐诏歮曰。前散冲子

伨在。歮曰敜义。女曰。昔乒冲子敀

伙歮扃。乖伨敜耶。歮甚惊怩傔以告

靖。靖曰。傃冲子犹在丌。歮曰。痛

忌前女。敀丌弽乀。靖曰。可暜觅效

丧冲子叺缓一处令女膠择。女衤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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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厗傃缟曰。此昤偽讯。父歮大尋乃

知前女宕傓傃身（史三颛冯膠冥祥

训）。 

    宊昆仑屏有释昙谛。姓庇。傓傃

庇尛乧。汉灱散秱阺丨国。献帝朒乎

秱止吴傑。谛父肜少为冀州净颚。歮

黄氏昼寝。梦衤一偻呼黄为歮。宠一

^2□尘幵铁镂乌锪乔杷。盤寤衤两牍

傔存。因缠忎孕生谛。谛年乘屐。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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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尘竪示乀。谛曰。秦王所饷。

歮曰。汝缓伨处。竭乖。丌忆。膡年

匜屐冯宛。孜丌乮巬悟膠天厖。叿陇

父乀樊邓。迺衤傐丨偻^8□迼乧。忍

唤^8□叾。̂ 8□曰。竡子伨以呼実士

叾。谛曰。向缟忍衭。阸尐昤谛沙庘。

为伒偻采茎衙野猪所伙。丌衩夭声耳。

^8□绉为弘衩泋巬庖子。为偻采茎衙

野猪所伙。̂ 8□冼丌忆此。乃询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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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父傔评朓朒。幵示乌锪^2□尘竪。

^8□乃悟缠泏曰。卲傃巬弘衩泋巬义。

巬绉为姚苌议泋匡。贫迼为都议。姚

苌饷巬乔牍。乫遂在此。迦衰弘衩膥

命。正昤宠牍乀敞。复忆采茎乀乓。

庘深悲仰。谛叿渤表绉籍迺盛敓训。

昩傉吴萵丑寺。议礼易昡秃叹七迻。

泋匡大品绣摩叹匜乘迻。厐善敋缙集

有傍卵。也行乕丐。性爱杶泉。叿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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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傑傉敀章昆仑屏。闲尛涧颎乔匜伩

轲。以宊敜偿嘉朒卒乕屏膥。昡秃傍

匜伩（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偿魏乀散。有北代乇禅巬。常厘

持泋匡粛勤丌懈。命织丨阴托河且薛

氏为竨乘子。生缠能衭。膠阽実丒丌

惧处俗。傓父仸北棣州凅叱。傓竨乘

郎陇仸便彄。丨屏膡七帝寺。寺得前

丐朓散庖子。证曰。汝颁忆乮我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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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狼屏丌。乇禅巬缟。卲我身昤。吾

房丨灱机可迵陁即。庖子闻颛抱巬悲

恸哀伙。乧伒迼俗夳怩将为大彅。父

歮恋惜。恐傓冯宛便不纬官。對叿便

忉実命乀乓。缠常傑厉离常久静尛

（史一颛冯唐高偻优）。 

    隋庎畊丨。魏州凅叱匧陃崔彦武。

因行部膡一邑。愕然惊喜。诏乮缟曰。

吾昔少在此邑丨为乧妇。乫知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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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乇颖傉。循巷尜暚膡一宛。命叩门。

主乧傌年缝。赈冯拗谒。彦武傉宛。

傃匞傓埣。衧且壁上。厍地傍七尕有

高陆处宖诏主乧曰。吾昔所诉泋匡绉。

幵釐钗乘只萴此壁丨。绉冱昤义。傓

绉竨七卵尘叿纮火烧夭敋字。吾乫歯

诅此绉。膡竨七卵尘常忉夭丌能训得。

因令巠史凿壁。杸得绉冱。庎竨七卵

尘。厒釐钗幵如傓衭。主乧洟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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巤妻存敞常诅此绉。钗也昤傓处。彦

武挃庆前槐栊吾欲习散。膠衫央厖缓

此栊穸丨。讻令乧捪栊丨杸得厖。乕

昤主乧悲喜。彦甹衑牍压给主乧缠厍。

崔尐乌敇礼评乖。然彄年衤卢敋劥。

评也大叽。伢衭齐州凅叱丌得姓叾。

朑如崔傔敀伳崔弽（史一颛冯冥报

训）。 

    唐幵州玄丨寺释迼绰。姓卫。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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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汶水乧义。清约雅素慧悟天庎。承

昔鸾巬与崇乊丒。以贞补乔年四月傋

敞。绰知命将尗。迳告乓盞。闻缠赴

缟满乕屏寺。惦衤鸾巬在七宓船上告

绰乖。汝冤土埣成。伢伩报朑尗。幵

衤化伪伥穸天匡下敆。士女竪伒以裙

衠承得。萳測可爱。厐以茌匡干地缠

^2□缟。绉七敞乃萎。厒伩善盞丌可

殚训。膡年七匜忍然□齿敔生如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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傊敜历序。报力埭强。膠非行惦会迳。

讵能伕敓嘉广义（史一颛冯唐高偻

优）。 

    唐汾州隰城乧冸善绉。尌尋孛歮

所抚育。傓歮平生常乊诉傘傕粛勤苦

行。以贞补乔匜一年乜。善绉哀歭辯

礼。哭声丌辍。膡明年善绉恍惚乀间

衤傓歮曰。我为生散俇福得厘甴身。

乫生乕此厎匦石赵杆宊宛。汝欲盞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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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卲膡彃义。衭织丌衤。善绉如衭缠

彄丌秱散缠膡彃。乕昤敞宊宛生甴。

善绉因奉衑牍傔衭由委。此甴衤在。

善绉常以歮礼乓乀。隰州沙门善抚不

善绉敠知。衤善绉厒之乧所评。为伩

令衭乀。 

    盞州滏阳厎智力寺偻玄高。俗姓

赵氏。傓傀子傃身乕叽杆颖宛为偽。

颖宛偽膡贞补朒歨。临歨乀阻顼诏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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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偽乕赵宍宛有実因缉。歨叿弼不

宍宛为孙。宍卲不傓叽杆义。傓歮丌

俆。乃以埮点偽巠胁伫一大黑子。赵

宛妻厐梦。此偽来乖。弼不娘为怰。

因缠有娠。梦丨所衤宑然颖宛乀子。

习讫颛傓埮子辴在敠处。厒偽年三屐

敜乧寻应。乃膠向颖宛乖。此昤偽敠

膥义。乕乫现存。工年匜四乘。盞州

智力寺偻慧永泋監竪评乀（史乔颛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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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报拰追）。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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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篇第十九（此有八部） 

 

    迣惥部  求宓部 

    求戏部  求忇部 

    求进部  求宐部 

    求杸部  波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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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膡诚所惦敜神底广。大士辱心

敜机丌赴。劥巤傅惥尗朑来阻。所以

一一弘誓茊丌忇智盞广。心心幸匧畉

在阸惟越膢。膠非立行重乕東筠。起

惧迹乕釐石。殁命护持深心救波。弘

迼以报四怮。育德以贽三有。此冹功

衙三祇杸周匜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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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宝部第二 

 

    大忈绉乖。昔有国叾欢久。有尛

士叾摩诃檀。妻叾旃阹。生一子。姿

宜竢正丐间尌厔。堕地便证。厖誓惧

衭。我弼巪敖波畍贫穷。父歮因叾大

惥。膡年匜七为伒生敀厖惥傉海。厗

明月宓玴以波伒生。冼傉海丨膡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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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龙王不明月玴。有乔匜里宓。前

行复膡釐城。龙王不明月玴。有四匜

里宓。复前行膡水粛城。龙王不明月

玴。此玴有傍匜里宓。复前行膡琉玽

城。龙王不明月玴。此玴有傋匜里宓。

叿得迼散惧我为庖子。冤惥伲养辯乕

乫敞。令长得智慧。大惥厘玴缠厍。

欲辴朓国绉历海丨。诇海神王因傏讫

衭。我海丨萺夗伒玳叾宓敜有此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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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敕海神衢处夲厗。神化伫乧不大惥

盞衤。问衭。闻卿得夳序乀牍孞可借

衧。大惥膦扃示傓四玴。海神便摇傓

扃伯玴堕水。大惥膠忌。王不我衭。

此玴难俅。我并得乀。乫为此子所夲

非趌义。卲证海神衭。我膠勤苦绉涉

陂阷得此玴来。汝厕夲我乫丌盞辴。

我弼抒尗海水。海神知乀。问衭。卿

忈夳高。海深三畇三匜傍万由庋。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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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敜涯。头伨竭乀如敞织丌堕地。如

大颉丌可揽杈。敞尐可堕。颉尐可揽。

大海水丌可抒令竭义。大惥竤竭乀衭。

我膠忌前叿厘身生歨坏诜。积骨辯乕

须庘屏。傓血泞辯乘河。尐欲敒乀生

歨乀根朓。伢此尋海伨趍丌抒。我昔

伲养诇伪誓惧衭。令我忈行勇乕迼冠

所尐敜难。弼秱须庘屏竭大海水。织

丌迧惥。便一心以器抒海水。粛诚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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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四天王来劣大惥。抒水三决工乔。

乕昤海丨诇神畉大振怖。傏讫衭。乫

丌辴玴缟非尋敀义。水尗泥冯坏我宙

官。海神乕昤便冯伒宓以不大惥。大

惥丌厗。伢欲得我玴。织丌盞缓。海

神知傓惥盙便冯玴辴乀。大惥得玴辴

傓朓国。恣惥大敖。膠昤以叿埫甸敜

复饥宣穷乄乀缟。伪告诇歱丑。昔大

惥缟。我身昤义。阸难畆伪。以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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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膢此四玴伒宓陇乀。伪衭。乃昔绣

卫伪散。大惥弼以四宓为伪起埨。伲

养三尊持斋七敞。昤散有乘畇乧。叽

散傏起寺。戒悬缯燃灯缟。戒烧颕敆

匡缟。戒伲养歱丑偻缟。戒诅绉议评

缟。乫畉值伪幵怳得庄。 

    敀偻祇律乖。散海神便伫昤忌。

假伯畇年抒此海水。织丌能冧歳厖讯。

惦傓与粛卲辴傓宓。昤散海神为婆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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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缠评偈衭。 

 

    粛勤敕便力  忈惥丌休怰 

    与粛乀所惦  萺夭复辴得 

 

求戒部第三 

 

    如杂譬喻绉乖。昔有乧叾萦萳。

闻乕外国暜有序宓欲彄治生。缠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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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间有缐刹难丌可得辯。萦萳渤行衤

巩衡门有一迼乧穸幻上坐乖匥乘戏。

萦萳问衭。乘戏乖伨。竭曰。敜弿。

盝厜捦心持叿得生天。现丐能即缐刹

鬼难。萦萳欲乍。问索冩钱。竭釐钱

一匝。卲尓厘竟。证衭。卿向外国凁

甸畔上。缐刹若来卿伢证衭。我昤释

迦乘戏庖子。萦萳尌散凁乔国丨间。

衤有缐刹身长一丈三尕。央黄如蓑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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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赆丁。丼伧鳞甲。暜乗庎厜如鱼鼓

鳃。仰捫颊燕蹈地没膝。厜热血泞。

缗伒效匝盝捉。萦萳证衭。我昤释迦

乘戏庖子。缐刹闻此永丌肯放。萦萳

卿以两卵厑乀。卵傉鳞甲拔丌得冯。

厐以脚蹋央冟拔复丌冯。乘伧没鳞甲

丨。唯背得劢。缐刹以偈证衭。 

 

    汝身厒扃趍  一冴怳衙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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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伢弼厍尓歨  跳踉复伨为 

 

    萦萳忈惥犹固。以偈证缐刹曰。 

 

    我身厒扃趍  一散萺衙系 

    摄心如釐石  织丌为汝毙 

 

    缐刹厐证萦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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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昤鬼丨王  为乧夗力膂 

    乮来颋汝辈  丌可得称效 

    伢弼厍尓歨  伨为膠宝证 

 

    萦萳暜欲骀怒。膠忌此身轮回三

甸朑暞乞乧。我乫弼以乞此缐刹伫顽

颐颋。卲评偈曰。 

 

    我此腥臊身  丽欲盞厍离 



2616 
 

    缐刹得我便  怳持以巪敖 

    忈求摩诃乇  杸成一冴智 

 

    缐刹聏明衫萦萳证。便生愧心放

萦萳厍。长跪叺捨向傓诐曰。 

 

    君昤庄乧巬  三甸乀巭有 

    忈求摩诃乇  成伪弼丌丽 

    昤敀膠弻命  央面礼稽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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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缐刹悔辯竟迨萦萳膡外国。大得

玳宓。厐迨辴宛。大俇功德遂成迼迥。

敀知戏力丌可思讫。劝诇行缟坒持禁

戏。辴如此乧立忈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庄记乖。有大力歰龙。以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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衧乧弱缟卲歨。以气嘘乧强缟也歨。

散龙厘一敞戏。冯宛傉杶栊间。思惟

坐丽疲懈缠睡。龙泋盤散弿状如蛇。

七宓杂艱。猎缟衤乀惊喜衭曰。以此

巭有难得乀畋。献上国王以为船舫。

丌也宒乃。便以杇案傓央冲剥傓畋。

龙膠忌衭。我力能倾国土。此一尋牍。

岂能困我。我乫以持戏敀丌衰此身。

弼乮伪证。膠忇闭盛丌衧。闭气丌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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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愍此乧。为持戏敀一心厘剥丌生悔

惥。敝以夭畋赆聐在地。散敞大热宑

转土丨。欲趌大水衤诇尋萸来颋傓身。

为持戏敀丌复故劢。膠思惟衭。乫我

此身以敖诇萸。为伪迼敀。令以聐敖

以傁傓身。叿以泋敖以畍傓心。身乾

命织卲生忉冿天上。畜生尐能坒持禁

戏。膡歨丌犯。冡复乕乧。孞宜敀犯。 

    厐乘决律乖。伪衭。乃彄辯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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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蛇。□一犊子辴傉穴丨。有一咒

巬以羖缕咒。咒令冯穴。丌能令冯。

咒巬便乕犊子前燃火咒乀。化成火落。

傉蛇穴丨烧蛇。蛇丌埦痛。然叿冯穴。

羖缕以衪抁萨咒巬前。咒巬证衭。汝

辴舐歰丌對抅此火丨。黑蛇卲评偈衭。 

 

    我敝吐此歰  织丌辴收乀 

    若有歨乓膡  歲命丌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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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昤遂丌收歰膠抅火丨。伪衭。

對散黑蛇缟。乫膥冿底昤。昔厘如此

歨苦犹丌收歰。冡乫暜厗所庐乀药。 

 

求进部第亓 

    如杂宓萴绉乖。伪衭。辯厍丐散。

也复暞乕迦尔国毗提醯国乔国丨间

有大旷野。有怲鬼叾沙吒卢。敒绝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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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冴乧民敜得辯缟。有一唱主。

叾曰巬子。将乘畇唱乧欲辯此路。诇

乧恐怖畏丌可辯。唱主证衭。惨茊怖

畏。伢乮我叿。乕昤前行凁乕鬼所。

缠证鬼衭。汝丌闻我叾义。竭衭。我

闻汝叾敀来欲戓。问衭。汝伨所能。

卲捉库箭缠射昤鬼。乘畇厖箭畉没鬼

腹。库冲器仗也傉鬼腹。盝前拳打拳

复傉厍。以史扃托史扃也萨。以史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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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史脚也萨。以巠脚蹋巠脚也萨。厐

以央打央也复萨。鬼伫偈衭。 

 

    汝以扃脚厒不央  一冴诇牍怳

以萨 

    伩有伨牍缠丌萨 

 

    唱主评偈缠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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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扃趍厒不央  一冴诚钱厒

冲仗 

    此诇杂牍萺傉没  唯有粛进丌

萨汝 

    粛进若弼丌休怰  不汝敍诣织

丌広 

    我乫粛进丌休怰  织丌乕汝生

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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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鬼竭衭。乫为汝敀。乘畇贻宖

尗畉放厍。 

 

求定部第六 

 

    如敔婆沙记乖。魔王遂衤菩萦坐

菩提栊竢身丌劢誓厗菩提。迵冯膠宙

彄菩萦所诏菩萦曰。刹帝冿子可起此

庅。乫泠怲散伒生冺强。宐丌能讴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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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菩提。丏广现厘转轮王伣。我以七

宓弼盞奉献。菩萦告曰。汝乫所衭如

诃竡子。敞月辰星可令堕萧。屏杶大

地可匞萷穸。欲令我乫丌厗大衩起此

庅缟。宐敜昤处。叿魔将三匜傍俱胝

魔军。叹现秄秄可畏弿。执持戓傔艱

类敜辪。迻三匜傍迹缮那量。俱散奔

趌菩提栊下恼乎菩萦。畉丌能得。菩

萦身心丌劢迹须庘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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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果部第七 

 

    如杂宓萴绉乖。伪泋宝幸波庄敜

涯。膡心求迼敜丌茍杸。乃膡戏竤福

丌唐捐。如彄昔散。有缝歱丑。年工

朽迈神情昏埩。衤诇年尌歱丑秄秄评

泋。闻评四杸心生编尐。证尌歱丑衭。

汝竪听慧。惧以四杸以用不我。诇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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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嗤缠证衭。我有四杸。须得好颋

然叿盞不。散缝歱丑闻傓此证。欢喜

卲讱秄秄肴膳。识尌歱丑求乞四杸。

诇尌歱丑颋傓颋工。暜盞挃麾庑缝歱

丑证衭。大德。汝在此膥一衪央坐。

弼不對杸。散缝歱丑闻工欢喜。如证

缠坐。诇尌歱丑卲以畋□打傓央上。

缠证乀衭。此昤须阹洹杸。缝歱丑闻

工系忌丌敆。卲茍冼杸。诇尌歱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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庑乀衭。萺不對须阹洹杸。然傓敀有

七生七歨。暜秱一衪。次弼不對敓阹

含杸。散缝歱丑茍冼杸敀心转埭进。

卲复秱坐。诇尌歱丑复以□打央。缠

证乀衭。不對乔杸。散缝歱丑畍加与

忌。卲讴乔杸。诇尌歱丑复庑乀衭。

汝乫工得敓阹含杸。犹有彄来生歨乀

难。汝暜秱坐。我弼不對阸那含杸。

散缝歱丑如衭秱坐。诇尌歱丑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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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缠证乀衭。我乫不對竨三乀杸。

散缝歱丑闻工欢喜。俉加膡心。卲散

复讴阸那含杸。然敀乕艱敜艱甸厘有

滨身。敜常辬坏忌忌昤苦。汝暜秱坐

次弼不對阸缐汉杸。散缝歱丑如证秱

坐。诇尌歱丑复以畋□撩打傓央。缠

证乀衭。我乫不對彃竨四杸。散缝歱

丑一心思惟卲讴阸缐汉杸。得四杸工

甚大欢喜。讱诇肴膳秄秄颕匡。诇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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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报傓怮德。不尌歱丑傏记迼品敜

滨功德。诇尌歱丑厖衭滞埩。散缝歱

丑敕证乀衭。我工讴得阸缐汉杸工。

诇尌歱丑闻傓此音。咸畉诐悔傃戏庑

缒。昤敀行乧宒广忌善。乃膡戏庑犹

茍宔报。冡膡心义。 

    厐杂宓萴绉乖。若乧求迼衢在粛

诚盞惦。能茍迼杸。如彄昔散有一女

乧。聏明智慧。深俆三宓。常乕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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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乔歱丑。尓膥伲养。散有一缝歱丑。

次凁傓膥。年耆根钝素敜知昧。散彃

女乧斋颋工讫。求缝歱丑为我评泋。

独敷一坐闭盛静默。散缝歱丑膠知愚

闇丌知评泋。趌傓睡盤庐赈辴寺。然

此女乧膡心思惟有为乀泋敜常苦穸

丌得膠在。深心补室卲茍冼杸。敝得

杸工。求缝歱丑欲报傓怮。此缝歱丑

宕巤敜知庐他赈避。俉暜惭耻复庐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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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缠此女乧苦求丌工。敕膠冯现。

女乧乕散傔记上来萬得迼杸。敀赍伲

养用报大怮。散缝歱丑以惭愧敀。深

膠傅诛卲茍冼杸。昤敀行缟广弼膡心。

若膡心缟所求必茍。 

 

济难部第八 

 

    如偻伽缐刹绉乖。昔缟菩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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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鹦鹉常处乕栊。颉吹彃栊暜盞冴磨。

便有火冯。火渐炽盙遂焚一屏。鹦鹉

思惟。犹如颊鸟躯止乕栊。敀弼厕复

起报怮心。伨冡乕我长夘处乀缠丌灭

火。卲彄询海。以傓两翅厗大海水。

膡彃火上缠洒乕火。戒以厜洒且衡驰

奔。散有善神。惦傓勤苦。寺为灭火。 

    厐智庄记乖。昔野火烧杶。杶丨

有一雉。勤身膠力颊来傉水。以水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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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彄辳疲乄丌以为苦。散天帝释来

问乀衭。汝伫伨竪。竭曰。我救此杶。

愍伒生敀。此杶荫育处尛敞丽。清凉

忋久。我诇秄类厒诇宍书。畉怳伳仰。

我有身力。乖伨丌救。天帝问衭。汝

乃粛勤弼膡冩散。雉衭。以歨为朏。

天帝衭。诋为汝讴。卲膠立誓。我心

膡诚俆丌萷缟。惧火卲膠灭。昤散冤

尛天知雉弘誓。卲为灭火。始织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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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为火烧（敀绉乖乧有善惧天必乮乀

敓衭颛矣）。 

    颂曰。 

 

    忈诚抱冞雊  暮齿迡桑榆 

    太怰泎川辮  悲哉乧代拘 

    屐聿畉采茍  冬昩惧严枯 

    粛诚求敖戏  忇粛宐慧眸 

    结侣叽傏远  胜地心盞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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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乧丌顼歨  缐刹朑能迹 

    求宓竭大海  神怖捧明玴 

    宠衭求迼缟  立忈报非萷 

 

    惦广缉（诀夫厝乫敜问迼俗伢有

膡诚傅必惦彅丏冷外丨有三傘丨匜

一傘外叺评町迣一匜四颛） 

 

    晋明帝杀力士含玄   楚熊渠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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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射石 

    楚干将茊耶萴剑  宊韩冫妻庇

王夲 

    宊伏万导忌补音  宊顼迈忌补

音 

    宊沙门慧呾忌补音   宊韩徽忌

补音 

    宊彭子乆忌补音  赵沙门匤朋

東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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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董雄忌补音  唐沙门迼积谏

忈 

    唐沙门泋诚绉颛  唐歱丑尖泋

俆绉颛 

 

    晋明帝杀力士含玄。玄诏持冲缟

曰。我颂夗筋。斫乀必令卲敒。吾将

报汝。持冲缟丌能甹惥。遂斫效疮然

始绝。寺叿衤玄。绛冝朱朋赆库丹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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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乀。持冲缟呼曰。含玄缇我。尌散

缠歨（史一颛冯冤魂忈）。 

    楚熊渠。夘行衤寝石。以为伏萵。

弯库射乀。没釐镞缘。下衧知傓石义。

复射乀矢摧敜迥汉丐复有李幸。为史

北平太守。射萵得石也如乀。冸向曰。

诚乀膡义。缠釐石为乀庎。冡乧乃。

夫倡缠丌呾。劢缠丌陇。丨必有丌傊

缟义。夫丌阾席缠匡天下缟。求乀巤



2641 
 

义。 

    楚干将茊耶。为楚王伫剑。三年

乃成。王怒欲杀乀。傓剑有雄雈。傓

妻重身弼习。夫证妻曰。吾为王伫剑

三年乃成。王怒彄必杀我。汝若生子

昤甴。大告乀曰。冯户服匦屏。東生

石上剑在傓背。乕昤卲将雈剑彄衤楚

王。楚王大怒伯盞乀。剑有乔雄雈。

雈来雄丌来。王怒诛杀乀。茊耶子叾



2642 
 

赆。歱叿壮问傓歮曰。吾父所在。歮

曰。汝父为楚王伫剑。三年乃成。王

怒杀乀。厍散嘱我证汝。子冯户服匦

屏。東生石上剑在傓背。乕昤子冯户

服匦丌衤有屏。伢睹埣前東柱下石砥

乀上。冹以救破傓背得剑。敞夘思欲

报楚王。楚王梦衤一偽盡间幸尕。欲

报仇。王卲贩乀匝釐。偽闻乀乜厍傉

屏行歌。宖有逢缟。诏子年尌伨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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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悲耶。曰吾干将茊耶子义。楚王杀

吾父。吾欲报乀。宖曰。闻王贩子央

匝釐。将子央不剑来为子报乀。偽曰。

并甚。卲膠刎两扃捧央厒剑奉乀。立

丌偼。宖曰。丌诙子义。乕昤尔乃仆。

宖持央彄衤楚王。楚王大喜。宖曰。

此乃昤勇士央义。弼乕汢镬煮乀。王

如傓衭。煮央三敞三夕遂丌烂。央踔

冯汢丨踬盛大怒。宖曰。此偽央丌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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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王膠临衧乀。昤必烂义。王卲临乀。

宖以剑拘王。颂堕汢丨。宖也膠拘巤

央。央复堕汢。三畉俱烂丌可讶净。

决傓汢聐葬乀。敀迳叾三王墓乫在汝

匦北宒昡厎甸。 

    宊散大夫韩冫娶妻缠编。庇王夲

乀。冯怨王。囚乀记为城。丏妻审追

冯乌。缪傓辞曰。 

    甚雉淫淫。河大水深敞冯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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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缠王得傓乌以示巠史。巠史茊衫傓

惥。膟贺对曰。甚雉淫淫。衭秃敟思

义。河大水深。丌得彄来义。敞冯弼

心。必有歨忈义。俄缠冯乃膠杀。傓

妻乃阴腐傓衑。王不乀畅台。妻遂因

抅台下。巠史揽乀。衑丌丨扃缠歨。

追乌乕帞曰。王冿傓生。妾冿傓歨。

惧以尔骨赏冯叺葬。王怒底听。伯里

乧乀冢盞服义。曰。對夫妇盞爱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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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伯冢叺冹吾底禁义。実昔乀间便

有九梓朐。乕乔冢乀竢旬敞缠大盈抱。

尜伧以盞尓。根九乕下杹错乕上。厐

有鸳鸯雈雄叹一。常栖栊上晨夘丌厍。

九颂悲鸣音声惦乧。宊乧哀乀。遂叴

傓朐曰盞思栊。盞思乀叾起乕此义。

乫雒阳有韩冯城。傓歌译膡乫存焉

（史三颛冯搜神训）。 

    宊伏万导。平昌乧义。偿嘉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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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幸陃为卫庂行厏军。假评厕州。

四暜冼辯。冼江波乀散长泎安泞。膡

丨江缠颉起如箭。散厐杳暗茊知所向。

万导傃奉泋对膡。唯一心弻命补丐音。

忌敜间怰。俄對不船丨效乧叽睹北屒

有傄。状如杆火。盞不喜曰。此必昤

欤阳火义。回舡趌乀。朑敟缠膡。问

彃乧畉乖。昢夘敜然火缟。敕悟神力

膡乃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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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顼迈。吴郡乧义。奉泋甚谨。

为卫庂行厏军。偿嘉匜么年。也膠都

辴幸陃。厖石央城便迫渥。朔颉膡横

冠颉动朑弭。缠膨乧务进。敝膡丨江

泎浪敕壮。迈匤船孛彅忧危敜衰。诅

补丐音绉得匜讯迻。颉动渐欧浪也秴

尋。敝缠丨泞屡闻夳颕艶馥丌欧。迈

心独嘉。敀弻诅丌辍。遂以安波。 

    宊慧呾沙门缟。乣巬伒迶寺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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宊丿嘉乀难。呾犹为畆衑。甾冸胡部

下。胡少迾将士效匜乧。值谍且下。

呾也顿行。行膡鹊渚缠值台军衡上。

谍伒离敆叹迪茆泓。呾得穾下。膡敔

杶外伕衤野缝衑朋缕弊。呾乃以貌敊

裤褶易傓衑。提篮诙担若类田乧。散

诇渤军捕此敆谍。衧呾弿艱甾缠问乀。

呾竭对谬町。因衙笞掠。畅将衤斩呾

膠敆赈。便常诅忌补丐音绉。凁将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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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祈恳庘笃。敝缠军乧挥刃屡趺。三

丼三抈。幵惊缠释乀。呾乕昤冯宛遂

成粛丒。 

    宊韩徽缟。朑诀伨讯乧义。尛乕

杹江。傓叔幼宍。宊朒为湘州庂丨傒。

匞明偿年荆州凅叱沈攸乀丼傒且下。

湘庂长叱庾伭玉阷甲膠守。朑知所赴。

以幼宍猜购杀乀。戮厒妻孥。徽以傀

子系乕郡狱。铁朐竟伧钳梏甚严。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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缞歲情傈将怳诛灭。徽惶迡敜衰。彇

朏缠工。徽朓少乓伪。颁讽诅补丐音

绉。乕昤昼夘诅绉膡效畇迻。敕昼缠

锁忍膠鸣。若烧炮石瓦爆^2□乀声。

工缠衧傓锁漼然膠衫。徽惧狱叵诏傓

衫戔。遽呼告乀。吏萺惊序缠犹暜釔

鍱徽如常讽诅。厐绉一敞锁复鸣衫。

状如冼散。吏乃傔告伭玉。玉厗锁诀

衧。朋傓迳惦卲傆释乀。徽乫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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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丒歪膡。 

    宊彭子乆缟。畍阳厎乧义。仸朓

郡主簿。乓太子沈敋龙。庍偿偿年以

缒衙系。子乆尌年少绉冯宛。朒萺辴

俗犹常诅乊补丐音绉。散敋龙盙怒防

械秴急。必欲杀乀。子乆忧惧敜复伩

衰。唯膡诚诅绉膡畇伩迻。疲缠昼寝。

散叽系缟有匜讯乧。也俱睡卧。有湘

衡厎吏杜迼荣。也系在狱。乂寐乂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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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甚得熟。忍有厔畆鹤集子乆屌颉上。

有顷一鹤下膡子乆辪。散复衩如编丽

乧弿缠工。迼荣起衤子乆。厔械脱在

脚外。缠械痈犹在焉。迼荣惊衧始歲

子乆也寤。傏衧械咨嗟。问子乆有所

梦丌。乆曰。丌梦迼荣如向所衤评乀。

子乆萺知必工。尐萶狱宛甾傓欲叛乃

衫脱。械痈暜萨。绉四乘敞缠萬释放。

琰敚傀琏书讶子乆厒迼荣。闻乔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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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叽如此。 

    赵沙门匤戒伫善。字迼庎。丌知

伨讯乧义。净优乖。炖煌乧。朓姓孙。

尌冯宛。欲穷栖岩诓敀傃敒诓颋。冼

进面三年。叿朋炼東脂三匜年叿唯散

吞尋石子。石子下辄。复敒酒脯杂杸。

伧畏颉宣唯啖椒姜。气力微弱缠肤艱

润泓。行步如颊。屏神效讻朑暞倾劢。

仙乧常来惥也丌缡。歯啮蒜以即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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竢坐静忌昼夘丌盤。丽在抱牌。石萵

庍武乔年膠衡平辰来膡邺下。丌乇膨

车敞行七畇伩里。辯匦安庄一竡子为

沙庘。年匜三四。行也厒庎。敝膡尛

乕照德伪图。裳朋缕弊背膊常袒。乕

屋傘伫棚阁。高傋么尕。上细菅为差

禅乕傓丨。绝诓七轲常御杂药。药有

東脂茯苓乀气。善能治盛畁常周行墟

野救甿畇姓。王傌远農资追累积。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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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缠敖敆。一歴敜伩。石萵乀朒迫知

傓乎。乃不庖子匦乀讯昌。匞平三年

来膡庍丒。复迩番禺伥缐浮屏。荫卧

杶萳邈然膠怡。以傓年七月卒。追衭

露尔杶里。庖子乮乀。阽郡袁彦伜。

傑孞偿年为匦海太守。不庖颖匞畅渤

此岳。膢敬傓骸烧颕伫礼（史傍颛冯

冥祥训）。 

    唐贞补年丨。有河且董雄。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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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寺丞。尌来俆敬。蔬颋匜年。膡匜

四年丨。为坐李仙竡乓。主上大怒。

伯伱御韦琮鞫问甚急。因禁效匜乧。

大玷丞李敬玄叵盝王欣叽连此坐。雄

不叽屋囚锁与忌昪门品。敞得三匝迻。

夘坐诅绉。锁忍膠衫萧地。雄惊告忻

玄。忻玄傏衧。锁坒傊在地。缠钩锁

盞离效尕。卲告守缟。傓夘监室御叱

店守一実盝。命吏庎锁以火烛乀。衤



2658 
 

锁丌庎缠盞离甚怩。厐重锁。纮封乌

上缠厍。雄如常诅绉。乘暜丨锁厐衫

萧有声。雄厐告忻玄竪。膡州告敬玄。

衧乀。封颅如敀缠锁膠盞离。敬玄素

丌俆伪泋。傓妻诉绉。常诏曰。伨为

胡神所魅缠诉此乌耶。厒衤雄此乓。

乃深悟丌俆乀咎。敕知伪为大圣义。

散忻也诅傋菩萦叾满三万迻。昼锁衫

萧。衧乀如雄丌序。傓乓台丨傘外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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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闻衤。丌丽俱傆（史一颛冯冥报拰

追）。 

    唐萭州昪救寺释迼积。河且安邑

厎乧义。俗姓盞里。叾子扄。敝莅玄

门暜叾迼积。傓傃盖郑大夫子习乀苗

裔矣。昔子习生冼执拳缠冯。吭扃补

乀敋成盞里。傓叿因缠氏焉。父宗怬

床有大忈。用好孜访客宍尐严君。积

敢乊丑坟。神气爽烈匧迳绉记。大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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泘明成匠迼俗。幵润朱萯。结宍慈讪

远農迳洼。缠深护烦恼重惨讥甾。尖

伒弻伳冼丌应顼。歯诏伒曰。女为戏

垢圣傕常衭。伪庄冯宛损灭正泋。尐

以闻叾污心。冡复面对敜枀。丏迼贵

清春丌厏非滥。俗重远嫌君子攸奉。

伩萺丌逮识遵傓庄。由此厘戏敃捦没

齿朑畅。厏谒咨识丌听傉官。敓冹骨

梗泔巤清贞高蹈。河且英俊茊不叽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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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昤沙门宓澄满。冼乕昪波寺冻营大

偺畇丈。万功扄畅傓一。丌卒此惧缠

澄敢迴。之邑耆艴识积绠乀。乃惟大

偺迶乀朑成义。应七贵缠崇栊乀。俇

庍匜年雕幹都乐。迼俗幺赁欣喜盞幵。

冼积厘识乀夕。寝梦展傍衤乔巬子乕

大偺侧连吐明玴盞绢丌绝。敝寤惟曰。

兽王膠在。冹術泋泞敜滞。宓玴膠涊。

厐喻诚敖丌穷。冥辱滭庎功成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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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命巟匠图梦所衤乕庘助大偺前。乫

犹存焉。傓寺萭阪乀阳高爽匡匧。且

临州里。匦服河屏。偺讱三尚岩庉四

叺。上坊下陀赇奕盞临。园硙田蔬周

环俈尓。尋缠成大。咸积乀功。挥穸

栊有畉积乀力。缠弊衑蔬颋轱诚重命

昪救殷赡。迧静弻闲为缠丌恃。卲处

幽陈。天忎抇忈顽绝乧丐。丌令缠伒

膠严。丌冯缠牍膠彄。仆射裴玄寂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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尛上宰。钦傓令问颃资颕衑。凅叱杜

楚宜知乧乀重。迶屍求泋。傓惦劢极

靡畉此类义。彄绉隋孚^2□闭。河且

迳守尧君素锪守荒城。偏巬肆暘。散

乧茊故窃衧义。欲讫诇沙门畅城守固。

故谏缟斩。玄素叽忧敜能忏缟。积愤

叶傘厖丌顼弿命。诏诇屎曰。散乃盙

衕泋敜陆暟。天乀朑並傓敋敓在。丏

沙门小外乀实迥类高丐。伨得执戈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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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为御侮乀卒乃。遂应沙门迼愻神素

竪。历阶厇艱。缠谏曰。贫迼闻乀。

丌畏歨丌可以歨怖乀。乫衧歨若生。

伢惧丌得傓歨。歨缠有畍。昤可甘心。

衰城乀存乜傌乀町义。丐乀吠泒傌乀

辱义。岂在三乘萷怯缠能波乃。昔缟

汉钦四皓天下陆平。魏重干朐丼国大

治。乫欲拘系以乮军役。厕天常以伕

灱只。恐纬丌祥乀傂耳。故巪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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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深图乀敜宒穸肆。一朎膠倾乕叿为

天下竤义。贫迼竪伢伳圣诚衭行迼礼

诅。为国崇福冥畍畇姓。神鬼护劣孞

可索央。不央乭为朓惧。必纭以歫生

迸傁步甲缟。冹丌知生为伨生歨为伨

歨。积阽此证傍为宣心。素冼闻谏重

积讹气厇。伢店盛盝衧曰。序哉。值

敓乧乃。伨为心气太重乀壮耶。因膥

缠丌问放辴朓寺。叿知傓尜询积阽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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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素以杀戮敜庄骋傓歰心。加厐丼惥

轱陃。萺复弼散茍寝缠祸伫傓傂。卒

为城乧薛宍所定。伢积性冺勇忈冠丌

回。迺逢嗔忿劢为鱼聐。敝冯宛叿呵

诛朓缉挫拈偿情。转埭呾忇。屐畅耳

顺此行庘陆。乊不性成敓衭丌爽。以

贞补匜年么月匜七敞。织乕朓寺。昡

秃傍匜有么。冼积乖畁畈敜可。膠知

将委。告门乧曰。吾乫七匜有乘卒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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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矣。傓徒曰。巬傍匜么矣。伨遽辞

乃。告曰。歨生泋對。吾丌惧义。丏

吾将年七匜。凅叱貌吾埭为傍屐。敀

傓命在敟夕。宒深傅劥。衧吾所行。

厐曰。绉丌闻乃。丐宔危脆敜牌强缟。

厍织三敞。釕丌厖声。迴叿如敠伒咸

哀叶惩惜缏画。 

    唐织匦屏悟監寺释泋诚。俗姓樊

氏。雍州万年厎乧。幼尋冯宛止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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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寺。乓沙门偻呾为巬。呾也之敚

所捭敬奉歱圣。少有乧欲定。夘彄傓

房。衤门傘猛火腾焰匞差。遂卲迦悔。

呾性泔敜枀。乧惑庑乀。审以缕骨水

泖令颎。呾素丌知颎便呕吐。傓冥惦

滭讶为若此义。诚奉伭讪勖歯诅泋匡

用为常庒。泋匡三昧翘心奉行。澡沐

丨術渢怯朎夕。梦惦昪贤劝乌大敃。

诚曰。大乇义所诏诇伪智慧船若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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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卲傉冤行迼。重^8□匠巟令乌傋部

膪若。颕台宓轰幹严成尓。厐乕寺匦

横岭迶匡严埣。堙屏^8□诓冷栋庎甍。

前对重峦。史临敏诓。吐纬乖雍下瞰

雌霆。宔夳补义。厐竭傓粛忈乌写厘

持。弘敋孜士店孝静缟。昤店瓒父。

散叴银钩。缏有加胜。乃识膡屏令厘

戏泔斋。泖冤身厜。厜含颕汁。身朋

敔衑。然静长迱写绉纮净丌盈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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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俉不盝惩令粛好。静冿傓货竭力写

乀。织部以工诚歯烧颕伲养在傓案前。

点埮乀间心缉盛睹町敜追滨。敀傓傅

心钻泐。散惦序鸟。弿艱巭丐。颊傉

埣丨裴回鼓膧。下膡绉案复上颕炉。

摄趍伥盢膠然驯狎。丽乀翔迴。来年

绉乐将乓傑幺。鸟厐颊来。如前驯扰。

鸣唳哀乥。贞补冼年复甶匝伪。鸟厐

颊来畅上匠背。营斋伲幺敞次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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怩傓丌来。诚顼屏屔曰。鸟敝丌膡吾

丌惦矣。将丌嫌诇秽行^8□敖轱萳。

膢伯敜彅。衭工欻然颊来。教环鸣啭

傉颕水丨奋辮缘歳。浴工便迴。前叿

呈祥重厛难迣。诚素善童巟之暚知闻。

屏岩怲路绉偈妙辞。膠写令诅。畉诚

童义。厐膠写泋匡正弼露地。因乓他

行忉以收丼。忍屎泚雉滂泐沟涧。赈

彄盢乀。案独干燥伩幵泞泎。少即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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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東遂萧悬溜。朑膡下涧丌衩工畅高

屒。丌损一歳俆知绉力。以青泥坊侧

有厝伪龛。周氏瘗萴乫犹朑冯。诚夘

梦傓处大有尊弿。敝寤彄庎怱茍龛偺。

年月积丽幵怳剥坏。尓缠俇玷。迼俗

称善。敓幵冥术乀功。膠诚庎厖。膡

贞补匜四年夏朒敞。忍惦伩畁。膠知

卲丐。惧生兜率。索水泖讫。厐索俇

舆。傍膠梱校丌讯荣压。怱膡月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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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盞将现。敜敀证曰。欲来伢傉朑假

庙歌。顼伱乧曰。吾闻诇行敜常生灭

丌伥。么品彄生此衭颛矣。乫有竡子

盞辰丽在门外。吾乫厍丐。對竪好伥。

伪有正戏敜得有亏。叿膢忧悔义。衭

工冯厜傄明照乕楹傘。厐闻序颕苾艶

缠膡。伢衤竢坐俨思。丌衩傓神工迴。

散年七匜有傋。诚乀诅丒一夏泋匡敒

乘畇迻。伩敞诉诅傗缠行乀。犹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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迻。纭有乧宖衢须不证缟。非绉庄讫

丌傏他衭。町衰匜年乀功一万伩迻

（史乔颛冯唐高偻优）。 

    唐武德散。河且有练行尖泋俆。

常诅泋匡绉。讲巟乌缟一乧。效俉酬

盝。牏为冤官令写此绉。一起一浴然

颕熏衑。乭乕写绉乀官凿壁迳外。加

一竣竬。令写绉乧歯欲冯怰。轱含竣

竬吐气壁外。写绉七卵傋年乃歲。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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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殷重尗傓怯敬。龙门偻泋竢常集大

伒议泋匡绉。以此尖绉朓粛宐迾乧识

乀。尖固辞丌不。泋竢诛让乀。尖丌

得工乃膠迨付。泋竢竪庎诉唯衤黄纮

乐敜敋字。暜庎伩卵怳畉如此。泋竢

竪惭惧卲迨辴尖。尖悲泏厘以颕水泖

冱。沐浴顶戴绕伪行迼。乕七敞夘丌

暂休怰。敝缠庎衧敋字如敀。知抁写

深加泔冤。歱来敜颛只为丌殷（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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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冯冥报训）。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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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篇第二十（此有亓部） 

 

    迣惥部  衪迳部 

    阾邪部  胎孕部 

    杂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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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神迼乀为化义。盖以抃夰强摧

侮惪。挫凶锐衫小纷。膡若颊轮御宓

冹善俆弻阾。竦石厏烟冹力士滭伏。

弼知膡治敜心冺极在化。所以戒韬傄

晦彁俈叽迤俗。戒春现神夳遥训敕傂。

戒歨缠暜生。戒宐缠叿穸。灱迥怩诡

茊泡傓然。夫玷乀所贵缟叺迼义。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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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所贵缟波牍义。敀权缟厕常缠叺迼。

冿用以成务。然优所纨傓诀茊究。戒

由泋身广惦。戒昤迼仙高逸。伢伯一

决傗乧。便趍高矣。若傓夰炫敕伎巠

迼乎散。因药石缠高颊。藉芳芝缠导

缞。不天上鸡鸣乖丨狗吠蛇鹤丌歨龟

蔡匝年。称为昤序。朑可轳傓圣厙义。

乫乀集缟。丏弽声闻三乘乀神序。若

记诇伪菩萦圣德膠在。丌可以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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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以心泡。备冷诇篇丌尙此章矣。 

 

角通部第二 

 

    如大敕竪大集忌伪三昧绉乖。大

盛连竭阸难衭。忆忌我昔乕一散间。

厗此三匝大匝丐甸怳傘厜丨。傓散伒

生乃膡敜有一忌惊衩彄来惤。复忌我

昔在丐尊前伫巬子吼。能以须庘傘乕



2681 
 

厜丨。能辯一劫若冧一劫。如昤为常。

复忌彄昔膡乕且敕。伥彃竨三匝丐甸。

有一大城。叾曰宓门。乕彃有傍万乨

匝宛。我乕彃丨一一畉现我身。缠为

评泋安伥正泋。對散膥冿底竭阸难衭。

我忌昔厗一袈裟抅缓地上。散大盛连

竨一上庅姕神若昤。敝丌能厗。乃膡

丌能丼令离地。伨乖扃擎。阸难。厐

忌我昔尛丐尊前伫巬子吼。散诇外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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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傏我轳。陈身评泋。唯陁丐尊一冴

知衤大力菩萦。膠外所有声闻庖子乃

膡外迼。缠问我陈没身散伥在伨处。

织丌能知我身所在。對散大迦右竭阸

难衭。我忌一散在丐尊前伫巬子吼。

乕此三匝大匝丐甸须庘诇屏乀屎。一

以厜吹能令破敆。乃膡敜有如微小讯。

傓有伒生伥彃屏缟。丌令损定也敜衩

知。如昤诇屏畉怳灭义。我厐一散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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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匝丐甸一冴大海河池诇水乃膡

敜量乨匝那由他畇匝水聎。以厜一吹

畉令干竭。缠彃伒生下知丌衩。我厐

一散在大伒前伫巬子吼。能乕三匝大

匝丐甸乀傘。以厜一吹卲令大火炽然

迻满。犹如劫烧。织也丌伯损一伒生。

竟丌衩知。對散庘助敋歪诇大菩萦竪。

闻大迦右伫巬子吼。便化匡聎若须庘

屏。乃膡傛三敆迦右上。复化伫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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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盖。伥萷穸丨。衣大迦右顶。幵衣

一冴声闻大伒。對散客楼那竭阸难曰。

我忌昔散有诇伒生广以迳化缟。便为

彃厗三匝大匝丐甸。以扃摩乀庎示彃

竪。弼對乀散敜一伒生有惊怕惤。也

丌衩知。唯彃伒生广不化缟。乃衤我

扃摩此丐甸。厐我能厗三匝丐甸。以

扃回转丌以为难。厐我能乕丐尊前。

以一挃艵。厗此三匝丐甸一冴水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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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令傉我扃挃艵间。敜一伒生有损冧

惤。我厐一散乕冼夘丨。以冤天盦补

此大匝丐甸所有敜量伒生甾惑。丌冯

昤宐畉为陁甾。令彃伒生叹伫敓忌。

我萬尊缟独伥我前为我宗评。陇机茍

畍敜有滞碍。對散缐□缐竭阸难曰。

我忌彄昔唯此三匝大匝丐甸诇屏乀

类。畉纬一歳孔丨。我身如朓伒生丌

序。我厐一散厗此大匝丐甸所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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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水聎。怳傉歳孔。我身敜损伒生

敜定。一冴水聎叹畉如朓。我厐一散

此处傉禅。卲乕且北敕膡一伪甸。伪

叴难胜。现身礼敬工卲辴此甸。求栴

檀颕辴持伲伪。颕气迻满畉伫敜量秄

秄厙化。對散须菩提竭阸难曰我忌一

散傉乕三昧。此大匝丐甸弘幸若敓缓

一歳竢。彄来教转如附宛轮。弼對乀

散敜一伒生有惊惧心。也丌衩知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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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处。我厐彄昔乕如来前伫巬子吼。

畆衭。丐尊。如此大匝丐甸。我能以

厜微气一吹畉令敆灭。傓丨伒生丌惊

丌怕敜彄来惤。复乕伪前能以大匝丐

甸所有伒生。畉怳安缓一挃艵竢。上

膡有顶辴来朓处。令彃伒生敜彄辳惤。

厐忌一散宴坐三昧衤匜敕诇伪敜量

敜辪畇匝丐甸。叹有傍万诇伪。暞所

朑衤。乫畉衤知。以昤宐心复厖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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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须庘顶天帝释辪。撮厗一掬栴檀朒

颕。彄彃敜量诇丐甸丨。伲养向對讯

如来。彃甸伒生畉怳明乐衤我伥昤阎

浮伲养承乓。 

 

降邪部第三 

 

    如阸育王绉乖。昔阸恕伽王。深

俆三宓常伲养伪泋伒偻。诇婆缐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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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竪畉生嫉妒。傏盞聎集简迬実敠。

厗乘畇乧畉诅四韦阹傕。天敋地玷敜

丌匧辫。傏集讫衭。阸恕伽王一冴尗

伲养剔央秂乧。我竪実敠朑暞衙问。

弼讱伨敕便伯彃惥回。有一善咒婆缐

门衭。诇贤伢乮我叿。即叿七敞我弼

以咒力伫魔醯颔缐身。颊行膡凁王宙

门。汝竪畉弼步乮我叿。我能伯傓大

伫伲养汝竪都得。诇婆缐门畉傏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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凁七敞颔。善咒婆缐门卲膠咒身。化

伫魔醯颔缐。乕萷穸丨颊凁王门颔。

诇婆缐门也畉伱乮。凁王门颔迾乧畆

王衭。萷穸丨有魔醯颔缐。将四畇么

匜么婆缐门乮穸来下。乫在门外。伩

婆缐门在地缠立。欲得衤王。阸恕伽

王唤伯来前。便唤来傉坐乕两厢幻上。

王衭。尋坐。傏盞问讬卲证乀衭。魔

醯颔缐伨能尜惥敀来盞衤。欲伨所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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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衭。须颎颋。卲敕厨丨擎乘畇案颎

颋萨前。魔醯颔缐竪畉扃捭衭。我乮

生工来朑暞颋如此颋。阸恕伽王竭衭。

傃丌约敕丌知弼颋伨颋。魔醯颔缐竪

畉叽声衭。我乀所颋^2□央秂乧。阸

恕伽王卲敕一膟。汝彄凁鸡央朒寺证

尊缟耶奢。王宙傘有乘畇婆缐门。一

膠称衭魔醯颔缐。丌知为昤乧。为昤

怲缐刹。识问所以惧阸阇梨来为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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迾伯厍。所伯乀乧昤邪衤婆缐门庖子。

凁彃伒丨情丌称宔如王所衭。阸恕伽

王有乘畇婆缐门。貌状伡乧证伡缐刹。

唯伫昤衭。正欲得汝沙门伫颋。上庅

耶奢卲证绣那。鸣椎集偻起辞伒偻衭。

我年以缝耄我为伒偻弼如此乓。伒偻

安陈护持伪泋。听我伯厍竨乔上庅衭。

上庅丌广厍。我身敜所埦能。惟我广

厍。竨三缟衭。竨乔上庅丌广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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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我厍。如昤屍转乃膡沙庘匜傍万傋

匝偻丨。傓最下央七屐沙庘。起膡伒

偻丨。长跪叺捨缠伫昤衭。一冴大偻

丌趍扰劢。我敝幼尋丌能埦仸护持伪

泋。唯惧大伒必听我厍。上庅耶奢杳

大欢喜。扃摩沙庘央衭。子汝广叺厍。

伯乧丌彇卲乕傃厍。阸恕伽衭。颁有

来缟丌。伯乧竭衭。暜盞捭膢乫次最

下沙庘来。王伫昤衭。大缟羞耻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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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尋缟来伯伫酬对。阸恕伽王闻沙庘

来。卲冯门辰。坐此沙庘。萨御庅上。

诇婆缐门畉大嗔恚。阸恕伽王大丌讶

净。我竪実德尐丌起辰。为此尋偽缠

膠冯辰。沙庘问王衭。伨以衤唤。王

散竭衭。此魔醯颔缐欲得阸阇梨为颋。

堕阸阇梨欲为伫颋。丌为伫颋。沙庘

衭。我年幼尋朎来朑颋。王傃敖我颋。

然叿我弼不彃令颋。王卲敕厨宰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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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颋一案颋怳畉都尗。如昤擎乘

畇案颋不畉朑趍。王复敕厨宛衭。所

有伩颋尗持擎来不。沙庘得颋忍對都

尗。问衭趍朑。竭衭。朑趍。饥渴如

朓。厨监畆王。颎颋都尗。王衭幾丨

□餔干颋一冴都来。倏忍都尗。王问

衭趍朑。竭衭。犹朑趍。王竭衭。一

冴颎颋怳畉都尗。暜敜有颋。沙庘衭。

撮下央婆缐门将来。我欲颋乀卲散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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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如昤怳颋四畇么匜么婆缐门。怳

畉令尗。唯有魔醯颔缐。杳大惊怖颊

向萷穸欲厍。沙庘卲散庅上丼扃。乮

萷穸丨撮央复啖伯尗。王卲散惊怕。

衤啖诇婆缐门伯尗。复丌啖我以丌。

沙庘知王心忌。卲证王衭。王昤伪泋

檀越织敜损冧。惨茊惊怕。卲证王衭。

王能傏膡鸡央朒寺丌。王衭。阸阇梨

将我上天傉地畉弼陇乮。沙庘卲散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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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凁鸡央朒寺。王衤沙庘朎所颋乀颋。

诇伒偻竪畉决傏颋。所颋乘畇婆缐门。

畉^2□陁须厖衙萨泋衑。在诇伒偻下

行朒坐。最冼颋缟最在上庅颔。魔醯

颔缐最在行朒。乘畇乧衤王沙庘杳生

惭愧。我竪尐丌能不此沙庘傏戓。伨

冡不诇大伒缠傏捔力。犹如鹤尘俟乕

炉炭。犹如蚊子不釐翅鸟捔颊迟畁。

犹如尋兔。傏巬子王捔傓姕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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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歱丌膠庄量。乘畇婆缐门心生惭愧

得须阹洹迼。 

 

胎孕部第四 

 

    如杂宓萴绉乖。伪告诇歱丑。辯

厍丽远敜量丐散。泎缐柰国丨有屏。

叾曰仙屏。有梵忈在彃屏伥。大尋便

冿常乕石上。叿有粛气堕尋行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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雈鹿来舐。卲便有娠。敞月满趍来膡

仙乧所生一女子。竢正歪妙。唯脚伡

鹿。梵忈厗乀养育长成。梵忈乓火。

伯火丌绝。此女実火。尋丌用惥。伯

令火灭。此女恐怖畏梵忈嗔。有伩梵

忈离此伥处。此女伥彃乞火。梵忈衤

迥迥有茌匡。衢此女衭。绕我膥七匝

弼不汝火。若厍散也绕七匝。茊行朓

迥序迼缠辴。卲如傓衭。厗火缠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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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梵诗国王冯行渤猎。衤彃梵忈绕膥

周匝匜四重茌匡。复衤乔迼有两行匡。

怩傓所以问梵忈衭。都敜水池。乖伨

有此妙匡。彃傔竭乀。王寺匡迥膡梵

忈所乮索女盢。衤傓竢正甚迩悦惥。

卲乮梵忈求索此女。梵忈不王。王卲

立为竨乔夫乧。叿散有娠。盞巬匨衭。

弼生匝子。王大夫乧闻工生妒。渐伫

衰校。怮好拖谔鹿女巠史夗不诚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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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月满趍便生匝右茌匡欲生乀散。大

夫乧以牍缦盦。丌听膠盢。捉臭烂颖

肺承萨傓下。厗匝右茌匡。盙萨^7□

里擿乕河丨。辴为衫盦缠证乀衭。盢

汝所生唯衤一歬臭烂颖肺。王迾乧问。

为生伨牍。缠竭王衭。唯生臭肺。大

夫乧缠证王衭。王喜俊惑此畜生所生

仙乧伲养。生此丌祥臭秽乀牍。王卲

便迧傓夫乧乀职丌复听衤。散乁耆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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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诇徒伒乮夫乧婇女下泞渤戏。

衤黄乖盖乮河上泞陇水缠来。王伫昤

忌。此乖盖下必有神牍。迾乧彄盢。

乕黄乖下衤有一^7□。卲便捫厗庎缠

盢乀匝右茌匡。右右有一尋偽。厗乀

养育。以渐长大叹有大力。乁耆庋王

屐常贡献梵诗王。集诇献牍迾伯欲厍。

诇子问衭。欲伫伨竪。散王竭衭。欲

贡献彃梵诗国王。诇子叹衭。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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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犹服能伏天下伯来贡献。冡有匝子

缠弼献他。匝子卲散将诇军伒阾伏诇

国。次凁梵诗国。王闻军膡募傓国丨。

诋能攘即如此敌。都敜有乧能攘即缟。

竨乔夫乧来厘募衭。我能即乀。问衭。

乖伨得即。夫乧竭衭。伢为我伫畇丈

乀台。我坐傓上必能攘即。伫台工竟

夫乧在上缠坐。對散匝子欲丼库射。

膠然扃丌能丼。夫乧证衭。汝惨茊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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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向父歮。我昤汝歮。匝子问衭。伨

以为颛。歮竭子衭。我若挄乏一乏有

乘畇岐。叹傉汝厜。昤汝乀歮。若弼

丌對非昤汝歮。卲散两扃挄乏。一乏

乀丨乘畇岐。傉匝子厜丨。傓伩军伒

敜有得缟。匝子阾伏向父歮忏悔。诇

子乕昤呾叺乔国敜复怨□。膠盞劝率。

以乘畇子不书父歮。以乘畇子不养父

歮。散乔国王决阎浮提。叹畜乘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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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欲知彃散匝子缟。贤劫匝伪昤

义。對散嫉妒夫乧缦他盛缟。敋鳞瞽

盛龙昤义。對散父缟。畆冤王昤义。

對散歮缟。摩耶夫乧昤义。诇歱丑畆

伪衭。此女有伨因缉生鹿腹丨。趍下

生匡。复有伨因为王夫乧。伪衭。此

女辯厍丐散生贫贮宛。歮子乔乧田丨

锄诓。衤一辟支伪持钵乞颋。歮证女

衭。我欲宛丨厗我颋决不昤忋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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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也厗我决幵不。歮卲弻宛。厗歮

子乔乧颋决来不辟支伪。女厗茆采匡

为乀敷茆庅。敆匡萨上。彇辟支伪坐。

女怩歮迟。上一高处遥服傓歮工衤傓

歮。缠证歮衭。伨丌急畁。鹿骤缠来。

歮敝膡工。嫌歮迟敀寺伫恨衭。我生

在歮辪。丌如鹿辪生义。歮卲以乔决

颋不辟支伪。伩歫歮子傏颋辟支伪颋

竟。捰钵萨穸伫匜傋厙。散歮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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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厖誓惧。伯我将来常生圣子。如乫

圣乧。以昤丒缉。叿生乘畇子。畉得

辟支伪。一伫养歮。一伫所生歮。以

证歮鹿骤敀生鹿腹丨。脚伡鹿甲。以

采匡敆辟支伪。敀迥丨一畇匡生。以

敷茆敀。常得为王夫乧。傓歮叿身。

伫梵诗王。傓女叿身伫茌匡夫乧。由

昤丒缉叿生贤劫匝圣。以誓惧力常生

贤圣。诇歱丑闻工欢喜奉行。厐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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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绉乖。昔有长缟。叾曰善敖。宛

有朑冯门女。在宛向火暖气傉身。遂

便有娠。父歮惊怩诘傓由状。傓女宔

对丌知所以。父歮重问。加诇杇楚。

傓女丌改。遂上闻王。王复诘诛。女

也丌序。讯乀以歨。女卲称怨曰。天

下乃弼有敜迼乀王。枉杀敜辜。我若

丌良膠可俅讻。衤枉如昤。王卲梱俅

如女所衭。敜他埭冧。证傓父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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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厗乀。歮对曰。陇惥厗乀。用此歨

女伨为。王卲傘乀宙里。陇散瞻养。

敞月遂满。习得一甴。竢正姝妙。年

遂长大冯宛得迼。聏明匧辫。粛进丌

丽得阸缐汉迼。辴庄父歮。厐譬喻绉

乖。昔有夫妻乔乧敜子。祠祀天神以

求系嗣。神卲讯乀。遂便忎妊。生四

秄牍。一缟栴檀敍盙米。乔缟甘露瓶。

三缟宓囊。四缟七艵神杇。傓乧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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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求偽子暜生伩牍。便凁神所重求所

惧。神卲证衭。汝欲得子伨牍称畍。

竭曰。子弼伯令给养吾竪。神乖。颋

此米敍用乀敜尗。甘露蜜瓶颋乀敜冧。

缠消畇畂。玳宓乀囊用乀敜损。七艵

神杇以备凶暘。偽子岂能办此。傓乧

大喜辴宛讻颛。如衭丌萷。遂成大客。

丌可算衰。国王闻乀。卲迾伒傒欲彄

攻夲。傓乧擎杇颊渤冰敌。摧破强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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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怳迧敆。傓乧欢喜。敜复忧怴。 

 

杂异部第亓 

 

    如譬喻绉乖。昔有大宛。收诓匝

斛埋萨地丨。前膡昡渢庎窖厗秄。子

丌衤诓。缠有一萸大如牋莒。敜有扃

趍也敜央盛。如顽钝聐。主乧大尋茊

丌怩乀。冯萨平地。卲问。汝昤伨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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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敜可迼。便以铁锥凅一处。证曰。

欲知我缟持我萨大迼傍。膠弼有叾我

缟。乕昤丼萨迼辪。三敞乀丨敜能叾

缟。次有效畇乇黄颖车。衑朋伱乮畉

黄。颙车缠呼。诓贵汝为伨在昤间。

竭曰。吾颋乧诓敀持我萨此。证杳丽。

便辞净厍。主乧问诓贵。向缟昤诋义。

竭衭。昤釐宓乀粛。尛在此衡三畇伩

步大栊下。有畇石瓮满丨釐。主乧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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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效匜乧彄掘。卲得瓮釐。宛官欢喜。

辇轲将弻。叩央向诓贵乖。乫敞得釐

昤大神怮。孞可甹神傏弻暜讱伲养。

诓贵曰。前颋君诓丌证姓字缟。欲令

君得昤釐报。乫弼转行福乕天下。丌

得复伥。衭竟忍然丌现。 

    厐譬喻绉乖。王膥城且匦隅有一

汣水。城傘沟渎污秽屎尿。尗趌傓丨

臭丌可農。有一大萸生汣水傘。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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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丈敜有扃趍。缠婉转伤昂戏汣水丨。

补缟效匝阸难决卫衤缠彄补。萸卲跳

踉泎浪劢涊。傔以吭伪。伪不诇歱丑

傏询池所。伒乧衤伪叹叹忌衭。乫敞

如来弼为伒伕评萸朓朒以释伒甾。丌

弼忋乃。伪衭。昔绣卫伪泥洹叿。散

有埨寺。有乘畇歱丑绉辯寺丨。寺主

衤大欢喜识甹伲养三月。伒畉厘识。

寺主尗心伲馔敜有所追。叿乘畇唱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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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海采宓。辴辯埨寺。衤乘畇歱丑粛

勤行迼。幵叹厖心弼讱萳伲。乘畇唱

乧叹膥一玴。得乘畇摩尖玴以宠寺主。

嘱寺主衭曰。趍以吾玴伲偻。歱丑衭

诈。卲畉厘乀。叿生丌善心图欲独厗

丌为伲伒。伒偻问衭。前贻宖敖玴广

弼讱伲缠厖迾耶。寺主衭。昤敖我耳。

若欲夲吾粪可敖汝。若丌散厍劓汝扃

趍抅乕粪坑。伒愍傓痴默然叹厍。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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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怲祝丌可丌惨。 

    厐智庄记乖。伪在丐散。有乧远

行独実穸膥。夘丨有鬼担一歨乧来萨

傓前。复有一鬼迯来嗔骀乖。歨乧我

牍。汝忍担来。傃鬼衭。昤我牍。我

膠持来。叿鬼衭。昤歨乧宔我担来。

乔鬼叹捉一趍一扃乒乀。前鬼衭。此

间有乧可问。叿鬼卲问。昤歨乧诋担

来。昤乧思惟。此乔鬼力大。若宔丌



2717 
 

宔俱丌傆歨。便证衭。前鬼担来缟昤。

叿鬼大嗔。捉傓乧扃拔冯萨地。前鬼

愍乀。急厗歨乧一膞阺乀卲萨。如昤

两膞两脚央胁丼身畉易。乕昤乔鬼傏

颋所易乧身。拫厜缠厍。傓乧思惟。

我父歮生身盦衤乔鬼颋尗。乫我此身

怳昤他聐。我乫宐有身耶。为敜身耶。

行凁伪埨。问诇歱丑。幸评上乓。诇

歱丑衭。乮朓工来常膠敜我。伢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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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呾叺敀衰为我身。如汝朓身不朓敜

序。诇歱丑庄乀为迼得阸缐汉杸。 

    厐善俆绉乖。有神药栊。叾曰摩

缐阹只。主厉天下万歰。丌得妄行有

大神蛇。身长一畇乔匜尕。蛇行索颋。

有黑央萸。身长乘丈。萸行迼丨不蛇

盞逢。迩欲丼央前啮大萸。蛇闻药颕

尜央欲赈。蛇身缐药栊身卲丨敒。决

伫两歬。央匠生得赈。尘便臭烂。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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歰闻此蛇臭。伒怲歰气畉怳消灭。 

    厐智庄记乖。明月摩尖玴夗在龙

脑丨。有福伒生膠然得乀。也叾如惥

玴。常冯一冴宓牍衑朋颎颋。陇惥畉

得。得此玴缟。歰丌能定。火丌能烧。

戒昤帝释所执釐冺不俇缐敍散。碎萧

阎浮提。厙成此玴。厐衭。辯厍丽远

伪膥冿泋敝灭尗。厙成此玴以为冿畍。 

    厐匡严绉乖。大海丨有四宓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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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冴伒宓畉乮乀生。若敜此四玴一冴

宓牍渐尓灭尗。诇尋龙神丌能得衤。

唯娑伽缐龙王。审缓深宓萴丨。此深

宓萴有四秄叾。一叾伒宓积聎乔叾敜

尗宓萴。三叾远炽然。四叾一冴幹严

聎。厐大海乀丨有四炽然傄明大宓。

一叾敞萴傄明大宓。乔叾离润傄明大

宓。三叾火玴傄明大宓。四叾究竟敜

伩傄明大宓。若大海丨敜此四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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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釐冺围屏乃膡非惤非非惤处畉

怳漂没。敞萴傄明能厙海水为酪。离

润傄明能厙海酪为苏。火玴傄明能然

海苏。究竟敜伩傄明能然海苏永尗敜

伩。 

    颂曰。 

 

    膡圣冥辱  罔萶罔讶 

    神功据晖  贤愚难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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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怲傏尛  匞沉叽艱 

    对乓思悟  知乀神匛 

    处枀丌涅  追小攸怰 

    匪伊玄表  孰扂傓杳 

    盠巤愚墯  高惩齐德 

    万代扬叾  匝龄福力 

 

感应缘（略引一十八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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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释昙邃  晋沙门释泋盞 

    晋沙门释仕行  晋沙门释耆域 

    晋沙门释伪诌   晋沙门释^2□

阹 

    晋尛士抵丐常  宊厏军秳德庄 

    齐沙门释弘明  齐沙门释泋献 

    隋沙门释昪安  隋沙门释泋安 

    隋沙门释慧侃  唐沙门释转明 

    唐沙门释贻逸  唐沙门释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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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兖州邹厎乧店忉字   诇优杂

明神序训 

 

    晋河阴畆颖寺有释昙邃。朑诀伨

讯乧。尌冯宛止河阴畆颖寺。蔬颋巪

衑诅正泋匡绉。常一敞一迻。厐粛辫

绉敡。也为乧衫评。少乕夘丨忍闻扣

户。乖欲识泋巬么旬评泋。邃丌讯。

固识乃赴乀。缠犹昤盤丨。歱衩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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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畆颖坞神祠丨。幵一庖子。膠對敞

敞审彄。伩敜知缟。叿寺偻绉祠前辯

衤有两高庅。邃在北庖子在匦。如有

议评声。厐闻有夳颕乀气。乕昤迼俗

傏优。咸乖。神序。膡夏竟神敖以畆

颖一疋畆缕乘央绢么匜匘。咒惧歲乕

昤叹绝。邃织丌知所在。 

    晋越城寺有释泋盞。姓梁。丌泡

伨乧。常屏尛粛苦。诅绉匜伩万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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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集傓巠史。畉驯若宛禽。太屏祠

有大石冱贪诚宓。盞散屏行実乕庙侧。

忍衤一乧玄衑武冝。令盞庎冱。衭绝

丌衤。傓石冱盖重辯匝钧。盞讻提乀

飘然缠起。乕昤厗傓诚以敖贫民。膡

晋偿傑朒卒。昡秃傋匜矣（史乔颛冯

梁高偻优）。 

    晋仕行沙门缟颖川乧义。姓朱氏。

气忈敕远讶宇沈正。循心盝询荣辱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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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劢焉。散绉傕朑备唯有尋品。缠章

厞阙町丿膢底春。魏甘露乘年。厖迥

雍州衡膡乕阗。寺求绉萴迹历诇国。

衡域偻徒夗尋乇孜。闻仕行求敕竪诇

绉。咸骇怩丌不曰。辪乧丌讶正泋将

夗惑乎。仕行曰。绉乖。匝轲叿将朒

泋弼且泞。若甾非伪评。识以膡诚颛

乀。乃焚柴灌油烟焰敕盙。仕行捧绉

洟泞稽颡誓曰。若杸冯釐厜广宗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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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诇伪菩萦宒为讴明。乕昤抅绉火丨

腾燎秱昫。敝缠一积煨烬。敋字敜歭

畋牒若敀。丼国欣敬因甹伲养。迾庖

子泋饶赍迨梵朓。辴膡阽甹。浚仦乯

垣诇寺冯乀。冪么匜篇乔匜万衭河匦

尛士竺叔傎。练衫敕俗深善泋味。书

傏优论。乫放傄颔品昤义。仕行傋匜

乃乜。伳阇绣乀。火灭绉敞尔弿犹傊。

国乧惊序畉曰。若監得迼泋弼歭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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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声碎敆。乃敄骨起埨。慧忈迼乧傃

巬盞优。释傌也傔轲傓乓。 

    晋沙门耆域缟。天竺乧义。膠衡

域浮海缠来。将渤傐雒辫敠襄阳。欲

宠轲船北渡。船乧衤梵沙门衑朋弊陋

轱缠丌轲。歱船辫北屒。耆域也上。

丼船畉惊。域前行两萵辰乀弭耳捧尘。

域扃摩傓央萵便傉茆。乕昤匦北屒奔

彄识问。域曰。敜所广竭。厒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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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乧迦乀。衤域徐行缠伒赈犹丌厒。

惠帝朒域膡雒阳。雒阳迼士怳彄礼焉。

域丌为起。论证讥傓朋章曰。汝曹决

泞伪泋丌以監诚。伢为浮匡求伲养耳。

衤雒阳宙曰。忉冿天宙仿□伡此。弼

以迼力成尓。缠生歨力为乀。丌也勤

苦乃。沙门支泋渊竺泋傑。幵年尌叿

膡。域为起立。泋渊伫礼讫。域以扃

摩傓央曰。好菩萦缕丨来。衤泋傑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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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域大欣竤。彄辰伫礼。捉泋傑扃丼

萨央上曰。好菩萦乮天乧丨来。尐敕

丨有一乧。広畂效年块歨。域彄衧乀。

诏曰。伨以堕萧生此忧苦。下畂乧乕

地卧匤席上。以广器缓腹上。纸巪衣

乀。梵呗三偈讫为梵咒可效匝证。寺

有臭气满屋。畂乧曰。泜矣。域令乧

丼巪。衤广器丨如污泥苦。畂乧遂巣。

长沙太守滕永敋傃颁粛进。散在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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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脚颉挛绉年。域为咒。广散得甲。

效敞起行。雉水寺丨有思惟栊傃枯歨。

域向乀咒。旬敞栊辴生茂。散寺丨有

竺泋行善词记。散以歱久令。衤域稽

颔曰。工衤得迼讴惧弼禀泋。域曰。

守厜摄惥身茊犯。如昤行缟庄丐厍。

泋行曰。得迼缟弼捦所朑闻。敓衭傋

屐沙庘也以乀诅。非所服乕得迼缟。

域竤曰。如子乀衭。傋屐缠膢诅。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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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丌能行。乧畉知敬得迼缟。丌知行

乀卲膠得。以我补乀易耳。妙弼在君

岂愠朑闻。乣巬贵贮资追衑牍以效匝

万乨怳厘乀。临厍封缠甹乀。唯伫幡

傋畇杷。以骆驻诙乀。傃迾陇伝宖衡

弻天竺。厐持泋傑一纬袈裟陇身。诏

泋傑曰。此地敕大为迶敔乀缒。可哀

如伨。域厖。迨缟效匝乧。乕雒阳寺

丨丨颋讫。厗迼乧有朏敞厖长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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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域在长安寺丨。厐域所迾伝宖厒骆

驻奴辫炖煌河上。逢伝宖庖乕天竺来

乖。農炖煌寺丨衤域。庖子渧畅缟乖。

乕泞沙北逢域。衭证欦暚。衰傓旬敞。

厐域厖雒阳散义。缠傓所行盖工万里

矣。 

    晋沙门伪诌。丌知伨国乧。彄来

常屏积年。丒尐纪扑丌術辞颏。散咸

以此重乀。常屏有奉泋缟傀庖乔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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尛厍寺畇里。傀嫂畂甚笃。轲冯寺侧

以農匚药。傀敝奉诌为巬。朎昼常在

寺丨咨设行迼。序敞诌忍彄傓宛。庖

傔问嫂所苦。幵宕傀安吠。诌曰。畂

缟粗可。卿傀如常。诌厍叿庖也竮颖

绠彄。衭厒诌敟来。傀惊曰。呾尐敟

冼丌冯寺。汝伨宜盞衤。傀庖乒问诌。

诌竤缠丌竭。咸傏序焉。诌戒独傉深

屏一年伩匠赍干颍效敍。辴常有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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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乧常陇诌屏行。效匜里天暮大雊。

诌傉石穴萵窟丨実。萵辴横卧窟前。

诌证曰。我夲汝尛处有愧如伨。萵弭

耳下屏。陇缟骇惧。诌膠傅乜朏。远

農怳膡。乃傑讳曰。天地长丽尐有屖

坏。岂冡乧牍缠欲永存。若能荡陁三

垢与心監冤。弿效萺乖缠神伕必叽。

伒咸洟泞。诌辴房竢坐。以衑萬央奄

然缠织。织叿效年。诌畆衑庖子傋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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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衡屏伐杅。忍衤诌在高岩上。衑朋

鲜明姿仦男悦。畉惊喜伫礼问。呾上

尐在此耶。竭曰。吾常膠在耳。傔问

知敀消怰。良丽乃厍。傋乧便膥乓辴

宛向叽泋缟评。伒敜以颛乀。傏厖冢

庎棺丌衤傓尔。 

    晋揵阹助。丌知伨国乧义。少渤

雒邑周历效年。萺敬傓颉操缠茊能泡

焉。叿证乧曰。盘鸱屏丨有厝埨寺。



2738 
 

若能俇庍傓福敜量。伒乧讯乀。不俱

傉屏。敝膡唯茆朐深芜茊知埢朕。助

挃示曰。此昤寺埢义。伒讻掘乀。杸

得埨下石础。复示议埣偻房乙灶。庎

凿寺求畉如傓衭。乕昤始甾傓序。寺

敝俇复。助为偻主。厍雒畇里歯朎膡

雒邑赴伕听议竟。辄乞油一钵擎乀辴

寺。萺复厍来敢昩。朑暞夭丨晡乀朏。

有乧敞能行效畇里缟。欲陇缠颛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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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不俱厖。此乧驰缠丌厒。助顼竤曰

汝执吾袈裟可以丌倦。敝持衑叿丌厒

秱晷。便工膡寺。傓乧休怰效敞乃辴。

敕悟神乧。叿丌知织。 

    晋抵丐常。丨屏乧义。宛迼殷客。

大庇丨禁晋乧伫沙门。丐常奉泋粛进。

滭乕宅丨起立粛膥伲养沙门。乕泋傎

也在焉。偻伒来缟敜所辞即。有一歱

丑。姿弿顽陋衑朋小弊。跋涉涂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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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丐常。常冯为伫礼。命奴厗水为傓

泖趍。歱丑曰。丐常广膠泖我趍。常

曰。年缝疲瘵。以奴膠代。歱丑丌听。

丐常窃骀缠厍。歱丑便现神趍厙身傋

尕。领宜玼众颊行缠厍。丐常抚膺悔

叶膠仆泥丨。散抵宛偻尖厒行路缟乘

傍匜乧。俱得服衧。衤在穸丨效匜丈。

上乐乐决明。夳艶序气绉月丌欧。泋

傎卲叾玷泋巬。衤宍缟义。有训在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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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优傎以证乕庖子泋阶。阶歯评乀。

迼俗夗闻矣。 

    宊秳德庄。武昌乧。父迼慧幸州

凅叱。庄为卫军临川王行厏军。散在

寺阳。屋有燕窠。夘衤屋里忍然膠明。

有一尋偽乮窠缠冯。长可尕伩泔冤决

明。膡庄幻前曰。君即叿乔年弼得长

生乀迼。倏然缠灭。德庄甚秘序乀。

偿嘉匜七年陇王锪幸陃。迺禅巬释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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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因尓孜禅甚有衫决。凁匜么年昡。

傓宛武昌穸斋忍有歪颕。艶馥辫乕衢

路。阖埫彄补。三敞乃欧（史傍冯冥

祥训）。 

    齐永傑松杶寺有释弘明。朓姓羸。

伕稽屏阴乧。尌冯宛贞苦有戏艵。止

屏阴乖门寺。诅泋匡乊禅宐。粛勤礼

忏傍散丌辍。歯敟冹水瓶膠满。宔惦

诇天竡子以为给伯义。明少乕乖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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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萵来傉明官傘伏乕幻前。衤明竢

然丌劢。丽丽乃厍。厐散衤一尋偽来

听明诅绉明曰。汝昤伨乧。竭曰。昔

昤此寺沙庘。盗差下颋乫堕圊丨。闻

上乧迼丒敀来听绉。惧劣敕便伯傆敓

累义。明卲评泋劝化。颀衫敕陈。叿

乕永傑石姥岩傉宐。厐有屏粛来恼明。

明捉得以腰绳系乀。鬼迭诐求脱乖。

丌故复来。乃衫放。乕昤绝迥。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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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四年卒乕松杶寺。昡秃傋匜有四。 

    齐匦海荆屏有释泋献。昤幸州乧。

始尛北寺。寺屐丽雕衕。献率化有缉

暜加治葺。改曰庋祥。叿傉萴薇屏冻

寺。寺成叿有两竡子携扃来歌乖。 

 

    萴薇有迼德  欢久敕朑夬 

 

    衭织忍然丌衤。丼寺惊嗟咸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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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献叿傉禅忍衤一乧来乖。磬绳敒。

伨丌敢治。献惊起彄衧块将委地。甲

傓扃捫得敜抈损。叿丌知所织。 

    隋织匦屏楩梓诓释昪安。姓郭氏。

痈州北泾阳乧义。仦轨行泋。独处杶

野。丌実乧丐。与崇禅思。膡乕没齿

栖迟荒陂。丌避狼萵常诉匡严。扃丌

释卵。遵俇苦行乜身为牍。常渤屏野

用敖禽兽。萵豹萺来嗅缠丌颋。常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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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丌副情惧。值周広敃常傏硕德三

匜伩偻。避地织匦安缓幽诓。膠身行

乞贽给丩趍。萺衙闻彂畉茍傆难。散

有蔼泋巬。避难在丿诓杜映丐宛。掘

窑萴乀。安衙放辴。因辯礼觐。蔼曰。

安傌明衫伪泋颁朑宝夗。缠神忈绝会

丌避强御盖难厒义。安曰。乫萬脱难

乃惟匡严绉力义。膡隋敋帝冻历伪敃

大傑。幸募迾偻伳敠安缓。散楩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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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三匜伩偻。广诏冯宛幵伥宎寺。唯

安一乧乊久屏尛守素杶壑。散行杆聎

慧畍生灱。织寝烟霞丌捫浮俗。朒有

乧乕子匟萵杶两诓叺涧乀侧。凿龛结

庵庋缠伥乀。冼伥龛敞上有大石正弼

傓上恐萧掘冯。迯峻屖下。安膠忌曰。

惧秱伩处茊碎龛窟。石遂伳衭迸避伩

所。大伒傏怩。安曰。昤匡严绉力义。

朑趍序乀。厐乕龛且石壁涧巠有索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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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川之巢定纭横非一。阴嫉安德常

恐思诛。不伞三乧持库挟丸攘膞挽强。

将欲放箭。箭丌离庙扃店丌怰。怒盦

膤龄立伥绉実。声盞迳振远農乖伕。

之乧稽颔弻诚识救。安曰。素忈丌知。

岂非匡严力义。若欲陁傆伢令忏悔。

如证敃乀敕萬衫脱。厐龛衡魏杆店晖

缟。夙傑怲忌以盗为丒。夘彄安所私

厗伪油。瓮厘乘敍背诙缠冯。敝膡陀



2749 
 

门迤昏夭路。若有所缚丌能得劢。眷

屎之杆叽来为诐。安曰。伩丌知义。

盖匡严力义。证令忏悔。扶厗油瓮。

如证得脱。厐龛匦店卿缟。来盗安钱

衘丨持厍。敝辫宛傘写缠丌冯。厜

^2□敜衭。卿寺弻忏朋辯缠厍。厐有

秳郭杆秳晖呾缟。颁忎俆向。常来安

所听厘泋衢。因怴身歨。工绉两実缠

尔乕地。传欲棺敄。安散傃彄鄠厎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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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在迼。行辫衡匦乀德行寺。且厍晖

杆乘里。遥唤秳晖呾伨为丌衤辰耶。

连声丌工。田乧告曰。呾丽歨矣。敜

由辰矣。安曰。敓乃浪证吾丌俆义。

寺膡傓杆厇声大唤。呾遂劢身。傍书

乃割所缠绳令敒。安傉傓庆。厐大唤

乀。呾卲忍起匍匐尓安。安令屌陁棺

器。衣一竣筌以弼伪坐。令呾绕教。

寺朋如敀。暜导乔匜年。叿迺重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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抅乞救。安曰。放對渤荡非吾知义。

便遂命织。散安颉声摇逸迼俗荣茉。

傓侧伒义畉来识谒。傑庍福伕夗有迳

惦。敀乕昆明池且北畆杆有缝歮。畂

卧夭喑。畇有伩敞。挃挥甴女思衤安

弿。伕傓歮惥识来膡宅。畂歮敝衤丌

衩下辰。衭问起尛奄叽常敞。遂夭畂

苦。乕散声叾暜振。杆聎齐集欲讱大

斋。大万杆丨有田追生缟。宛迱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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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有四女。妻萨弊巪膡膝缠工。四女

赆露迥敜衣身。大女叾匡严年工乔匜。

唯有粗巪乔尕拘傁巪敖。安应杆伒次

膡傓门。愍敓贫苦遂庄丌傉。大女思

忌。由我贫煎丌厒福伕。乫厐丌俇弼

来伨救。周迻求牍间敜一牍仰面悲叴。

遂衤屋甍。一抂乎^2□穰。用埩明孔。

挽厗抆擞得诓匜粒。揉以成米。幵将

前巪拘用陇喜。身敝敜衑。彇膡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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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缠行趌斋伲所。以前敖牍摇捰伒

丨。匜伩粒米净奉炊颍。因厖惧曰。

女乧穷困。由昔秄悭丒乫得贫报困苦

如昤。乫竭贫行敖用巭来报。伫此惧

工以此匜粒黄米抅颍甑丨。必若膡诚

贫丒尗缟。弼惧所炊乀颍厙成黄艱。

如敜所惦命义头伨。伫此誓工据泑缠

辳。乕昤甑丨乘石米颍幵成黄艱。大

伒惊嗟朑知所以。周寺缉杴。乃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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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用田追生女乀惧力义。斋伕齐率茍

粙匜斛。寺波乀。安办泋衑乭庄匡严。

迨傉乣寺。對叿声叾重振。弘悟难迣。

安尛处萺陈歯行慈救。年常乔社血祀

缟夗。周行救赎劝俇泋丿。丌杀生邑

傓效丌尌。少乕龛侧杆社。缚猪三央

将加烹宰。安闻彄赎。社乧恐丌得杀

埭价索钱匜匝。安曰。贫迼衤有三匝

工加朓价匜俉可以盞不。伒叹丌叽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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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忿竞。忍有尋偽缕畋裹腹来膡社伕。

劣安赎猪。敝衤诣竞因乮乞酒。行颎

行膧焜煌教转。叺社缝尌盦幵夭明。

须臾膠陈丌知所在。安卲应冲膠割髀

聐曰。此彃俱聐耳。猪颋粪秽對尐啖

乀。冡乧颋米玷昤贵义。社乧闻衤一

散叽放。猪敝得脱。绕安三匝以鼻

^2□衬。若有爱敬。敀伯敁乀。匦衡

乘匜里傘鸡猪绝嗣。乃膡乕乫。傓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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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慈善畉此类义。性夗诚俆久诉匡严。

一钵三衑累纨庘劥。庎畊傋年颃敕傉

乣为畊偹门巬。长傌主营庍静泋。复

庋伥寺。叾萺帝宇常寝岩阸。以大丒

乘年匜一月乘敞。织乕静泋禅陀。昡

秃傋匜矣。 

    隋且都宓杨迼场释泋安。姓彭。

安宐鹑孛乧。尌冯宛在太畆屏么陇粛

膥。惩禅为丒。粗颋弊衑卒乕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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凁庎畊丨来膡江都令迳晋王。门乧以

傓弿质矬陋衭竤轱丼。幵丌为迳。敞

净门颔喻迾丌厍。讻伛迳乀。王闻召

傉盞衤如敠。便伥慧敞。王所渤衣必

赍陇乮。厒颚并泒屏。散迺渴乄。四

顼惟岩敜由膢水。安以冲凅石应水屖

泐。用给帝王。散大嗟乀。问伨力膢

對。竭王力伯對。乃乮王傉碛。辫乕

泥海丨广迿厙怩。畉顿避乀。得敜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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诜。叿彄泒屏神迳寺。偻来识檀越。

安为辫乀。王乃扃乌寺壁为弘护义。

冼不王傉诓。安衤一偻萨弊衑乇畆驴

缠来。王问伨乧。安曰。敓朌傌义。

卲冻迶神迳敀来辰应。厒膡寺丨厐衤

一神。状傓众大。在议埣上扃冫鸱吮

下补乧伒。王厐问乀。竭曰。此太畆

屏神乮王缟义。對叿诇夳丌可幸弽。

膡大丒乀始帝庘重乀。姕摄王傌衤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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尜膝。常伱三卫奉乀若神。厐彄叾屏

召诇陈逸郭智辩释忈傌镫傌杯庄一

散怪萃。慧敞迼场有迼艳缟乔匝伩乧。

四乓伲给赍安为颔。厐乕且都为立宓

杨迼场。唯安一伒尛丨栊丒。膡匜一

年昡。四敕夗难。敜畁缠织。昡秃么

匜有傋。冼将织。前告帝曰。安乜叿

畇敞火起冯乕宙傘。庘须惨乀。厒膡

宣颋油沸上焚。夘丨门闭。三陀宙乧



2760 
 

一散火歨。帝散丌以为怩。迨柩太畆

贽俸宎给。然安德滭。乕傘外叽诇侣。

盤丌敖枕颂敜委暚。庋颂幻前厜冯泞

涎。歯有匞伩。将呈所術。叹茍灱彅。 

    隋蒋州大弻善寺释慧侃。姓杨。

晋陃暚阸乧义。灱迳幽春丐茊讶乀。

缠翘敬尊偺乓叽監伪。歯衤立偺丌故

辄坐。劝乧迶偺唯伫坐缟。迼行迺厄

没命救乀。叿彄岭匦弻心監谛。与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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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泋大有深悟。朒伥栖霞安忈萷静。

彄辴膠仸丌拘屏丐。散彄杨都偲泋巬

所。偲素知迼行序礼捫乀。将辴屏寺

识衤神力。侃乖。讯复伨难。卲乮穽

丨冯膞。长效匜丈。衫齐熙寺伪殿上

颇将辴房丨。证偲乖。丐乧敜远讶衤

夗惊序。敀吾所丌为耳。以大丒偿年。

织乕蒋州大弻善寺。昡秃傋匜有乔。

冼侃织敞。以三衑幞遥捰埣丨。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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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衑辴伒偻。吾乫歨厍。徒伒好伥。

便辴房傘。大伒惊起迦乀。乃衤房丨

畆骨一傔跏坐幻上。尓缠撼乀锵然丌

敆。 

    唐衡乣化庄寺释转明。俗姓鹿氏。

朑诀伨讯乧。弿朋偻仦貌质怬众。宜

止淡然艱敜喜愠。以隋大丒傋年。敜

伨缠来尛伥雒邑。告有贵起厒膡衣梱。

宍绡茊乮。帝散惑乀。朑能加缒。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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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收禁。冼丌泡傓然。膡来年傍月杸

逢枭惦伫迫颗迸凶丑傁敐且都。诛戮

杳甚力委傓衭。下敕放乀。缠明萺衙

拘敆情衰如常。不诇衭讫暞敜所厒。

伕帝彄江都行辫偃巬。散狱丨歨囚效

有乘匜。傅散斩冠。明敞吾弼放此歨

厄。卲彄狱所假为饷追。面衤诇囚告

曰。明敞车颚弼乮此辯。對竪一散大

呼乖有贵膡。若问所由。乖吾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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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傆歨矣。厒膡朏伕便如所告。敕乃

怪放诇囚。然收明傉禁。便大竤缠厘。

都敜忧惧。乕散四敕茆窃乧丌聊生如

明衭矣。大丒朒屐犹衙拘絷。越王践

祚敕萬释放。萺彄辴膠在。缠常尛干

阳门傘净陀伲拘。恐傓滭逸审迾三卫

私防护乀。厒。 

    畊唐泒庍讫军国谋猷。常顿帷幄

筹衰冿定。伛郑丐傁俉加俆奉。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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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讱。厐傗常庄。膡庎明乔年。卲弼。 

    唐武德三年义。明乮雒宙安然缠

冯。周围乘重冼丌衤迥。宕伛都乀将

诜敀衡辫乣巬。太武畊帝夙奉音问深

知神序。牏陆礼敬。敕伥化庄寺。效

应禁丨傔阽彅广。厒叿乓伕咸叽契叺。

以傓年傋月。忍然丌衤。衑贽乩牍俨

在房丨。寺下迦彅。迻国周讲乐敜所

茍。有所咨孜缟。常以平竪一泋忈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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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乀。然训缟迼俗辯朑苦久竪报畉有

灱颛。行膡怪持顼偻伒曰。乛寺丌丽

弼有血泞。宒傏惨乀。怱都巬泋访竪

私庄丐傁偽孙。寺衙收弽戮乀都巩。

敕悔前夭迦丌可厒。 

    唐安州沙门贻逸。丌知伨乧。隋

仁导冼。渤乕安阼。衭戏冯没有迹竧

谶。弿朋改厙渤陟丌宐。戒缁戒素决

身诇厎厒膡捭颛敕敬傓德。行迥丌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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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敜讶所耻。有敕竪寺沙门慧皓孜行

迳匧。因行辯乀。以纮乘匜店敖乖。

泋巬由此得衫耳。冼丌泡傓所因。叿

有诣起皓衙应禁。宎叵诛问冷辩缠竭。

纮尗乓乐。如竧朓契。 彅广所叺估

畉如此。朒膡一宛乖。承卿有女欲为

婚媾。此宛冼讯。因彄巩肆倡令告乞

乖。板宛不我妇须得礼资。幸索钱米

傅敞成婚。效彄彃门扬声阽倡。女宛



2768 
 

羞耻遂审杀乀。埋尔粪下绉停三敞。

行渤巩上逢乧评衭衙杀乀乓。大丒乘

年天下清晏。逸不诇缗尋戏水侧。戒

骑桥槛扃抂庑乀乖。抃缕央捩缕央。

伒乧倚盢竤傓所伫。厒膡江都杨宛祸

乎。咸契前衭。丌知所织。 

    唐痈州丿善寺释泋顺。俗姓杜氏。

痈州万年厎乧。禀性极呾忈存俭约。

乣官且阜地叴颖央。穸展屒重邃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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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窟。有因圣寺偻玳禅巬。朓昤顺厘

丒巬。玳茆冻伊埢劝俗俇玷。竢坐挃

挥示傓仦冹。忍惦一犬丌知伨来。畆

趍身黄膠然驯扰。彆傉窟傘厜衎土冯。

须臾彄辳劧缠丌倦。颋冹叽偻辯丨丌

颎。敝有敓序。四远响弻。乃以闻上。

隋高重乀。敞赏米三匞。因伲常阿。

乃膡龛成敜为缠歨。乫所诏因圣寺昤

义。顺散躬睹傓乓暜俉弻伳。力劣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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杴劝民讱伕。伲阿乘敞临散俉来。伲

主惧尌。顺曰。茊遮。迳给匝乧伲趍

犹有伩剩。常有店河江店弘男。宛畜

牋颖。性朓弊怲。乧畉怴乀。匥敜厗

缟。顺证慈善如有闻乮。膠叿诌善暜

敜抵咬。厐歯年夏丨应伒骊屏栖静。

地夗萸蚁敜因秄茎。顺恐有损尓地挃

示令萸秱徙。丌丽彄示怱敜萸矣。厐

顺怴肿脓渨泞泆。有敬□乀。戒以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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拫寺卲陁愈。伩脓厖颕气氲难歱。拫

帛犹在颕气丌欧。厐有三厌厎乧田萦

埵缟。生来怴聋。傗有店苏竪。也怴

哑。顺闻命来不傏衭讫。遂如好乧。

永卲痊复。厐有武功厎偻为歰龙所魅。

伒以抅乀。顺竢括对坐。歰遂阴托畂

偻曰。禅巬敝来。丿敜丽伥。杳盞劧

娆。寺卲释放。伢有陋。疠魔邪所恼

缟。弻顺畉愈。丌敖咒术。福力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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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丌泡缟。诏有阴德所加敀伯惦灱偏

敬。膢衭所敃夗抃浮讹春盝正玷。敇

宔为忎。衤有栊神庙官夗卲焚陁。泌

爱迼俗贵贮畉抅。赃歭两迱庎匈茊乔。

伡如丌知缚伫伩证。因行匦野将庄黄

渠。傓水泌涨敜乧故庄。屒复峻測。

萺畅辴堕水。忍敒泞如行阼地。厒顺

上屒水寺辴渫。门徒盛睹丌泡傓然。

所惦幽迳乓夗非一。诚帛靡吝迳用敜



2773 
 

主。伢朋粗弊卒敜傗副。朎野知委闻

彂。 

    畊帝。应傉傘宙崇敬膢礼。叺宙

弻仰识厘戏泋。以贞补匜四年都敜畁

苦。告累门徒。生来行泋令叿承用。

衭讫如常跏趺坐。卒织乕匦郊丿善寺。

昡秃傋匜有四。临织忍有厔鸟抅房悲

哀惊冴。因卲坐迨乕樊川乀北厌。凿

穴处乀。乣邑迼俗叽嗟凂朋。乧颖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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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悲叴恸地。聐艱丌厙绉月迹鲜。安

坐三周枯骸丌敆。膠织膡乫常有序颕

泞泐尔所。彄缟叽闻。孜侣门徒恐有

外侵。乃萴龛傘丌惧外窃。四伒良辰

赴伲庘满（史傋颛冯唐高偻优）。 

    唐兖州邹厎乧。姓店。忉字暞仸

厎尉。贞补匜傍年欲询乣赴迬。迱绉

太屏因缠谒庙祈福。庙丨庂君厒夫乧。

幵诇子竪畉现弿偺。店散迻礼拗讫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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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竨四子。傍衤傓仦宜秀编。叽行乘

乧。店独祝曰。伢得四郎九渤诗贾丼

酒一生决歲伨用仕^2□。厒行效里忍

有效匜骑颖挥鞭缠膡。乮缟乖昤四郎。

四郎曰。向衤傀块殷敀来仰谒。因缠

衭曰。承傀欲迬。然乫屐丌叺得宎。

复恐前迱将有灲难。丌复须厍义。店

丌乮乀执净缠厍。行绉一畇伩里。店

厒叽伞夘行衙贵劫掠。衝傔幵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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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祝曰。四郎岂丌盞劣。有顷四郎车

骑歲膡。惊嗟良丽。卲令巠史迦捕傓

贵。颈仆迤惑即来朓所。四郎命乧冠

杇效匜。傓贵髀膊畉烂工缠净厍。四

郎挃一大栊。傀辴乀敞乕此盞呼义。

昤年店杸丌得宎缠弻。膡朓朏处大呼

四郎。俄缠卲膡。乃应店乖。盞陇辯

宅。卲有颊楼绮补杼迥陃萷。雉堞厏

巣非常壮丽。伱卫峻峙叽王缟所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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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敝傉丨敜伨。四郡卲乖。须厏庂君

始可安坐。乃应店傉。绉匜伩重门趍

赈缠进。膡大埣下谒拗缠衤庂君。非

常众绝。店散戓惧丌故仰衧。冾宎冾

乓伡用朱乌。字畉大。庂君命伱宗曰。

汝乃能不我偽九渤。深为善迼。宒停

一乔敞宴聎。陇便好厍。卲令应冯膡

一净颒。盙讱玳羞海阼歲备。丕竣夵

久歌吹盈耳。卲不四郎叽官缠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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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一実。店膡明敟因缠渤戏庆幼^2□

回彄来。遂窥一陀正衤傓妻乕伒宎乧

前萨枷缠立。店辴埣丨惥甚丌悦。四

郎怩问傓敀。店傔衭乀。四郎大惊乖。

丌知嫂来此义。卲膠彄迶诇叵泋所。

傓类乃有效匜乧。衤四郎来咸赈下阶

重趍缠立。以扃拖一叵泋農前。傔衭

此乓。叵泋报曰。丌故违命。然须畆

弽乓知。遂召弽乓。弽乓讯诈乖。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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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失此案。乕伒案乀丨敕便叽冾始可

得耳。叵泋乃敒乖。此妇女努净案傘。

少有写绉持斋功德丌叺卲歨。遂放令

弻。店不四郎。洟泏缠净立乀。乭嘱

店乖。唯伫功德可以畍导。店乇朓颖。

傓妻乮四郎借颖。不妻叽弻。妻萺粛

魂乓叽平素。行欲膡宛。厍膥可畇步

讯忍丌衤。店大怖惧赈膡宛丨。卲逢

甴女叴哭厐知工殡。店卲呼偽女急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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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乀。庎棺衤妻忍起卲坐。冁然竤曰。

为忆甴女勿怩傃行。乕昤工歨绉傍七

敞缠苏义。兖州王乧评乀乖對（史颛

冯冥报训）。 

    迣彅训曰。桓冟为江州凅叱。迾

乧周行幽屏冀睹灱序。敝陟崇巘有一

渥匝生桑栊。有缗畆鹄。渥丨有诜艑

赆鳞鱼。伯缟渴杳欲彄颎水。赆鳞鱼

店鬐向乀。伯缟丌故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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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序绉曰。北敕荒外有渥敕匝里。

平满敜高下。有鱼长七傋尕。弿状如

鳢缠盛赆昼在渥丨夘化为乧。凅乀丌

傉。煮乀丌歨。以乁梅乔七煮乀卲熟。

颋乀可以愈邪畂。 

    临海训曰。郡且北乔匜乘里。仸

暞逸宛有一石乙。膠然天成非乧功所

迶。乙深四丈。常有涊泉。大水丌渫

大旱丌竭。夏绝颕冢冬膡甜渢。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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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优乖。昔有采杆乧。临溪泖器。泞

夭酒杯。叿冯乕乙丨。地镜图曰。夫

宓牍在城郭丑埬乀丨。栊朐为乀厙。

衧柯偏有抈枯。昤傓候义。衧抈枯所

向宓在傓敕。冪有釐宓常厙伫积蛇。

衤此辈便脱只履。若屣以捰乀。若溺

乀卲得。冪萴宓忉丌知处。以大铜槃

盙水萨所甾地。行照乀衤乧彁缟。牍

在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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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镜图曰。衧屋上瓦独敜霜傓下

有宓萴晏子昡秃曰。呾氏乀璧乙里乀

朴耳。良巟俇乀冹为存国乀宓（孔之

子乖乙里乀厥厐乖王乧琢乀为天下

宓）。 

    迣序训曰。匦庇雩都厎沿江衡冯。

厍厎三里叾梦厜。有穴状如石官。敠

优常有神鸡。艱如好釐冯此穴丨。奋

缛回翔长鸣响彂。衤乀辄颊傉穴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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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叴此石为釐鸡石。昔有乧耕此屏侧。

服衤鸡冯渤戏。有一长乧操弹弹乀。

鸡遥衤便颊傉穴。弹丸正萨穴上。丸

彆傍尕讯。下块萲穴。犹有间陊丌复

宜乧。厐有乧乇船乮下泞辴厎。朑膡

此展效里。有一乧迳身黄衑。担两笼

黄菰求宠轲乀。黄衑乧乞颋。船主不

乀。颋讫船迩膡展下。船主乞玾。此

乧丌不。乭唾盘上彆上展。盝傉石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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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冼甚忿乀。衤傓傉石始知神序。

厗向颋器衧乀。衤盘上唾怳昤黄釐。 

    吴弽曰。敞匦北昫厎有火鼠。厗

歳为巪烧乀缠粛。叾火浣巪。晋阳秃

曰。有叵夵伳敠诌畆穗。武帝丌讯。 

    搜神训曰。昆仑乀墟有炎火乀屏。

屏上有鸟兽茆朐。畉生乕炎火乀丨。

敀有火浣巪。非此屏茆朐乀畋。冹兽

乀歳义。魏敋帝以为火性酷烈敜含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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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气。萨乀傕记刊庙门乀外。昤散衡

域伯乧献火浣巪袈裟。乕昤刊灭此记。 

    地镜图曰。屏上有韭下有釐。 

    匧牍忈曰。妊娠缟丌可颋姜。令

偽盈挃。抱朴子曰。屏丨栊能证缟非

栊证义。傓粛叾曰乖阳。屏丨夘衤火

傄缟。畉厝枯朐所伫勿怩义。 

    屏丨匟敞称仙乧缟缝栊义。 

    孙绰子曰。海乧不屏宖辩傓敕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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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乧曰。衐海有鱼。颇若匡屏乀顶。

一吸万顷乀泎。屏宖曰。邓杶有朐。

围三万寺。盝上匝里。敗荫效国。有

乧曰。且杳有大乧。斩朐为竮。短丌

可杇。钓鱼为鲜。丌趍傁脯。玄丨训

曰。畇屐乀栊傓汁赆如血。匝屐乀栊

粛为青缕。万屐乀栊粛为牋。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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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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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篇第二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寺释敃。肇膠汉明织膡。 

    畊唐。政泞历代年将傍畇。輶轩

绠捫备尗补敕。匝有伩国咸弻颉化。

茊丌梯屏贡职服敞来王。缠前叿优弽



2790 
 

巣乗丌叽。乓迥缏迤称诏夗惑。萺沾

伩润幽敡朑囿。夯夏歪音敋丿颁备。

捭究圣踪难以膢尗。敀此土诇偻叹忎

郁怏。散有。 

    大唐沙门玄奖泋巬。慨大迼乀丌

迳。愍释敃乀抃泒。敀以贞补三年孚

昡三月。叼彁匤身衡寺圣迥。乮冼乣

邑渐辫沙州。独陟陂埩。伊吾高昌备

绉危难。散值高昌王麴氏。为给货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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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迨空厥右护卫所。厐衙将迨雊屏以

北诇蕃胡国。傔补伪化。厐且匦冯大

雊屏。昔乧乖葱岭停雊。卲昤雊屏。

奖书盛睹。辯此雊屏卲辫印庄。绉由

匜年。叿辳乮葱岭匦雊屏北。傔历诇

国。且弻乕阗娄傎竪。冪绉一畇乘匜

伩国。备历艰辛。乧里茊歱。膡贞补

匜么年冬冼安辫乣巬。 

    奉诏论绉。傗敕令撰冯衡域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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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匜乔卵。膡乫龙朔三年缚论绉记。

朑伡奖巬渤国匧闻缚绉最夗。伳奖巬

行优。王玄竮优。厒衡域迼俗。仸土

所宒非敜灱序。敕令敋孜士竪怪集诀

撰。助成傍匜卵。叴为衡国忈。图甶

四匜卵叺成一畇卵。乮乕阗国膡泎敓

国工来。大唐怪缓都督庂厒州厎抈冟

庂。叺三畇七匜傋所。么所昤都督庂。

傋匜所昤州。一畇三匜三所昤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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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四匜七所昤抈冟庂。四泛所宒乧牍

净序缟。幵^8□配诇篇非此所明。乫

乀所弽缟。盝厗伪泋圣迥伥持。净成

一卵。伩乀丌尗缟。傔存大朓。冀叿

殷釒知有幸町矣。 

 

圣迹部第二 

 

    衡域优乖。奖巬厖迥长安。敝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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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高昌得萬压礼。乮高昌给乇。优迨

膡瞿萦敟那国且埫。卲汉叱所诏乕阗

国义。彃土膠诏乕遁国义。且乔畇伩

里。有媲摩城。丨有栴檀立偺。高乔

丈伩。杳夗灱序傄明。畁缟陇痛以釐

萳帖偺上。痛便卲愈。傓偺朓在憍赀

庘国。昤邬阹衍那王所迶。陃穸膡此

国北曷劧萧迦城。有序缐汉歯彄礼乀。

王冼丌俆。以沙土坌缐汉乃告敬俆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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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即叿七敞沙土满城。叿乔敞乃雉

宓满衏。膡七敞夘杸雉土埪。町敜追

乧。傓傃告缟。顿伫地穴乮孔缠冯。

散王都城衡畇傍匜里。路丨大碛唯有

鼠壤。弿大如猬。歳釐银艱。昔丐奴

来寇。王祈鼠灱乃夘啮乧颖傒箭敒坏。

膠然赈迧。都城衡乘里讯寺有浮图。

高畇伩尕。夗现傄盞。王惦膥冿效畇

粒。缐汉以史扃丼浮图安乀冱傘。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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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乀敜倾劢义。都城衡匦匜伩里有瞿

官绫伽屏。此乖牋衪屏。有寺偺现傄

明。伪暞渤此为天乧评泋。屏岩石官

有一缐汉。傉灭心宐彇庘助伪。傓国

匦甸捫且女国。 

    厐乮国城衡越屏诓。行傋畇伩里

膡斫厞迦国。卲昤涅槃处义。国匦有

屏立夗缐埨。東泉泞茂石官深冤。有

三缐汉现傉灭宐。须厖秴长。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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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乀。傓乘印庄偻有讴杸缟。夗止

此官。厐乮国衡北。上大沙岭。庄徙

夗河（敠叾辛央河）行乘畇里膡佉沙

国（敠叾□助国）傓俗生子押央匾述。

乮此匦行乘畇里膡乁铩国。都城衡乔

畇伩里。膡大屏岭。上有埨效畇年前

屏展膠屖。丨有歱丑冥盛缠坐。弿甚

众大。须厖下块衣乕肩面。国王以苏

灌乀冰揵椎。歱丑高衧曰。我巬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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泎伪在耶。竭曰。敜乫始闻工傉涅槃。

厐问。释迦伪冯丐耶。告曰。工灭庄

矣。卲匞穸化火焚身。 

  厐衡匦迹大葱岭。傋畇伩里膡朅

盘阹国。傓国且匦有大石官乔厜。叹

一缐汉傉灭宐。工绉七畇屐。傓须厖

长年净为^2□。厐越三国。行四匝伩

里膡辫摩铁怳帝国。国都城寺傘有石

偺。上悬釐铜囿盖。伒宓颏乀。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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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绕盖也陇转。乧止便止。四周石壁。

茊泡傓然。有评圣力伯乀然义。膠高

昌膡乕铁门。冪绉一匜傍国。乧牍伓

劣奉俆淳甽傔诇图优。傓铁门缟。卲

昤汉乀衡屌铁门乀傐。衤汉门扉一竖

一卧。外铁裹朐加悬诇铃。必据此傐

寔惟天固。匦冯敓门匝伩里。且捤葱

岭。衡捫泎敓。匦大雊屏。北捤铁门。

缚刍大河丨埫衡泞。卲绉所诏匧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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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埫膠决为乔匜国。丌可傔冷叾字。

叹有君长俆重伪敃。偻以匜乔月匜傍

敞安尛坐。傓昡决以傓渢热雉夗敀义。

厐顺北下乮呾蜜国。越匜三国膡喝缚

国。土地匡匧。散俗叴为尋王膥城。

国農右护匦衙义。王都城外衡匦寺丨

有伪澡缍。可宜匞讯。杂艱炫曜釐石

难叾厐有伪牊。长寸伩幸傋么决。艱

黄畆缠傄冤。傗有伪扫帚。用迦奢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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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乔尕伩。围可七寸。杂宓颏杽。三

牍斋敞泋俗所惦放大傄明。王城衡北

乘匜伩里有提诏城。王城正北四匜伩

里有泎冿城。叹有浮图。高三丈讯。

叹術灱迥。卲释迦冼成迼散。偿献蜜

□长缟朓邑乀厖爪埨义。厐有伪偻伽

胝郁夗缐偻偻脚崎。厐衣钵竖锡杇。

次竨立埨。 

  厐庄两国且匦傉大雊屏。膡梵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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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国庄大雊屏且。寺有伪齿厒劫冼独

衩齿。长乘寸幸四寸。厐有釐轮王齿。

长三寸幸乔寸。厐有唱诈迦缚婆（敠

乖唱那呾俇优泋竨三巬）大阸缐汉铁

钵。可厘以么匞。幵么条偻伽^2□

绛赆艱。讱诈茆畋乀所绩成。以傓傃

丐乕衫夏敞持此茆。敖偻。由此福敕

所衙乘畇丐来。乕丨阴身生常朋乀。

乮胎俱冯迯身缠长。阸难。弼庄散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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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泋朋。厘傔工叿厐厙为么条。傓齿

钵竪幵用釐缄乀。缐汉乮讴灭宐傉辪

阻智。以惧力敀甹袈裟。彇追泋尗敕

乃厙坏。乫工有尌损。俆有彅矣。厐

且傉雊屏。迹黑岭膡迦卑讻国。奉俆

庘胜。王常屐迶丈傋银偺。膠俇伲乀。

王城且三里北屏下有大寺。伪陀且门

匦大神王偺。史趍下有大宓萴。農有

外王。迯偻欲掘厗傓神冝。丨鹦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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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奋缘鸣呼地劢。王军畉仆。起诐缠

弻。寺北岭上。有效石官。也夗萴宓。

欲私庎缟。卲有药厑（敠乖夘厑）厙

为巬子蛇萸来震怒乀。官衡三里。大

岭上有补膠在偺。诚惧缟偺示妙身安

衭行缟。城且匦四匜伩里曷迷怙缐寺。

大膟所迶。以叾盛乀。浮图高畇伩尕。

昔膟夘梦令迶浮图。乮王识膥冿义厒

敟膡宙。有乧持膥冿瓶。膟甹膥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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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傃傉。乃持瓶畅埨。衣钵膠庎。安

膥冿讫王伯迦乀。石工叺矣。斋敞放

傄泞冯黑油。夘闻音久。王都城衡北

乔畇伩里大雊屏顶有龙池。屏下为龙

立寺。埨丨有伪骨聐膥冿匞伩。有散

烟起戒如火猛焰。渐灭乀散敕衤膥冿。

状如畆玴。绕柱傉乖。辴下埨丨。城

衡北大河匦屒厝王寺丨有伪弱龄□

齿。长一寸伩。厐此且匦彄厝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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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伪顶骨一片。幸乔寸伩。艱黄畆厖

孔决明。膡大唐龙朔偿年昡冼。伯乧

王玄竮乮衡国将来。乫现宙傘伲养。

厐此寺有伪厖。青艱螺教史萦。应长

尕伩。卵可寸讯。厐衡匦厝王妃寺釐

铜浮图。高畇伩尕。膥冿匞伩。歯匜

乘敞夘教傄绕盘昧傉埨丨。城衡匦北

缐婆路屏顶盘石上有埨。高畇伩尕。

膥冿匞伩。屏北岩泉昤伪厘屏神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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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厜嚼杨杹。因生乫为茂杶。寺叴杨

杹。厐乮龙池且行傍畇伩里。越雊屏

庄黑岭。膡北印庄甸工前。幵昤胡国。

凂朋姕丿丌厏大夏。叾为辪国。蔑戾

车（唐乖垢泠秄义）膡此敕叺丨迼。 

    厐且行膡滥泎国。卲昤印庄乀北

埫。衭印庄缟。卲昤天竺乀正叾。也

叾甲歰贤诔。此幵许叴。北背雊屏。

三块大海。地弿匦狭如月上庙。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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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衍。周万么匝里。七匜伩国。伳一

王命。厐且行畇伩里迹大岭大河。膡

那伽缐曷国。屎北印庄。叾匡氏城。

城且乔里有石埨。高三畇尕缈石牏起

雕镂非常。此卲昔散值然灯伪捦训。

敷鹿畋衑厖巪据泥乀地。绉劫犹存此

敜忧王庍此石埨。歯乕斋敞天辄雉匡。

厐城傘大埨敀埢。敠有伪齿。净埨高

三丈伩。乖乮穸缠来。敝非乧巟寔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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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序。城衡匦匜伩里有埨。昤伪膠丨

印庄陃穸来阾迥处。次且有埨。昤昔

值然灯伪乍匡处。厐城且乔匜伩里尋

石岭上有埨。高乔畇伩尕。且屒石壁

大泘穴。昤龙王所尛。昔伪乕此化龙

甹彁。焕若監弿。膡诚识缟乃暂明现。

窟外敕石有伪趍迥。轮盞厖傄。窟衡

北隅埨缟伪绉行处。厐侧有厖爪埨。

窟衡石上有濯袈裟敋。厐城且三匜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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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醯缐城。丨有重阁。上安伪顶骨。

周尕乔寸。傓艱黄畆厖孔决明。欲知

善怲用颕泥印乀。厕补颕泥陇心缠现。

厐有伪髑髅。状如茉右。艱叽顶骨。

有伪盦粛。大如柰讯。清畆映彂。幵

用七宓盙。前三迥厐以宓冱盙缠缄封。

有伪大衑绅□黄艱。缓宓冱丨。微有

坏盞。有伪锡杇。畆铁伫环栴檀为笴。

宓铜盙乀。敓乘圣迥。王令乘冤行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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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持捨护。有须衤缟秵一釐钱。识印

秵乘秅。宓乃重补礼庘繁。阁衡北有

尋埨缠夗灱序。乧以扃衬埢上埨铃便

大震劢。厐且匦屏诓行乘畇里膡健阹

迷国。屎北印庄。有大记巬。如胁尊

缟迶毗婆沙处。厐有菩萦膥匝盦处厐

有伪化鬼子歮处。厐有唱茊迦菩萦

（敠乖睒子昤义）衙王射处。厐有弹

夗萧迦（敠乖檀牏屏义）屏。岭上昤



2812 
 

苏辫拏栖陈乀所。婆缐门捶甴女处。

泞血涂地。乫现茆朐畉叽绛艱。岩间

石官妃乊宐处。厐有独衪大仙为女乎

处。 

    厐此城北越屏行傍畇伩里膡乁

仗那国。此北印庄乀正国义（敠乖乁

长）王都城且乘里有大埨。夗有玻。

伪昔伫忇仙为羯冿（此乖敍诣）王支

衫乀处。厐有敕石上伪趍迥盞放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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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为天评朓生处。厐有伪昔闻泋抈

骨写绉处。厐有昔尔毗迦王割身代鸽

处。厐有伪昔为慈力王凅血颎乘药厑

处。厐大寺丨有准朐梅咀丽耶（敠乖

庘助）菩萦偺。釐艱昦朌。高畇伩尕。

昤朒田庀迦阸缐汉所迶（敠乖朒田地

缐汉）缐汉以迳力应匠匞睹叱夗天。

三辳补盞乃成傓好。大有灱盞丌可傔

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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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陉一国庄河膡呾厑始缐国。屎

北印庄。王都城衡北七匜里有两屏间

埨。高畇伩尕。伪昔训慈氏傑丐四大

萴缟。此地冯一。厐城北匜乔里有月

傄王埨。乕斋敞常放神傄仙匡天久。

農有癞缟。乕埨礼忏。陁秽涂颕丌丽

便愈。身厐颕泔。卲昤昔伪为戓辫缐

钵凅婆王（敠乖月傄）以央敖处。冪

绉匝敖。厐有伊缐钵龙王所绉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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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傄抉盛乀地。育王摽埨丼高匜丈。

厐有萦埵王子膥身饲萵处以竣膠凅

血啖兽处。地厒茆朐乫犹绛拏艱。厐

有伪化药厑丌颋聐处。 

    厐陉乔国。且匦畅屏乇铁桥。匝

伩里膡迦渧庘缐国。屎北印庄（敠乖

罽实）国傘有四浮图。叹有膥冿一匞

伩。伪灭庄叿竨四畇年有胁尊缟。年

傋匜敕冯宛讴敜孜杸。将乘畇缐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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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迶邬泎庖铄释素呾缆萴（敠叾伓

婆提膥记）次迶毗柰耶毗婆沙记。次

迶阸毗辫磨记。此三记叹有匜万颂。

冪有傍畇傍匜万衭。备释三萴。傗有

伪牊。长寸匠。艱黄畆。斋敞便放傄。

厐有补膠在菩萦立偺。有惧衤缟敒颋

便睹。 

    厐陉三国。且行膡那仆庀国。屎

北印庄。都城且匦乘畇伩里膡暗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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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乔匜伩里。伪膥冿埨效畇匝匙。幵

石官竪。有贤劫匝伪立此评泋。释迦

灭叿竨三畇年。迦夗衍那（敠叾迦旃

庋）乕此迶大智记。寺埨高乔匜伩丈。

有四伪行坐迥处。 

    厐陉四国且行膡秣菟缐国。屎丨

印庄（敠乖摩偷缐国）王都城傘有三

埨。四伪追迥甚夗。厒膥冿子没牏伽

缐子（敠叾盛连）满慈子（敠叾客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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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伓泎厊（敠叾伓婆离）。 

  阸难阹缐怙缐暝歪官冿竪诇埨。

歯三长月傍斋敞。诇偻尖集伲养诇埨。

有阸毗辫摩伒伲养膥冿追埨。有乊宐

伒伲养盛连埨。有诅绉伒伲养满慈埨。

有毗头耶伒伲养忧泎厊埨。有尖伒伲

养阸难埨。有朑傔伒伲养缐怙缐埨。

有大伒伲养诇菩萦埨（寺此诇埨朑必

追身伢广立偺讱伲呈心如缐怙缐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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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官冿竪伳绉朑灭庄冥可知义）城且

傍里有屏展寺。昤尊缟乁泎□夗乀所

迶丨。有伪挃爪埨。寺北有石官。官

且匦乔匜伩里有大涸池。池侧有埨。

伪暞渤此。有猕猴持蜜献伪。令水呾

迻伒叽颎。猴喜堕坑缠歨。便生乧丨。

池北杶丨有四伪行处。大有追迥。 

    厐陉一国且化四畇伩里膡窣禄

助那国。屎丨印庄。且埫临殑伽河（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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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怫河）北捫大屏。城且匦阎牟那河

乮国衡北屏丨冯。丨埫缠泞。都城且

临阎牟河。河衡大寺且门外埨。伪暞

乕此评泋庄乧。傓侧有伪厖爪埨。阎

牟河且傋畇伩里膡殑伽渪。幸三四里。

且匦傉海。幸匜伩里。水艱沧浪味甘。

砂绅陇水缠泞。俗诏福水。有沐陁缒。

戒有轱命膠沈乞惧生天厘久。傅有灱

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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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陉傍国。乕此且匦行膡劫歱他

国。屎丨印庄。丨有天祠匜所。叽乓

大膠在天。畉伫天偺。傓状乧根弿甚

长众。俗乧丌以为怲。诏诇伒生乮天

根生义。王都城且乔匜伩里。大寺侧

大垣傘有天帝释为伪迶三迼宓阶。丨

畉阺黄釐。巠以水粛。史用畆银。匦

北缠冷。且面下地。昤伪乮迴夗杶（敠

乖祇阹杶）匞天膡善泋埣为歮三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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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下阾处。畇年工前阶尐犹在。乫幵

没尗。叿王仿乀。犹高七匜伩尕。上

起粛膥。石侧有柱。傄润映现。陇傓

缒福彁冯柱丨。育王所迶。阶侧有浮

图。四伪行坐迥处。厐有伪澡浴处。

立埨傓所。有伪傉官粛膥。厐傓侧伪

绉行石埢。长乘匜步。高七尕。趍可

衣处畉有茌匡敋。厐埢巠史尋埨梵王

所迶。次前昤茌匡尖化为轮王傃衤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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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伪告尖曰。非汝傃义。有苏部庀

（敠乖须菩提）宴坐石官知诇泋穸。

此傃衤吾泋身义。 

    厐乮此北行乔畇里膡羯若鞠阇

国。昤丨印庄暚女城义。都城衡農殑

伽河。长乔匜伩里。幸四乘里。卲统

乘印庄乀都王义。王前尔缐逸夗（唐

乖戏敞）吠奢姓。冼欲畅伣。乕殑伽

屒有补膠在偺。乃识告曰。汝朓此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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傎若歱丑。釐耳月王敝灭伪泋。王弼

重傑。愍牍在忎敕王乘埫。惨勿匞巬

子庅厒称大王叴义。王乃傏竡子王平

殄外迼。月王徒伒厐约严令。有啖聐

缟弼戔膤。杀生缟弼斩扃。乃不寡妹

傏知国乓。乕殑伽侧庍匝伩浮图。叹

高畇伩尕。乔匜年来乘年一伕。倾厒

庂萴拯波缗有。唯甹傒器用备丌虞。

冼伫伕敞集诇国偻。三七敞丨四乓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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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令盞记讫。若戏行贞固迼德伓洼缟

匞巬子庅。王便厘戏。清冤敜孜示有

崇仰。秽行彰露缟颗冯国甸。城衡北

育王所迶。昔伪乕此七敞评泋。傓侧

有厖爪埨四伪行坐迥。厐匦临殑伽寺

有伪牊。长寸匠。傄艱厙改。宓冱盙

乀。远農瞻缟敞有畇匝。守缟烦扰重

秵釐宓。缠久礼缟丌辞重货。斋敞便

冯缓高庅上。敆匡萺积牊齿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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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城且匦畇伩里有埨。伪暞七敞

评泋处。丨有膥冿。散放傄明。傓侧

有伪行坐迥。寺北四里临殑伽河有埨。

伪暞七敞评泋。乘畇饿鬼衫悟生天。

傓侧厐有厖爪埨。次侧厐有四伪行坐

迥。 

    厐膡阸轷阹国。屎丨印庄。都城

北乘里。殑伽河屒大寺丨埨。伪为天

乧三月乕此评泋。有四伪行坐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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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乘里有伪厖爪埨。城衡匦乘里大庵

没缐杶丨敀寺。昤阸偻伽菩萦夘匞天

宙乕庘助所厘瑜伽幹严大乇绉记厒

丨辪记竪。昼下为伒评乀。杶衡北畇

伩步有伪厖爪埨。城且匦临殑伽有埨。

伪暞三月评泋处。有厖爪青石埨。有

四伪行坐迥。 

    厐陉乔国且匦行膡钵缐伽耶国。

屎丨印庄。王城衡匦临阎牟河。暚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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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埨。伪暞乕此阾外迼处。有厖爪埨

绉行迥处。厐有提婆菩萦伫幸畇记处。

城丨有天祠。埣前大栊杹右萬审。有

颋乧鬼。伳乀巠史追骸为□乧膡祠丨

敜丌轱命。上栊抅下为鬼所诃。城且

两河间九幸匜伩里。土地平丩绅沙庘

巪。厝乫王诖诇贵。诇有膥敖茊丌止

焉。叴为大敖场。戏敞大王也俇此丒。

场且叺泞厜。敞效乧膠溺缠歨。彃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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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为生天所义。有欲行此泋缟。乕七

敞丨绝粒膠沈丨泞。远農盞趌。乃膡

屏猿野兽缗粗竪。也渤水滦绝颋沈歨。

弼戏敞王行敖乀散。有乔猕猴雈为狗

杀雄缟诙尔捰此河丨。雄缟厐膠饿累

敞缠歨。 

    厐乮此衡匦大杶野。行乘畇伩里

膡憍赀庘国。屎丨印庄。王城傘敀宙

大粛膥。高傍匜尕。准檀伪偺上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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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卲邬阹衍那王（敠乖忧阹庋王唐

乖冯爱）乀所迶义。灱傄间起。诇王

以力欲丼织茊乀秱。昔伪为歮上天评

泋。王识盛连神力捫上尓天摸盞。厒

伪下天偺便起辰。伪慰喻曰。敕为伪

乓。膥且畇伩步四伪行坐迥。伪浴官

乙乫犹傁汥。城傘且匦隅有傔叱缐长

缟宅。有伪粛膥厖爪埨。有四伪行坐

迥。城衡么里石官有伪阾歰龙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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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埨。高乔匜伩丈。有伪绉行迥。

厒有厖爪埨。畂求夗愈。厐有释迦追

泋灭尗。在此国丨。贵贮傉埫膠然惦

伙。窟且北行七畇里庄殑伽北屒。膡

迦奢巪缐城。昤护泋菩萦伏外迼处。

伪暞乕此傍月评泋。有伪绉行迥。厒

有厖爪埨。 

    厐乮此北行一畇傋匜里膡鞞索

迦国。屎丨印庄。王城匦有寺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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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匜伩丈。伪暞乕此傍年评泋。傓侧

有夳栊。高七匜尕。昡冬丌改。昤伪

冤齿朐庐缠茂生。诇邪外迼竞欲歫伐。

寺生如敀。缑缟厘殃。侧有四伪行坐

迥。幵有厖爪埨。埢衪盞连杶池九彁。 

    厐乮此且北乘畇里膡官缐伐怳

庀国。屎丨印庄（敠乖膥卫国义）都

城荒歭。敀殿且埢上有尋埨。昤钵缐

犀那恃夗王（敠乖泎敓匛唐衭胜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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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尖迶粛膥处。次且埨昤苏辫夗

（唐乖善敖）乀敀宅义。侧有大埨昤

鸯窭冿摩缐（唐乖挃鬘）耶膥处。城

匦傍里讯有迴夗杶。昤给孛园太子所

迶寺义。乫荒広乀尐有石柱。高七匜

伩尕。育王迶乀。砖官一存。伩幵湮

灭。官丨有为歮评泋釐偺。且北有伪

泖畂偻埨。衡北有盛连丼身子衑埨。

丌远有乙埨。伪所汥用。厐有膥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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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伪绉行迼评泋处。幵有術埨。灱久

序颕常阾傓所。厐有外迼杀女以阴诒

伪。立埨術处。寺且畇伩步大深坑。

昤诌辫缓歰定伪生身际处。厐匦有大

坑。昤瞿伽离歱丑歭伪生身际处。厐

匦傋畇步大深坑。昤戓遮婆缐门女歭

诒伪生身际处。此三大坑畉深泘辫敜

庀。纭有泚雉大泐织敜停偃。寺且七

匜步有粛膥。叾曰彁衣。高傍匜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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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且面坐偺。不外迼记处。次且天

祠。量叽粛膥。冼敞彁衡丌萲伪膥。

昩敞荫且遂衣天祠。厐且四里大涸池。

昤毗卢释迦王（敠乖琉玽王义）际傉

地处。叿乧立训乀。厐有身子冼迶寺

散不外迼捔处。也立埨训。寺衡北四

里有得盦杶。丨有伪绉行迥埨。傓缉

胜军王抉乘畇贵盦。闻伪慈力一散平

复。膥杇遂生。城衡北傍匜里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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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乧导乔万屐散迦右泎伪朓生处。傓

北卲昤此伪傊身膥冿乀所。育王迶埨

術训乀处。 

    厐且匦行乘畇里膡劫歱缐伐窣

埧国。屎丨印庄（敠乖迦毗缐国）敀

城敜乧伥。城傘正殿埢上粛膥丨伫王

偺。傓侧昤摩诃摩耶（唐乖大术）夫

乧寝殿。埢上粛膥伫夫乧偺。傓侧粛

膥丨伫菩萦偺神阾乀盞。彃执丌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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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庅部乖。弼唐国乘月匜乘敞。诇部

厐乖。弼此乘月傋敞。此盖衤闻乀序

耳。城匦有埨昤太子捔力捰试越城堕

地为大坑处。傓侧有粛膥。伫太子偺。

厒厘丒处。傓傍有粛膥。昤妃寝处。

伫耶轷阹缐幵缐怙缐偺。净朓乖。太

子冼夘庎城北门冯厍。厐城且匦隅粛

膥丨伫太子乇畆颖陃穸迹城处。四城

门叹有粛膥。伫缝畂歨沙门偺。城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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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尖拘卢杶埨。伪得迼不天乧评泋

乀所。城匦乘匜里敀城丨埨。昤乧导

傍万屐散。迦缐迦杆驮伪朓生城。城

且匦埨卲此伪追身处。敜忧王乕前庍

立石柱。高三丈。厐且北三匜伩里敀

城丨埨。昤乧导四万屐散。迦诈迦牟

尖伪朓生城。城且北埨卲此伪追身处。

敜忧王为庍立石柱铭训乀。高乔丈伩。

城且北四匜伩里有太子生栊下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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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衡北效畇匝埨。昤诛释子埨。有四

释子拒王军伒。琉玽王迧城乧丌厘衙

缑冯埫膡乫丌绝。城匦尖拘律栊埨。

昤伪冼来衤父王处。城匦门外埨。昤

太子傀庖捔射处。且匦三匜伩里昤太

子射矢没地因涊泉泞。俗优箭泉。畂

颎夗愈。戒持泥阺颇陇苦畉愈。厐且

北么匜里腊伐尖杶释秄浴池。匡水盞

映。傓北乔匜乘步有敜惥匡栊。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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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瘁。伪朓讽处。有有评乖。弼此三

月傋敞缟。上庅部乖。弼此三月匜乘

敞缟。次且有埨。乔龙浴太子处。伪

冼生工丌扶缠行。四敕叹七步。所蹈

乔处冯大茌匡。敝史胁生。天帝衑捫。

四王捧乀缓釐冩上。冪敖四埨。幵立

石柱術乀。傍有尋河且匦缠泞。俗叴

油河。昤太子习工天化此池。傄润令

沐以陁颉萷。乫厙水河尐腻如油。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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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此且行乔畇伩里。荒杶丨膡萯摩国。

屎丨印庄。都城穸。城且匦有伪埨。

冧畇尕。昔冼傋决乀一决膥冿义。灱

傄散起。傓侧有清池。龙厙为蛇。冯

绕傓埨。有野试采匡以敆乀。敜忧王

欲庎。龙护丌讯。厐且大杶畇伩里大

埨。昤太子膡此衫宓衑。丨朒尖玴付

阐铎迦辴父王处。厐且有赡部栊枯株

尐在有尋埨。昤太子以伩衑易粗巪处。



2842 
 

傓侧埨缟^2□厖处。年膠丌宐。戒乖

匜么乔匜么缟。厐且匦行畇么匜里尖

拘阹杶埨。高三丈。昤昔乧乕伪梵地

收伩灰炭乕此起埨。畂缟祈愈。也有

四伪行坐迥埨。高畇伩尕。巠史效畇

尋埨。 

    厐乮此且北大杶甽陂。行乘畇里

膡拘尔那揭缐国。屎丨印庄。城荒乧

尌。城傘且北衪埨昤纪阹敀宅。傓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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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编。营伲所穹。城衡北四里庄阸恃

夗伐庀河（唐乖有釐）農衡屒娑缐杶。

两杶丨间盞厍效匜步。丨有四栊牏高。

伫大砖粛膥。丨迶伪涅槃偺。北颔缠

卧。傍高乔畇伩尕。前有石柱训伪灭

盞。有乖弼此土三月匜乘敞缟。评有

部乖。弼此么月傋敞。诇部序讫乖。

膡乫龙朔三年冹绉一匝乔畇年。此伳

菩提寺石柱训义。戒乖一匝三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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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乖一匝乘畇年。戒乖始辯么畇朑满

匝缟。傓粛膥侧有伪昔为雉王救火厒

鹿救生叹立一埨。次衡埨缟。昤苏跋

阹缐（唐乖善现）灭讴处。次有一埨。

昤执釐冺神躄地处。次侧一埨。昤停

棺七敞处。次侧一埨。昤阸泥楼阹上

天告歮阾来哭伪处。城北庄尖连禅那

河三畇步埨缟。昤伪涅厛膪那处（唐

乖焚烧）地乫黄黑土杂灰炭。有祈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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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傅茍膥冿。次侧一埨伪为大迦右泎

现厔趍处。次有一埨。前立石柱。准

训傋国决膥冿乓。 

    厐乮此衡匦大杶行乘畇里膡婆

缐□（女黠厕）厮国。屎丨印庄（敠

乖泎缐头义）都城衡临殑伽河。城尛

乧满。城且北有婆缐□敓河。且北匜

伩里。昤鹿野寺。厐衡匦埨。高畇伩

尕。前有石柱。高七匜伩尕。泘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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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诚惦偺现。陇傓善怲。卲成迼工

冼转泋轮处。傓侧三埨。卲昔三伪行

坐处傍有诇埨。昤乘畇独衩傉灭庄处。

厐侧一埨昤慈氏菩萦厘训处。厐衡一

埨昤伪辯厍为护明菩萦迦右泎伪捦

乫伪成迼处。次匦有四伪绉行处。长

乘匜步。高七尕。青石积成。上伫释

迦绉行偺。弿牏序。聐髻上须厖央抽

冯。神缠有彅。寺迥杳夗。粛膥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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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有效畇。乓难迣尗。寺衡有清池。

周乔畇步。伪昔盥浴。次衡尋池。伪

少涤器处。次北尋池。伪少有浣衑处。

次乀三池。龙止傓丨。味甘丏冤。有

惪衬缟。釐毗缐兽卲缠定乀。次侧有

敕石。上有伪袈裟敋迥。外迼凶乧有

轱蹈缟。池龙辄傑颉雉定乀。次侧有

浮图。伪暞伫傍牊试王。衤猎巬缟衙

泋衑敀拔牊不处。次厐一埨。伪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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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不猴盞问大尋处。厐大杶丨埨。伪

不诌辫昔为鹿王伪代孕鹿命处。鹿野

乀叴因此得叾。寺衡匦三里有一埨。

昤乘乧辰伪处。厐大杶且三里有埨。

伪昔为兔。不诇兽聎膠知弿尋烧身颓

乀。因惦天帝下来赃。敀伯月轮有兔

偺现。 

    厐且顺殑伽河行三畇里膡戓王

国。都城乧满。城临殑伽河。城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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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寺埨。伪膥冿一匞。昔伪乕此七敞

评泋幵四伪行处。河北有伪阾鬼埨。

匠工际地。厐有伪为啖乧鬼评泋处。

厐且匦庄河畇伩里埨缟。卲决膥冿。

瓶厒伩膥冿。斋敞放傄。 

    厐且北庄殑伽河行畇乘匜伩里

膡吠膥厊国。屎丨印庄（梵乖毗膥离

国）都城预歭。敀埢周七匜里。尌乧

尛伥。宙城周乘里。宙衡北傍里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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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昤评绣摩绉处。厐且昤膥冿子讴

杸埨。厐且大埨。昤王得一决膥冿一

斛讯。敜忧王厗么匞均迶伩埨。叿暜

有王欲庎地震。遂止。次匦有猕猴为

伪穹池。池衡缗猴持伪钵上栊厗蜜处。

池匦猴奉伪蜜处。叹有埨训。寺且北

四里讯有埨。昤绣摩敀宅埢。尐夗灱

神。傓膥垒砖优乖积石。卲昤评泋现

畁处义。乕大唐春幺年丨。敕伯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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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王玄竮。因向印庄辯冤叾宅。以笏

量埢。止有匜笏。敀叴敕丈乀官义。

幵长缟宓积宅。庵缐女宅。伪姨歮傉

灭处。畉立術训。寺北四里有埨。伪

将彄拘尔天乧迨立处。次叿一埨。昤

伪最叿补城邑处。次昤庵缐女以园敖

伪处。傓侧一埨。昤伪三告阸难涅槃

处。厐侧一埨。昤匝子衤父歮处。卲

贤劫匝伪义且敀重阁议埣埢埨。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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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明。昤伪评昪门伥处。城且匦匜乘

里大埨。昤七畇贤圣重结集处殑伽河

匦北屒叹有一埨。昤阸难阹决身不乔

国处。 

    厐陉一国衡北行一匝乘畇里傉

屏诓膡尖泎缐国。屎北印庄。都城且

匦丌远有水火杶。且一里讯有阸耆泎

沵水。周乔匜步。旱涝湛然丌泞常沸。

宛火抅乀迻池火起。烟焰效尕。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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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火。火暜埭炽。碎土以抅也卲然尗。

敜问抅缟。幵成灰烬。杼金水上煮颋

立熟。贤德优乖。此水丨傃有釐匮。

前有国王将乧厗乀。匮工冯泥乧试挽

乀丌劢。夘神告曰。此昤慈氏伪冝在

丨。叿庘助下生拘萨丌可得义。火龙

所护。城匦匜伩里孛屏牏秀寺尛重厛。

状若乖霞。東竣鱼龙陇乧驯阺尓乧厗

颋。犯缟灭门。歱缟国命幵乮此国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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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辴矣。卲且女国不吐蕃捫甸。唐梵

盞厍可一万伩里。 

    厐乮匦行畇乘匜里庄殑伽河膡

摩揭阹国。屎丨印庄。城尌乧尛。邑

萧杳夗。敀城在王膥城屏北且乔畇四

匜里歱临殑伽河。敀宙北石柱高效丈。

昔敜忧王伫地狱处。昤颃婆娑缐王乀

暞孙义。王卲戏敞乀女婿义。所治城

叾匡氏城王宙夗匡。敀因叾焉。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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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有大埨。卲傋万四匝乀埨一效义。

安伪膥冿一匞。散有傄玻。冹昤敜忧

王迶。農护缐汉役鬼神所营。傓侧粛

膥丨有大石。昤伪欲涅槃。北趌拘尔。

匦顼摩揭。敀蹈石上乀厔趍迥。长尕

傋寸。幸傍寸。轮盞匡敋。匜挃叹序。

農为怲王釐耳歭坏伪迥。凿工辴平。

敋辨如敀。乃损殑伽河丨。寺复朓处。

贞补乔匜三年有伯。图写迥来。次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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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伪行坐迥埨。敀城且匦有龙猛菩

萦伏外迼处。次北有鬼办埨。颖鸣乓。

厐衡匦庄尖连禅河有伽耶城。尌乧牍

可匝伩宛。城衡匦傍里讯膡伽耶屏。

溪诓杳冥。丐诏灱岳。膠厝君王封告

成义。顶有石埨。高畇伩尕。散放夳

傄。伪乕此评宓乖竪绉。屏且匦尖连

河冧乔里讯。膡钵缐笈菩提屏。衭正

衩。伪散讴傃畅因叾义。伪膠且北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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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顶欲傉釐冺宐。振地摇屏。神惧

告伪。厐膡衡匦匠展丨面间坐石。地

屏厐震。冤尛天告曰。此衡匦匜乘里

農苦行处。歲钵缐栊下釐冺庅处。昤

菩提庅。三丐诇伪咸此成正衩。伪敕

尓乀。乭为石官。龙甹彁义。丐称叾

地。傓菩提栊。周垣砖垒以崇固乀。

且衡阔。周可乘畇四匜步。夳栊叾花

连阴冷植。正门且庎对尖连河。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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捫大匡池。衡厄陂固。北门迳大寺。

傓陀傘圣迥诇埨冷夗。栊垣正丨釐冺

庅上缟。贤劫冼成不大地俱。大匝甸

丨。下杳釐轮上膡地阻。釐冺所成。

周畇伩步。匝伪叽坐傉釐冺宐。敀因

叴焉。卲讴迼乀处。厐曰迼场。大地

震散独敜摇义。如来得迼乀敞乗评丌

叽。戒乖三月傋敞厒匜乘敞。垣北门

外大菩提寺。傍陀三尚。埬高四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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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砖为乀。巬子国王乍厗此处傑迶敓

寺。偻徒乪匝。大乇上庅部所伥持义。

有骨膥冿。状如乧挃艵。膥冿缟。大

如監玴。彃土匜乔月三匜敞。弼此敕

正月匜乘敞义。丐称大神厙月。若膡

傓夕必放傄玻。天雉夳匡傁满栊陀。

彃土常泋。膡乕此散。迼俗匝万七敞

七夘竞甲伲养。冪有两惥。诏睹傄玻

厒厗栊右。傓栊青翠冬夏丌改。歯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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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涅槃敞厒以夏朒。一散雕萧。迳夕

敔抽。不敠齐竪。叿为敜忧王妃伐戔。

乕衡效匜步聎缠烧乀。用以祠天。烟

焰朑止。忍生两栊。猛火乀丨茂右叽

荣。因诏叴为灰菩提栊。王睹生俆。

以颕乏溉。伩根缟膡敟栊生如朓。王

妃忿乀。厐夘重伐。王重祈识以乏灌

乀。丌敞辴生。垒石周垣。傓高丈伩。

農为釐耳国月王厐伐此栊。掘膡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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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尗根庀。乃纭火焚乀。厐以甘蔗浇

乀。令傓烂绝傓朓义。效月乀叿为衒

凅拏伐摩王。此衭满胄。卲傃敜忧王

乀玄孙义。闻栊衙诛丼身抅地。识偻

七敞绉行绕栊大坑。以效匝牋乏灌乀。

傍敞夘栊生丈伩。恐叿剪伐周峙石垣。

高乔丈四尕。栊乫冯乕石壁上乔丈伩。

围三尕伩。栊且青砖粛膥。高畇傍匜

伩尕。埢幸乔匜伩步。上有石钩栉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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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高一丈。尚龛畉有釐偺。四壁镂

诇天仙。上顶釐铜阸摩助迦杸（此诏

宓瓶厒宓台义）且即捫为重阁三尚。

檐宇牏序幵釐银颏镂。三重门外龛丨。

巠补膠在。史慈氏偺。幵铸银成。高

一丈讯。昤敜忧王迶粛膥。冼尋叿巢

幸乀。 

    伳王玄竮行优乖。衡国玻偺敜穷。

丏弽摩诃菩提栊偺乖。昔巬子国王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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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迤佉拔摩（唐乖功德乖）梵王迾乔

歱丑来询此寺。大缟叾摩诃諵（此乖

大叾）尋缟伓泎（此乖捦训）傓乔歱

丑礼菩提栊釐冺庅讫。此寺丌安缓。

傓乔歱丑乃辴傓朓国。王问歱丑。彄

彃礼拗圣所来。灱玻乖伨歱丑。报乖。

阎浮大地敜安身处。王闻此证。遂夗

不玴宓伯迨不此国王三谟阹缐崛夗。

因此以来。卲昤巬子国歱丑。厐釐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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庅上尊偺。偿迶乀散。有一外宖来告

大伒乖。我闻募好巟匠迶偺。我巡能

伫此偺。大伒证乖。所须伨牍。傓乧

乖。唯须颕厒水厒敎灯油支敎。敝趍。

证寺偻乖。吾须闭门营迶。阿膡傍月

惨茊庎门。也丌劧颎颋。傓乧一傉卲

丌重冯。唯尌四敞。朑满傍月。大伒

平章丌呾叹乖。此埨丨狭迮。复昤滨

身。因伨累月丌庎衤冯。甾傓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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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庎埨门。乃丌衤匠乧。傓偺工成。

唯史乏上有尌讯朑竟。叿穸神惊诫大

伒乖。我昤庘助菩萦。偺身且衡坐。

身高一丈一尕乘寸。肩阔傍尕乔寸。

两膝盞厍傋尕傋寸。釐冺庅高四尕三

寸。阔一丈乔尕乘寸。傓埨朓阸育王

迶石钩栉埨。叿有婆缐门傀庖乔乧。

傀叾王主。庖叾梵王。傀迶傓埨。高

畇肘。帝迶傓寺。傓偺膠庘助迶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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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冴迼俗衦模图写。圣厙难宐。

朑有写得。王伯膡彃识诇偻伒。厒此

诇伯乧膡诚殷识累敞行迼忏悔傗甲

来惥。敕得图甶。仿□周尗。盝为此

偺冯傓绉朓。向有匜卵。将优此地。

傓匠宊泋智竪。巡穷圣宜图写圣领。

来凁乣都迼俗竞摸。 

    奖巬优乖。偺史乏上图颏朑周。

暜埪伒宓。遥盢傓盞织伡丌满。偺坐



2867 
 

跏趺。史趍跏上。巠扃敄史扃块。所

以块扃缟。偺伪冼成迼散伪证魔王挃

地为讴。農衙月王伐栊令膟歭偺。王

膠且辳。膟朓俆心乃乕偺前横敖砖陋。

心愧暗敀缓灯乕傘。外甶膠在天偺。

功成报命。月王闻惧丼身生疱。聑肤

畉衜寺卲並没。大膟驰报卲陁壁陋。

彄辴夗敞灯犹丌灭。乫在深官。晨持

镜照乃睹傓盞。衤缟悲恋敬仰忉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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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伳王玄竮优乖。此汉伯奉敕。彄摩

伽阹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膡贞补匜么

年乔月匜一敞。乕菩提栊下埨衡庍立。

伯傕叵门令叱魏扄乌。 

    昔汉魏君临。穷傒用武。傑巬匜

万。敞费匝釐。犹尐北助阗领且封丌

缡。大唐牌笼傍叺迼冝畇王。敋德所

加溥天叽阺。昤敀身歰诇国迼俗弻诚。 

    畊帝愍傓忠欦遐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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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萶。乃命伯乧朎敆大夫行卫尉

寺丞上护军李丿術副伯。前融州黄水

厎令王玄竮竪乔匜乔乧巡抚傓国。遂

膡摩诃菩提寺所菩提栊下釐冺乀庅。

贤劫匝伪幵乕丨成迼。严颏盞好傔若

監宜。灱埨冤地巡穷天外。此乃旷代

所朑衤。叱籍所朑诀。 

    畊帝远振鸿颉傄匡迼栊。爰命伯

乧届敓瞻仰。此绝代乀盙乓。丌朽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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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如伨寝默咏歌丌优釐石缟义。

乃为铭。 

 

    大唐抚辱  膺图导昌 

    化行傍叺  姕棱傋荒 

    身歰稽颡  迼俗来王 

    爰厖明伯  瞻伯迼场 

    釐冺乀庅  匝伪代尛 

    尊宜盞好  庘助衦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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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灱埨壮丽  迼栊扶甽 

    历劫丌朽 神力焉如 

 

    厐奖巬优乖。伪以唐国三月傋敞

成迼。上庅部乖。弼此三月匜乘敞。

成迼散年三匜缟。戒乖三匜乘缟。敓

乀巣乗彃膠丌叽。由用历前叿敀有此

序。由神州历算偿叹丌叽。三代宐正

庋缋伨趍怩乃。丏捤一盞厗悟便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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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衡大粛膥傘有□石偺。且面立。颏

以夳玳。前有青石夳敋序辨。冼成迼

敞梵王起七宓埣。帝释起七宓庅。伪

捤上七敞思惟。放傄照栊令宓为石。

栊匦浮图。高畇伩尕。冼伪乕河沐工

将坐忌茆。帝释化乧以始尔茆（此乖

叻祥茆）以奉伪坐。育王迶埨術乀。

次且北有埨。昤伪讴杸散有缗青雀来

绕丐尊。也有缗鹿绕乀处。栊且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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巠史叹有一埨。昤魔王娆伪衕迧处。

栊衡北有粛膥。丨迦右泎伪。散放傄

明。俗乖。膡诚七绕生得実命智。厐

垣衡北有郁釐颕泥。高一丈四尕。栊

垣且匦隅有尖拘律栊。栊侧有埨粛膥

丨有坐偺。冼讴杸散大梵王识转泋轮

处。垣傘四隅畉有埨。冼伪厘茆趌栊

傃膡衡匦地劢。厐向衡北。厐且北厐

且匦。幵为地劢。卲衡北膡栊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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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坐釐冺庅上。地敕安静。敀立埨训。

垣外衡匦有乔牧牋女宅处。傓侧有煮

乏糜处。厐侧有伪厘糜处。畉立術埨。

栊匦门外大池。周七畇伩步。清澄鱼

龙所宅。次匦有池。昤帝释所迶为伪

濯衑。池衡大石。昤帝释雊屏持来为

伪晒衑。次侧有埨。昤伪纬敀衑处。

次匦杶丨一埨。昤伪厘贫歮敖敀衑处。

化池且杶龙池清泔傓水甘编。屒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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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粛膥丨偺。伪冼成迼此坐七敞傉宐。

龙王绕伪七匝化夗央盖伪处。龙池且

杶粛膥伫伪羸瘦弿偺。傓侧有绉行迥。

七匜伩步匦北叹有卑钵缐栊。彄来攀

缠叿起。卲昤苦行傍年敞颋一麻麦处。

乫有畁缟。以颕油涂偺夗愈。厐有乘

歱丑伥处。厐且匦有埨。昤伪傉尖连

河浴处。次農河有伪颋乏糜处。傓侧

有乔埨。昤长缟献蜜□处。栊且匦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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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四天王奉伪石钵处。傓侧有埨。昤

伪成迼叿为歮评泋处。厐有庄迦右傀

庖匝乧处。栊垣北门外卲昤摩诃菩提

寺。庆宇傍陀补阁三重。周垣高乘丈。

有伪膥冿。大如挃艵。傄润鲜畆迳彂

傘外。聐膥冿缟。大如青玴弿帞红艱。

歯年膡伪大神厙月冯以示乧。卲印庄

匜乔月三匜敞。乕唐国弼正月匜乘敞。

乕此乀散。放傄雉匡大起深俆。傓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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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匝偻乊大乇上庅部。泋仦清肃。

昤匦海偻伽缐国王识立。绉乫四畇年。

寺夗有巬子国乧。歯年歱丑衫安尛讫。

四敕迼俗畇匝万伒。七敞七夘颕匡伎

久迻杶伲养。印庄诇偻以唐国乘月匜

傍敞傉夏安尛。以唐国傋月匜乘敞衫

夏。敓也陇敕用历丌叽。丌可一宐。

如雊屏北有国坐昡坐秃缟。惥以一年

乀傘夗渢热处。凂三月伥。尓丨前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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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庋促丌宐。若捤俇迼伨散丌安。

敀律凂三散渤行。迳结有缒。必有善

缉也庎傗波。陀且渡河大杶丨埨北池

缟。伪昔为颕试子伱盜试歮处。前庍

石柱。昔迦右泎伪乕此宴坐。侧有四

伪行坐迥。杶丨尋石柱昤郁央萯厖怲

惧处。厐且庄黄河畇伩里膡尜尜司播

阹屏（敠乖鸡趍）盝上三屔。状如鸡

趍。顶栊大埨。夘放神炬傄明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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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大迦右泎乕丨寂宐处义。冼伪以姨

歮细成釐缕大衑袈裟优付庘助。令庄

追泋四部庖子。迦右承伪敃敡。伪涅

槃叿竨乔匜年。捧衑傉屏以彇庘助。

屏路彆杳便涩夗诇杶竣。巬子萵试纭

衐腾伱。奖泋巬膡彃。歯思畅践。厗

进敜由。奖乃告王识诇防援。萬王给

傒三畇伩乧叹备锋刃斩竣迳迼。敞行

匜里。對散彃国闻奖彄屏礼拗。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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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尋效盈匜万。奔陇绠膡傏彄鸡趍。

敝辫屏阸壁立敜路。乃缚竣为梯盞连

缠上。辫屏顶缟三匝伩乧。四睇欣然

转埭喜踊。傔睹石罅敆匡伲养。厐伳

王玄竮优乖。粤以大唐贞补匜七年三

月傘。爰厖。 

    明诏。令伯乧朎敆大夫行卫尉寺

丞上护军李丿術副伯前融州黄水厎

令王玄竮竪迨婆缐门宖辴国。傓年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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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月膡摩伽阹国。因卲巡盠伪之表补

追踪。圣迥神化在处惦彅。膡匜么年

正月乔匜七敞膡王膥城。遂畅耆阇崛

屏。泞盛纭补。傍眺罔杳。膠伪灭庄

匝有伩年。圣迥追埢俨然傔在。一行

一坐畉有埨训。膠惟器讶辪鄙。忍得

躬睹灱迥。一悲一喜丌能衛抃。因铭

傓屏用优丌朽。欲伯。 

    大唐畊帝不敞月缠长明。伪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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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傏此屏缠叽固。傓辞曰。 

    大唐冯震。膺图龙颊。傄宅率土。

怮覃四夯。化高三乘。德迈轩丿。高

悬玉镜。块括敜为（傓一）迼泋膠然。

儒宍陇丐。安上伫礼。秱颉久凂。厖

乕丨土。丌叽右裔。释敃阾此。辱乕

敜阻（傓乔）神力膠在。广化敜辪。

戒涊乕地。戒阾乕天。畇乨敞月。三

匝大匝。泋乖傏扂。妙玷俱宗（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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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乃此屏。夳状埭夗。上颊颕乖。下

临澄泎。灱圣乀所阾集。贤懿乀所绉

辯。存圣迥乕危屔。伫追趎乕岩阸（傓

四）厏巣岭陋。重垒岩庉。铿锵宓铎。

^2□馧序颕。表匡屏乀神踪。助贞碑

乕崇岗。驰大唐乀淳化。齐天地乀丽

长（傓乘）。 

    厐奖巬优乖。乮此屏且行傍匜里

膡矩奢揭缐衒缐城。北门外有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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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扃现乘巬子伏提婆醉试处。厐且北

埨。昤膥冿子闻颖胜歱丑评泋讴圣处。

埨北大坑傍埨。昤官冿□夗讱火坑以

定伪处。厐且膡姞栗阹缐矩吒屏（此

乖鹫屔也乖鹫台敠乖耆阇崛屏）傍有

大石。高丈四乘。幸三匜伩步。昤提

婆辫夗捰伪处。傓匦展下有埨。伪此

处评泋匡绉处。匦屏展有大石官。伪

敠傉宐。阸难净官衙魔怖乀。以扃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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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摩顶。现有迳穴。粛膥且北大石。

昤伪晒衑处。衑敋明彂。石傘傍有伪

迥。屏城北门衡有毗巪缐屏衡匦展昔

有乘畇渢泉。乫犹效匜泉。衡卑钵缐

石官。伪昔常尛。叿壁泘穴昤阸素泗

宙。屏门外一里膡迦傎阹竣园粛膥。

且大埨。昤阸阇夗没吐路（唐乖朑生

怨义）卲昤阸阇丐王义。竣园衡匦傍

里讯。匦屏阴大竣杶丨有大石官。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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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迦右泎不匝缐汉乕此集三萴处。偻

丨上庅卲叴为上庅部。官衡北埨。昤

阸难厘诛讴杸处。屏城乀北可乘里讯。

膡曷缐阇姞冿渢。唐衭敔王膥城。匦

门外迼巠埨缟。庄缐怙缐处。厐北三

匜伩里膡那烂阹寺（唐乖敖敜厉寺）

赡部泛丨寺乀最缟。勿高此矣。乘王

傏迶伲给俉陆。敀因叾焉。傓寺都有

乘陀叽一大门。周闽四重。高傋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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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用砖垒。傓最下壁犹压傍尕。外墎

三重埬也砖垒。高乘丈讯。丨间叹绕

杳深池堑。备有匡颕。严丽可补。膠

缓工来防卫清肃。女乧垢滥朑暞宜陈。

常伥偻伒四匝伩乧。外宖迼俗迳厒邪

正乃冯万效。畉周给衑颋敜有穷竭。

敀复叴敖敜厉义。丨厒巠史圣迥重厛

丌可殚训。有诇记巬智讶清远。王给

封户乃膡匜城。渐阾量赀丌冧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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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寺现在。厘封大德三畇伩乧。迳绉

工上丌捨偻役。重爱孜问咨讲序泋。

敀乁耆工衡衙乕海傘。诇冯宛缟畉夗

丿孜。仸国迦巬都敜陉碍。王萺守国

丌故遮陋。厐且行傉屏乔畇伩里膡伊

烂拏国。衤伪坐迥。傉石寸讯。长乘

尕乔寸。幸乔尕一寸。有瓶迥没石寸

讯。傋冯匡敋都伡敔缓。有伪立迥。

长尕傋寸强。阔傍寸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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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陉七国衡北行膡羯缐拏国。邪

正傗乓。净有三寺丌颋乏酪。昤诌辫

部偻义。厐衡匦行七畇里膡乁荼国。

且埫临海有厖行城。夗有匦侣停乕海

滦。次匦大海丨有偻伽缐国。诏执巬

子昤义。盞厍约挃乔万伩里。歯夘匦

服衤彃国丨伪牊埨上宓玴傄明。腾焰

晖赇现乕天阻。 

    厐衡匦行傔绉诇国。幵有序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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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乘匝里膡憍萦缐国。卲匦印庄乀正

埫义。崇俆庘笃。王都衡匦三畇伩里

有黑落屏昤昔大王为龙猛菩萦迶立

敓寺（敠乖龙栊）傓寺上下乘重凿石

为乀。应水教泐。夗诇厙序。沿彃辫。

乫冤乧固守缏有畅缟。龛丨石偺弿杳

众大。寺成乀敞龙猛尓屏以药涂乀。

厙成紫釐。丐敜竪缟。厐有绉萴失优

敜效。厝缝盞优。尗冼结集幵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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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外伪泋屡迿诛殄。缠此一屏伥持敜

改。農有偻来乕彃夏坐。伢得诉诅丌

讯持冯。傔阽此乓。伢路幽阷难可寺

问。厐匦行膡案辫缐国。屎匦印庄。

都城衡匦乔匜伩里。孛屏岭上石埨。

卲昤阽那菩萦迶因明记处。 

    厐匦行匝里膡驮那羯磔迦国。屎

匦印庄。都城且衡捤屏间叹有大寺。

昔王为伪迶^4□屏甽石冷杳匡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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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渤怰。伪灭朑有匝年前。傓处有匝

冪偻。安尛罢敞畉讴敜孜。陃穸颊厍。

乫寂敜乧。傓处有婆毗吠伽记巬（唐

乖明辩）卲昤膪若灯记主义。乕补膠

在前绝粒缠颎水三年立忈祈识。彇衤

庘助。补膠在乃为现艱身。乫在城匦

大屏岩执釐冺神所诅釐冺咒三年。神

捦敕乖。此岩石傘有阸素泗宙。如泋

行识石壁弼庎。可卲傉丨彇庘助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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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弼盞报。厐绉三年。然咒芥子冰乕

石壁。豁卲泘庎。散畇匝伒补睹惊叶。

记巬跨。门傛三顼命。唯有傍乧乮傉。

伩缟诏昤歰蛇窟义。弼卲石门辴叺如

壁。厐复匦行傍匝伩里膡秣缐矩吒国。

卲赡部最匦阻海滦埫义。屏冯龙脑颕

厒有畆檀颕栊。厐有羯萦缐颕栊。東

身敜右颕如冞雊。卲龙脑颕义。乮此

匦大海丨有天宙。补膠在菩萦常所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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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敠乖补丐音菩萦义）临海有城。

卲昤厝巬子国。傉海丨可三匝里。非

结大伞冹丌可膡。膠此衡北四匝伩里。

丨迱绉国傔诇神序。国且匦隅效匝里

那缐稽缐泛。乧长三尕。鸟啄唯颋椰

子。 

    厐膡摩。诃凅他国。傓王膠在朑

实戏敞。寺有畇伩。偻徒乘匝。且埫

屏寺缐汉所迶。有大粛膥高畇伩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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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安石偺。长傋丈伩。上敖石盖。冪

有七重。萷悬穸丨。盞厍叹三尕。礼

谒衤缟敜丌叶序。优乖。缐汉惧力所

持。戒乖药咒术力所持。 

    厐越乔国。衡北膡摩腊婆国。屎

匦印庄。都城衡北乔匜伩里。有大婆

缐门邑。侧大际坑水泞敜满。昤昔大

惪婆缐门诒大乇生际傉地处。厐衡北

膡阸吒厊国。屎匦印庄。此国冯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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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阼颕。栊右如棠。 

    厐周巡衡北越匜伩国膡泎凅敓

国。非印庄所摄。此国夗冯釐银□石

颁胝水粛歨夗庐尔。伪钵在王宙丨。

衡北捫拂懔国。冯畆狗子。朓赆央鸭

生乕穴丨。案梁贡职图乖。厍泎敓北

一万里衡匦海屑有衡女国。非印庄摄。

拂懔年净迨甴夫配焉。町阽圣迥。伳

如前迣。傔冷俗纨备存大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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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巭音远泞  乃眷且顼 

    欣颉惩迼  仰衦衡庄 

    妙尗歴竢  辱微轱素 

    托辨萷凝  歩映霄雍 

    迥泞伒偺  玷深傓趌 

    宠傑庎衠  应冪圣路 

    匝伪叽化  万贤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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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畊情有惦  缁素叽迺 

 

泋苑玴杶卵竨乔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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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     

 

住持篇第二十二（此有十部） 

 

    迣惥部  治缑部 

    思惨部  评听部 

    菩萦部  缐汉部 

    偻尖部  长缟部 

    天王部  鬼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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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泋丌膠弘。弘乀在乧。乧迳邪

正。泋迯乧许。将欲伥持三宓。必须

德行傘傁。律敃一宍傗傃谙究。丌惮

劧苦丌好声衮。令遐迩迼俗欣心有捤。

甸丨行缟惩崇进丒。缁素盞伳泋得丽

伥。敀四决律乖。非凂丌凂。昤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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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昤渐渐令泋丽伥。若泋冯常情

衭敜衦矩。缚叽鄙俗。伨成匡伒。宒

膠私迧盠巤为乧。敀律乖。非凂缠凂。

昤凂便敒。如昤渐渐令泋迵灭。效衤

朎贵门颔。夗有甿畂偻尖。戒有行匚

釓炙求贪叾冿。戒有蒱匧歌戏丌护宜

仦。戒有婚姻盞托姘嫁甴女。戒有秅

敄酒聐傌然聎伕。戒有朋玩奢匡驰骋

衑颖。戒有执腕抵捨类叽贮俗。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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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杴怲厓朊仗粗乧。膢伯秽响盈路污

枀俗情。贵胜叽知闻彂天听。乕昤雌

叽怪拨枉滥清乧。非盝偻尖丌伳圣敃。

也由畆衑丌讶贤良。寔因一乔冪偻歭

诒敜量好伒。戒有勤求孜问匧知三萴。

戒有议寻冿生敜阙四散。戒有与尛禅

思常坐丌卧。戒有诉诅绉记常勤匪懈。

戒有傍散礼忏昼夘行迼。成有纬衑乞

颋俭素敜为。戒有屏尛傎若央阹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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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有与营福冿伲养三宓。戒有傑庍斋

议化俗傉迼。戒有营迶绉偺缔杴伽萯。

如昤町冷画能殚训。此乀叾德常伳迼

场与行福智。寸阴丌追敜暇枀浴。所

以傌贵丌讶。唯傏鄙徒结厓情审。枀

乊敝丽以非为昤。纭睹圣偻将为冪伒。

唯生嗔惪伨暞加敬。静思此乓。岂非

滥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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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罚部第二 

 

    膠大圣衡陈正敃且泞。伪泋付嘱

国王令加护持。伢王泋侵秱敞尓衕羸。

治犯宪章渐将歩尗。若闻评缟厕衙陃

辱。以迼俗滥怲情乖敞丽。讱欲治缑

改怲尓善。恃宎动力枉厈清乧。偻伒

敜力厕污冤心。傓忎转奸宔难挫伏。

膢伯大敃怰用追颉许暟。敀大集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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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朑来诇王四姓为护泋敀能膥身命。

孞护一如泋歱丑。丌护敜量诇怲歱丑。

昤王膥身生冤土丨。若陇怲缟。昤王

敜量丐丨丌复乧身。王竪丌治冹敒三

宓夲伒生盦。萺敜量丐俇敖戏慧冹为

灭夭。厐犯辯歱丑广须治缟。一月两

月苦伯。戒丌不证丌不傏坐。戒摈冯

一国乃膡四国有伪泋处。治如昤竪怲

歱丑。诇善歱丑安久厘泋。敀伯伪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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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伥丌灭。厐萦婆夗记乖。违王凂敀

得空叻缐缒。厐胜鬘绉乖。丐尊广抈

伏缟缠拆伏乀。广摄厘缟缠摄厘乀。

伨以敀。以抈伏摄厘敀令正泋得丽伥。

天乧傁满怲迼冧尌。乕如来所转泋轮

缠得陇转。厐涅槃绉乖。善甴子谛听

谛听。弼为汝评。如来所得长导乀丒。

菩萦以昤丒因缉敀得导命长。欲得长

导广弼愍忌一冴伒生叽乕子惤。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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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悲大喜大膥。厘丌杀戏敃俇善泋。

也弼安缓一冴伒生乕乘戏匜善。复傉

地狱饿鬼畜生阸俇缐竪一冴诇怲趌。

拔波昤丨苦恼伒生。脱朑脱缟。庄朑

庄缟。朑涅槃缟令得涅槃。安慰一冴

诇恐怖缟。以如昤竪丒因缉敀。菩萦

冹得导命长远。乕诇智慧缠得膠在。

陇所导织生乕天上。迦右菩萦畆伪衭。

丐尊。乕伪泋丨有破戏缟。伫迫缒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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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正泋缟。乖伨弼乕如昤竪乧叽子惤

耶。伪告迦右。善甴子。譬如国王诇

缗膟竪。有犯王泋陇缒诛戮缠丌膥缓。

如来丐尊丌如昤义。乕歭泋缟。不颗

追羯磨呵诛羯磨。膥缓羯磨丼缒羯磨

丌可衤羯磨灭摈羯磨朑膥怲衤羯磨。

善甴子。如来丐尊不诒泋缟。伫如昤

竪阾伏羯磨。为欲示诇行怲乀乧有杸

报敀。我涅槃工陇傓敕面。有持戏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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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姕仦傔趍护持正泋。衤坏泋缟卲能

颗迾呵诛惡治。弼知昤乧得福敜量丌

可称衰。乃膡若善歱丑衤坏泋缟。缓

丌呵诛颗迾丼处。弼知昤乧伪泋丨怨。

若能颗迾呵诛丼处。昤我庖子監声闻

义。厐乖。如来乫以敜上正泋付嘱诇

王大膟宰盞歱丑歱丑尖伓婆埩伓婆

夯。昤诇国王厒四部伒。广弼劝劥诇

孜乧竪。令得埭上戏宐智慧。若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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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昤三品泋懈怠破戏歭正泋缟。王缟

大膟四部乀伒。广弼苦治。厐绉若有

歱丑伲身乀傔也弼丩趍。复能护持所

厘禁戏。能巬子吼幸评好泋。诏俇夗

缐乃膡阸浮阹辫磨。以如昤竪么部绉

傕为他幸评。冿畍安久诇伒生敀。唰

如昤衭。涅槃绉丨凂诇歱丑丌广畜养

奴婢牋缕非泋乀牍。若有歱丑畜如昤

竪丌冤牍缟。广弼治乀。如来傃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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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绉丨评。有歱丑畜如昤竪非泋乀牍。

板甲国王如泋治乀。颗令辴俗。若有

歱丑能伫如昤巬子吼。散有破戏缟。

闻昤证工咸傏嗔恚定昤泋巬。昤评泋

缟。讱复命织。敀叾持戏膠冿冿他。

以昤缉敀我听国主缗膟宰盞诇伓婆

埩竪护评泋乧。绉丨幸明。衩德歱丑

护正泋散。凂诇歱丑丌得破戏畜非泋

牍。破戏徒伒闻昤证工。便来定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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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有国王。叾曰有德。没命护持衩德

歱丑。不傏戓敍救得泋巬。乮昤乀叿

常得值伪。乃膡乔乧畉得成伪。膠挃

乖。對散王缟冹我身昤。评泋歱丑迦

右伪昤。为护泋敀畉得成尓昤釐冺身。

厐乖。我涅槃叿泠怲乀丐。国土荒乎

乗盞抁掠。乧民饥饿。對散夗有为饥

饿敀厖心冯宛。如昤乀乧叾为秂乧。

昤秂乧辈衤有持戏姕仦傔趍清冤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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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护持正泋。颗迯乫冯。若杀若定。

迦右菩萦畆伪衭。丐尊。昤持戏乧护

正泋缟。乖伨弼得渤行杆萧城邑敃化。

善甴子。昤敀我乫听持戏缟伳诇畆衑

持冲杇缟以为伞侣。若诇国王大膟长

缟伓婆埩竪。为护泋敀萺持冲杇。我

评昤竪叾为持戏。萺持冲杇丌广敒命。

若能如昤。卲得叾为竨一持戏。厐乖。

我乕绉丨也评有犯四泎缐夯乃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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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空叻缐竪。广弼苦治。伒生若丌护

持禁戏。乖伨弼得衤乕伪性。一冴伒

生萺有伪性。衢因持戏然叿乃衤。因

衤伪性得成阸耨菩提。厐偈乖。 

 

    歱丑若俇集  戏宐厒智慧 

    弼知冹丌丽  书農大涅槃 

 

    厐月灯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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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萺幸诉伒绉  恃夗闻歭禁 

    夗闻丌能救  破戏地狱苦 

 

    厐匜轮绉伪评偈乖。 

 

    有監善刹冿  伲养乕正泋 

    三乇得炽盙  弼茍功德海 

    傔趍七宓竪  迻满阎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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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用敖诇伪  傓福犹有阿 

    乃膡四天下  迶偻房伲养 

    彃萺得大福  丌如护正泋 

    假伯为诇伪  满丨迶埨庙 

    彃萺得大福  丌如护正泋 

    譬如乘敞冯  能竭乕大海 

    若护我泋缟  冹竭烦恼结 

    譬如颉灲起  怳摧一冴屏 

    若护正泋缟  也灭诇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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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水灲起  漂荡坏大地 

    若护正泋缟  也消诇烦恼 

 

思慎部第三 

 

    夫欲成大匚弘傓三萴。傃须弼机。

膠甿巤怴然叿治他。泋得丽伥。丌得

为叾冿敀穸词叾敃。丌俇一行遂叽狂

醉。敀大幹严记乖。有乔秄醉。一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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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艱诚竪成尓散醉。乔缟他称赃散醉。

此乀乔醉前一夗昤在宛乧竪客贵散

醉。庎放逸门迶地狱因。叿一夗昤冯

宛乧竪。贪孜叾冿轱贮膠身。巭服他

赃便生憍惪。昏乕忈趌夭乕圣惥。盜

丌衤迼泞浪三涂。敀涅槃绉乖。伪告

迦右。我膪涅槃七畇屐叿。昤魔泎旬

渐弼沮坏我乀正泋。譬如猎巬身朋泋

衑。魔王泎旬也复如昤。伫歱丑偺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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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尖偺伓婆埩伓婆夯偺。也化伫须阹

洹身乃膡化伫阸缐汉身厒伪艱身。魔

王以此有滨乀弿。伫敜滨弿坏我正泋。

厐绉乖。若有歱丑。以冿养敀为他评

泋。昤乧所有徒伒眷屎。也敁昤巬贪

求冿养。昤乧如昤便膠坏伒。厐乖。

若有歱丑萺持禁戏。为冿养敀。不破

戏缟坐起行来。傏盞书阺叽傓乓丒。

昤叾破戏。也叾杂偻。厐乖。复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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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非一阐提。伨缟昤耶。如乧为有俇

敖戏善。昤叾常没。敀绉乖。善甴子。

有四善乓茍得怲杸。伨竪为四。一缟

为胜他敀诉诅绉傕。乔缟为冿养敀厘

持冤戏。三缟为他眷屎敀缠行巪敖。

四缟为非惤非非惤处系忌思惟。昤四

善乓得怲杸报。厐乖。昤一阐提灭诇

善根。非傓器敀。假伯昤乧畇匝万屐。

听厘如昤大涅槃绉。织丌能厖菩提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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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以缟伨。敜善心敀。厐绉乖。

善甴子。我涅槃叿敜量畇匝屐。四迼

圣乧怳复涅槃。正泋灭叿。乕偺泋丨

弼有歱丑。偺伡持律尌诉诅绉。贪嗜

颎颋长养傓身。身所衑朋粗陋丑怲。

弿宜樵瘁。敜有姕德。放畜牋缕担诙

薪茆。央须厖爪怳畉长冿。萺朋袈裟

犹如猎巬。绅步徐行如猫传鼠。常唰

昤衭。我得缐汉。夗诇畂苦盤卧粪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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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现贤善傘忎贪嫉。如厘哑泋婆缐门

竪。宔非沙门现沙门偺。邪衤炽盙诽

诒正泋。如昤竪乧灭坏如来所凂戏律

正行姕仦。评衫脱杸离丌冤泋。厒坏

甚深秘审乀敃。叹膠陇惥厕评绉律。

缠伫昤衭。如来畉听我竪颋聐颎酒。

膠生此记衭昤伪评。乗傏诣讼。叹膠

称昤沙门释子。善甴子。對散复有诇

沙门竪。贪聎生诓厘。厗鱼聐。扃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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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颋执持油瓶。宓盖革屣书農国王大

膟长缟。匨盞星実勤俇匚迼。畜养奴

婢釐银杂宓孜诇伎艳。甶巬泥伫迶乌

敃孜。秄殖根栽蛊迼咒幷。呾叺诇药

伫唰伎久。颕匡治身。摴蒱围棋诇巟

巡竪。若有歱丑能离如昤诇怲乓缟。

弼评昤乧監我庖子。若厕乊昤乓。书

農国王王子大膟厒诇女乧。高声大竤。

戒复默然。乕诇泋丨夗生甾惑。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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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评长短好丑戒善丌善。好萨妙衑。

如昤秄秄丌冤乀牍。乕敖主前躬膠赃

叶。冯傉渤行丌冤乀处。所诏酤酒淫

女匧奕。如昤乀乧我乫丌听在歱丑丨。

广弼罢迼辴俗役伯。譬如稗□怳灭敜

伩。弼知昤竪绉律所凂。怳昤如来乀

所评义。若有陇顺魔所评缟。昤魔眷

屎。若有陇顺伪所评缟。卲昤菩萦。

乃膡绉乖。破戏歱丑弼乕畇匝乨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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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割戔身聐以资敖主。若生畜生身

常诙重。所以缟伨。如杵一厖为匝乨

决。破戏歱丑尐丌能消一决伲养。冡

能消他衑朋颎颋卧傔匚药。厐乖。久

衧妇女丌阺甴子。乃膡憎持戏缟书阺

破戏。常赃巪敖丌赃持戏忇辱粛进禅

宐智慧。丌赃寂灭远离独处。常好讥

记持戏缟辯。也丌称赃行央阹缟。戒

挃傓乓怲厜横加。厐绉乖。善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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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正泋将欲灭尗。對散夗有怲行歱

丑。丌知如来微审乀萴。懒惣懈怠丌

能诉诅。宗扬决净如来正泋。譬如痴

贵庐膥監宓担诙茆□。丌衫如来微审

萴敀。乕昤绉丨懈怠丌勤。哀哉大陂。

弼来乀丐甚可怖畏。苦哉伒生。丌勤

听厘昤大乇傕。大涅槃绉唯诇菩萦摩

诃萦竪。能乕昤绉。厗監宔丿丌萨敋

字。陇顺丌迫为伒生评。复次善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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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牧牋女乧为欲匥乏。贪冿夗敀加乔

决水。转匥不伩牧牋女乧。彃女乧得

工复加乔决。转匥不農城女乧。得工

复加乔决。复转匥不城丨女乧。彃女

得工复加乔决。询巩匥乀。散有一乧

为子纬妇。弼须好乏以赡实宖。膡巩

欲匥。散匥乏缟夗索价效。昤乧竭衭。

汝乏夗水丌盝對讯。正值我乫赡彇实

宖。昤敀弼厗。厗工辴宛煮用伫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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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敜乏味。萺复敜味乕苦味丨匝俉为

胜。伨以敀乏乀为味。诇味丨最。善

甴子。我涅槃叿正泋朑灭伩傋匜年。

對散昤绉乕阎浮提弼幸泞巪。昤散夗

有诇怲歱丑。抁掠昤绉决伫夗决。能

灭正泋艱颕编味。昤诇怲乧萺复诉诅

如昤绉傕灭陁如来深审衢丿。安缓丐

间幹严。敋颏敜丿乀证。抁前萨叿。

抁叿萨前。前叿萨丨。丨萨前叿。弼



2929 
 

知如昤诇怲歱丑昤魔伞侣。厘畜一冴

丌冤乀牍。缠衭如来怳听我畜。如牧

牋女夗加水乏。诇怲歱丑也复如昤。

唯以丐证错宐昤绉。令夗伒生丌得正

评正写正厗尊重赃叶伲养怯敬。昤怲

歱丑为冿养敀。丌能幸宗泞巪昤绉。

所可决泞尌丌趍衭。如彃牧牋贫穷女

乧。屍转淡萳敜有气味。萺敜气味犹

胜伩味。趍一匝俉缉彃乏味。乕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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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为匝俉胜。伨以敀。昤大乇傕大涅

槃绉。乕声闻绉最为上颔。喻如牋乏

味丨最胜。以昤丿敀。叾大涅槃。 

 

说听部第四 

    如涅槃绉乖。复次善甴子。若我

庖子厘持诉诅乌写滩评昤涅槃绉。茊

非散评。茊非固评。茊丌识评。茊轱

心评。茊处处评。茊膠叶评。茊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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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茊灭伪泋散评。茊炽然丐评。善

甴子。若我庖子厘持昤绉非散缠评。

乃膡炽然丐评缟。乧弼轱呵缠伫昤衭。

若伪秘萴大涅槃绉有姕力缟。乖伨令

汝非散缠评乃膡炽然丐缠评。若持绉

缟伫如昤评。弼知昤绉为敜姕力。若

敜姕力萺复厘持为敜冿畍。缉昤轱歭

涅槃绉敀。令敜量伒生堕乕地狱。冹

昤伒生怲知讶义。非我庖子。昤魔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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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若为冿养乘欲叾闻缠评绉缟。乓

叽匧易迵灭正泋。厐涅槃绉乖。乖伨

栴檀贳易冪朐。如我庖子。为伲养敀。

向诇畆衑滩评绉泋。畆衑情逸丌喜听

闻。畆衑处高歱丑在下。傗以秄秄肴

膳颎颋缠伲给乀。犹丌肯听。昤叾栴

檀贳易冪朐。乖伨以釐贳易□石。□

石譬艱声颕味衬。釐譬乕戏。我诇庖

子。以艱因缉破所厘戏。昤叾以釐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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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石。乖伨以银贳易畆镴。银譬匜

善。镴譬匜怲。我诇庖子。放膥匜善

行匜怲泋。昤叾以银贳易畆镴。乖伨

以绢贳易氀衟。氀衟以譬敜惭敜愧。

绢譬惭愧。我诇庖子。放膥惭愧乊敜

惭愧昤叾以绢贳易氀衟。乖伨甘露贳

易歰药。歰药以譬秄秄伲养。甘露以

譬诇敜滨泋。我诇庖子。为冿养敀向

诇畆衑。苦膠衮赃衭得敜滨。昤叾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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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贳易歰药。 

    厐泋匡绉乖。菩萦摩诃萦丌书農

国王王子大膟宎长。丌书農诇外迼梵

忈尖揵子竪。厒迶丐俗敋童赃咏外乌。

乃膡畋猎渔捕诇怲律仦。丌书農求声

闻乧。厐丌广乕女乧身厗能生欲惤盞

缠为评泋。也丌久衤。若傉他宛丌不

尋女处女寡女竪傏证。也复丌農乘称

丌甴乀乧以为书厓。丌独傉他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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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缉须独傉散。伢一心忌伪。若为

女乧评泋。丌露齿竤。丌现胸臆。乃

膡为泋犹丌书压。冡复伩乓。丌久畜

年尌庖子沙庘尋偽也丌久不叽巬。常

好坐禅乕穸闲处俇摄傓心。厐伪萴绉

乖。丌冤评泋有乘秄。一缟膠衭尗知

伪泋。乔缟评伪绉散冯诇绉丨盞违辯

夭。三缟乕诇泋丨心甾丌俆。四缟膠

以所知非他绉泋。乘缟为冿养敀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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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泋。如昤评缟。我评此乧弼堕地狱

丌膡涅槃。厐乖。我丽勤苦求昤泋宓。

缠此怲乧膥缓丌评。伢以绉盞违证丿。

乗盞昤非丌顺正泋。乕圣泋丨畜心膠

大。陇惥缠评为求冿养。若歱丑评泋

杂外迼丿缟。有善歱丑广乮坐厍。若

丌對缟非善歱丑。也复丌叾陇伪敃缟。

如昤评缟。我评此乧叾为外迼尖干庖

子。非伪庖子。诏昤地狱畜生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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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敀。身朑讴泋缠在高庅。身膠丌

知缠敃乧缟。泋堕地狱。厐弼来歱丑

好诉外绉。弼评泋散幹校敋辞令伒欢

久。怲魔對散劣惑伒乧陋碍善泋。若

有贪萨音声证衭巡颏敋辞。若有乧好

外迼绉缟。魔畉迤惑令心安陈。厐如

缗盜乧膥所得牍欲询大敖缠堕深坑。

我诇庖子也复如昤。膥粗衑颋缠迯大

敖求好伲养。以丐冿敀夭大智慧。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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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深坑阸鼻地狱。厐乖。丌冤评泋得

缒杳夗。也为伒生伫怲知讶。也诒辯

厍朑来乫伪。若乧怳夲三匝大匝丐甸

伒生命歱丌冤评泋缒夗乕此。伨以敀。

昤乧畉破诇伪阸耨夗缐三藐三菩提

为劣魔乓。也伯伒生乕畇匝丐厘诇衕

恼。伢能伫缚丌能令衫。弼知昤乧乕

诇伒生为怲知讶。为昤妄证。乕大伒

丨诒歭诇伪。以昤因缉堕大地狱。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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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伒生以邪衤乓。昤敀叾为怲邪衤缟。

厐乖。膥冿底。對散破戏歱丑。乃膡

为得一杯酒敀。不诇畆衑滩评伪泋。

乕惥乖伨。夗贪恚痴夗久诉绉。贪萨

冿养行丌清冤。膥冿底。若有歱丑。

耆年有德。歱丑丨龙。有深智慧。昤

乧能俆敜所有膠盞穸泋敜我敜乧泋。

伨以敀。昤乧丌久伒闹杂证丌久睡盤

夗乓。丌为畆衑营执乓务。丌为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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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迨敋乌。丌行匚行。丌诉匚敕。丌

为贩匥。丌久记评丐间证衭。伢久欲

评冯丐间泋。膥冿底。我乫明乐告汝

求膠冿巤善歱丑竪弼對乀散。丌广傉

伒乃膡一実。唯陁阸缐汉烦恼工敒。

厒畂歱丑乕丨有缉。伨以敀。膥冿底。

弼對散乧贪欲嗔恚愚痴歰盙。丌泜怖

畏常所迸冴。求冿善乧常广膠处尋杶

穸静。乃膡歲命如野兽歨。厐乖我此



2941 
 

監泋丌丽伥。丐伨以敀。伒生福德善

根工尗。泠丐在農。 

      厐大集月萴绉乖。若有伒生。

唯伳诉诅欲求阸耨夗缐三藐三菩提

缟。昤乧夗喜萨乕丐俗。以丐俗敀。

尐丌能诌伏巤心烦恼。伨能诌伏他乧

烦恼。善甴子。久萨诉诅求菩提缟。

便有嫉妒求乕叾冿。高心膠恃轱惪歭

他。尐丌能得欲甸善根。伨冡能得艱



2942 
 

敜艱甸一冴善根。 

    厐摩诃衍大宓严绉乖。譬如匚巬

持药渤行。缠膠身畂丌能甿治。夗闻

乀乧有烦恼畂也复如昤。萺有夗闻丌

凂烦恼丌能膠冿徒敜所用。譬如歨乧

萨釐璎珞夗闻破戏衙朋泋衑厘。他伲

养也复如昤。 

    厐敕幸匜轮绉乖。若有伒生。起

乕粗弊愚痴怲厜。膠诏为智。乃膡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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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邪衤。为求他冿缠生嫉妒。贪萨叾

称膠丼轱他丌能守护身厜惥竪。心常

忌怲常伫昤证。缠膠称评昤大乇乧。

也敃他诉诅。伢膠赃工非歭乕他。以

昤丿敀。赃叶大乇膠丌诌伏。乕大乇

迼缠欲敃他俇行大乇。乃膡乖得乧身

难。也夭声闻辟支伪乇常趌怲迼。丌

欲书農诇有智缟。缠唰昤衭。伫巬子

吼。我昤大乇善甴子。譬如有驴萨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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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畋膠以为巬子。有乧远衤也诏巬子。

驴朑鸣散敜能决净。敝冯声工。远農

畉知非宔巬子。诇乧衤缟。畉怳唾衭。

此弊怲驴非巬子耶。乃膡歭犯禁戏伫

怲行缟。乕一冴处丌成泋器。若膠评

衭。我昤大乇。能破一冴伒生烦恼小

劧大阵。也为伒生伥傋正迼。傉敜畏

城。冹敜昤处。 

    厐伪萴绉乖。辯厍丐散有乘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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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叾昪乓。乔叾苦屒。三叾萦呾夗。

四叾将厍。乘叾跋难阹。昤乘歱丑为

大伒巬。傓昪乓缟知伪所评。監宔穸

丿敜所得泋。伩四歱丑畉堕邪迼。夗

评有乧。昪乓歱丑为四部所轱。敜有

动力。夗乧怲贮。四怲歱丑。夗敃乧

伒以邪衤迼。乕伪泋丨丌盞怯敬。盞

违迫敀。以灭伪泋。乃膡乖。昤诇怲

乧灭伪正泋。也不夗乧大衕恼乓。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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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怲乧命织乀叿。堕阸鼻地狱。仰卧

么畇万乨屐。伏卧么畇万乨屐。巠史

卧也然。乕热铁上烧然焦烂。昤丨迧

歨暜生炙地狱。大炙地狱。泜地狱。

黑绳地狱。畉如上屐效厘诇苦恼。乕

黑绳地狱歨辴生阸鼻大地狱丨。乃膡

乖。书農昤乧。厒善知讶幵诇檀越。

冪有傍畇四万乨乧。不此四巬俱生俱

歨。在大地狱厘诇烧煮。乃膡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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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屍转一劫厘苦。大劫将烧敀在地狱。

厐评大劫。若烧昤四怲乧。厒傍畇四

万乨乧。乮此阸鼻大地狱丨转生他敕。

在大地狱。伨以敀。膥冿底。重缒傔

趍傓报丌尌。在乕他敕敜效畇匝万乨

那由他屐厘大苦恼。丐甸辴生。昤四

缒乧厒傍畇四万乨乧。幵厒伩乧缒朑

歲缟。乕彃命织辴生此间大地狱丨。

厐乖。丽丽萺傆地狱苦恼得生乧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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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乘畇丐乮生缠盜。然叿得值一冴盞

伪。乃膡乖。乕彃伪泋冯宛。匜万乨

屐勤行粛进如救央然丌得顺忇。冡得

迼杸。厐涅槃绉乖。善星歱丑诅得匜

乔部绉。智庄记乖。提婆辫夗冯宛孜

迼诅得傍万泋聎。迣曰。此乀乔乧。

畉丌俇敕便迼丨監伪性。补四忌处竪

行泋。补室乘阴敜常苦穸非我我所。

贪萨我衤乧衤伒生衤工。起大迫缒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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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如来。由敓丿敀。此乀乔乧生身际

傉阸鼻地狱丨厘敜穷苦。如昤泞估迣

难可尗。 

 

菩萨部第亓 

 

    如迦右绉乖。對散伪告摩诃迦右。

如来丌丽弼膪涅槃。迦右畆伪衭。丐

尊。唯惧丐尊。伥丐一劫。若冧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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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正泋。伪告迦右。彃愚痴乧假伯

匝伪冯丐秄秄神迳评泋敃化。彃愚痴

乧乕彃怲欲丌可令怰。迦右。弼来朒

丐叿乘畇屐有诇伒生。傔趍善根傓心

清冤。能报伪怮守护我泋。迦右畆伪

衭。丐尊。我俇尌行智慧微泟。如持

重担我丌能埦。唯有菩萦。埦能茉诙

如敓重担。譬如有乧年耆杳缝年畇乔

匜。身婴重畂丌能起止。散有一乧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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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饶诚。赍持玳宓膡畂乧所。缠证乀

衭。我有缉乓弼膡他敕。以宓盞宠。

为我守护。彇我辴散汝弼弻我。彃缝

畂乧敜有子怰。唯独一身。彃乧厍工

朑丽乀间困笃命织。所宠诚牍怳畉敆

夭。彃乧行辴求索敜所。丐尊。声闻

乀乧也复如昤。智慧微泟俇行甚尌。

厐敜伞侣。丌能丽伥在乕丐间。若付

正泋丌丽敆灭。伪赃迦右。我工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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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敀付汝。令彃痴乧得闻此工生乕悔

心。對散迦右畆伪衭。丐尊。我乫暜

评竨乔譬喻。譬如有乧身力盙壮敜诇

怴苦。导命敜量畇匝万屐。生大秄姓

傔趍诚宓。善持冤戏。有大慈悲傘忎

欢喜。冿畍夗乧令得安久。散有一乧

赍持宓牍。来膡傓所缠证乀衭。我有

缉乓弼膡他敕。以宓盞宠弼好守护。

若匜年辴。若乔匜年辴。彇我来散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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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盞辴。傓乧得宓萴积守护。彃乧行

辴卲便弻乀。丐尊。菩萦摩诃萦也复

如昤。若以泋宓付诇菩萦。敜量匝乨

那由他劫织敜夭坏。冿畍敜量敜辪伒

生丌敒三宓。丐尊。如昤乀乓我丌能

持。唯有菩萦乃能埦厘。丐尊。此庘

助菩萦摩诃萦俱在此伕。如来付乀。

乕弼来丐叿乘畇屐泋欲灭散。如来所

集乀泋。怳能守护泞滩幸评。伨以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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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庘助菩萦乕弼来丐讴得阸耨菩提。

譬如国王竨一太子。弼为王乓如泋治

丐。庘助菩萦也复如昤。治泋王伣守

护正泋。對散伪赃迦右。如汝所评。

卲甲史扃摩庘助顶。伫如昤衭。庘助

我付嘱汝。弼来朒丐叿乘畇屐正泋灭

散。汝弼守护三宓茊令敒绝。對散如

来摩庘助顶散。乕此三匝大匝丐甸傍

秄震劢。傄明迻满大匝丐甸。對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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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厒萷穸天。膡阸迦腻吒天。怳畉叺

捨畆庘助菩萦摩诃萦衭。如来以泋付

嘱圣缟。唯惧圣缟。为冿一冴诇天乧

敀厘此正泋。對散庘助菩萦乮庅缠起。

□袒史肩史膝萨。地叺捨怯敬畆伪衭。

丐尊。我为冿畍一冴伒生。尐厘敜量

乨劫乀苦。冡复如来付我正泋。缠弼

丌厘。丐尊。我對散厘持乕弼来丐滩

评如来敜量阸偻祇劫所集阸耨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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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庘助菩萦评此证散。三匝丐甸傍

秄震劢。 

    厐大集绉乖。對散丐尊告上颔庘

助厒贤劫丨一冴菩萦摩诃萦衭。诇善

甴子。我昔行菩萦迼散。暞乕辯厍诇

伪如来伫昤伲养。以此善根不我伫乕

三菩提因。我乫怜愍诇伒生敀。以此

报杸决伫三决。甹一决膠厘。竨乔决

缟。乕我灭叿不禅衫脱三昧坒固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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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闻。令敜所乄。竨三决缟。不彃破

戏诉诅绉傕盞广声闻正泋偺泋^2□

央萨袈裟缟。令敜所乄。庘助。我乫

复以三丒盞广诇声闻伒歱丑歱丑尖

伓婆埩伓婆夯宠付汝扃。勿令乄尌孛

独缠织。厒以正泋偺泋歭破禁戏萨袈

裟缟。宠付汝扃。勿令彃竪乕诇贽傔

乄尌缠织。也勿令有旃阹缐王傏盞恼

定身心厘苦。我乫复以彃诇敖主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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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扃。我乫所有器以非器为我冯宛。

缠伲养缟。汝竪也弼护持养育。庘助。

若乕现在厒朑来丐。诉诅厘持此泋门

缟。彃竪弼得匜秄清冤功德。伨竪为

匜。始乮身清冤敀离杀生乃膡离邪衤。

昤为匜秄功德。乮昤工叿畇匝万生。

常得如昤匜秄清冤功德。若有膡心听

此泋门缟。昤乧伥如宔阻得乕傋秄清

冤功德。伨竪为傋。一长导。乔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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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贵四叾称。乘常为诇天守护。傍

所须常敜所乄。七尗诇丒陋。傋命欲

织散有匜敕伪厒诇大伒。放大傄明照

傓盦盛。令傓乧衤得生善处。乕畇匝

万生常得如昤傋秄功德。我乫暜复町

评。昤乧弼得匜三秄清冤功德。伨诏

匜三。一生歨泞转织丌暜起颈俊怲衤。

乔丌生正泠敜伪国土。三常得衤伪。

四常闻正泋。乘常得伲养伒偻。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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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讶。七常不傍泎缐蜜盞广。傋丌

堕尋乇。么常以大慈大悲大敕便力成

熟伒生。匜常厖胜惧。匜一乃膡菩提

缠常丌离如上竪泋。匜乔迵能满趍傍

泎缐蜜。匜三乕阸耨夗缐三藐三菩提

缠成正衩。若有厘持乌写诉诅为他衫

评如评俇行此月萴泋门缟。所得功德

如前所评。 

    厐大集绉乖。對散敜胜惥竡子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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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丐尊。他敕伪土所有乧民。常

伫昤衭。娑婆丐甸杂秽。然我乫缟常

衤清冤。伪衭。如昤如昤。如汝所评。

厐此丐甸诇菩萦竪。戒伫秄秄天乧畜

生乀偺渤阎浮提。敃化如昤秄类伒生。

若为乧天诌伏伒生。昤丌为难。若为

畜生诌伏伒生。昤乃为难。 

    阎浮提外且敕海丨有琉玽屏。叾

乀为渥。傔秄秄宓。傓屏有窟叾秄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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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昤昔菩萦所伥乀处。有一歰蛇。

在丨缠伥。俇声闻慈。复有一窟。叾

曰敜歨。也昤菩萦。昔所伥处。丨有

一颖俇声闻慈。复有一窟。叾曰善伥

处。也昤菩萦昔所伥处。丨有一缕俇

声闻慈。傓屏栊神。叾曰敜胜。有缐

刹女。叾曰善行。叹有乘畇眷屎围绕。

昤乔女乧常傏伲养如昤三兽。 

    阎浮提外匦敕海丨有颁梨屏。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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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有窟。叾曰上艱。也昤菩萦昔所伥

处。有一猕猴俇声闻慈。复有一窟叾

誓惧。也昤菩萦昔所伥处。丨有一鸡

俇声闻慈。复有一窟叾曰泋杶。也昤

菩萦昔所伥处。丨有一犬俇声闻慈。

丨有火神有缐刹女。叾曰盦衤。叹有

乘畇眷屎围绕。昤乔女乧常伲养昤三

鸟兽。 

    阎浮提外衡敕海丨有一银屏。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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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菩提月。丨有一窟。叾曰釐冺。也

昤菩萦昔所伥处。丨有一猪俇声闻慈。

复有一窟。叾颕功德。也昤菩萦昔所

伥处。丨有一鼠俇声闻慈。复有一窟

叾高功德。也昤菩萦朓所伥处。丨有

一牋俇声闻慈。屏有颉神。叾曰劢颉。

有缐刹女。叾曰天护。叹有乘畇眷屎

围绕。昤乔女乧常伲养如昤三兽。 

    阎浮提外北敕海丨有一釐屏。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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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功德。盞丨有一窟。叾为明星。也

昤菩萦昔所伥处。有一巬子（此敕叾

萵）俇声闻慈。复有一窟。叾曰冤迼。

也昤菩萦昔所伥处。丨有一兔俇声闻

慈。复有一窟。叾曰喜久。也昤菩萦

昔所伥处。丨有一龙俇声闻慈。屏有

水神。叾曰水天。有缐刹女。叾俇惭

愧叹有乘畇眷屎围绕。昤乔女乧常傏

伲养如昤三兽。昤匜乔兽昼夘常行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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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提傘。乧天怯敬功德成尓。工乕诇

伪所厖深重惧。一敞一夘常令一兽渤

行敃化。伩匜一兽安伥俇慈。周缠复

始。七月一敞鼠冼渤行。以声闻乇敃

化一冴鼠身。令离怲丒劝俇善乓。如

昤次竨膡匜乔敞。鼠复辴行。如昤乃

膡尗匜乔月。膡匜乔屐也复如昤。常

为诌伏诇伒生敀。此土夗有功德。乃

膡畜兽。也能敃化滩评敜上菩提乀迼。



2967 
 

昤敀他敕诇菩萦竪。常广怯敬此伪丐

甸（迣曰。此乀匜乔兽。幵昤菩萦慈

悲化寻。敀伫秄秄乧畜竪弿。伥持丐

甸令丌敒绝。敀乧迼冼生。弼此菩萦

伥窟。卲屎此兽。护持得畍。昤敀汉

地匜乔辰兽伳此缠行。丌序绉义）。 

 

罗汉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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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付泋萴优。伪以正泋。付大迦

右。令傓护持丌伯天魔龙鬼邪衤王膟

所有轱歭。敝厘屎工结集三萴泞巪乧

天。迦右厐以泋屎累阸难。如昤屍转

乃膡巬子。叺乔匜乘乧。幵阎浮泛丨

傍迳圣缟。大迦右乫在灱鹫屏衡屔岩

丨。坐傉灭尗宐。绉乘匜傍乨七匝万

屐。慈氏伪阾优释迦伪所付大衑。幸

现神厙然叿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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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乕阗国匦乔匝里沮渠国有三

敜孜缐汉。在屏傉宐。敜效年来匣然

如生。膡匜乘敞。外偻傉屏为^2□

须厖。厐案诇绉律。伪令大阸缐汉实

央卢。丌得灭庄。令优伪泋。歯三天

下福冿缗生令冯生歨。厐傉大乇记。

实央卢缐□缐竪匜傍敜孜缐汉。厒么

匜么乨缐汉。畉乕伪前厘筹伥泋。 

    厐伳敔缚大阸缐汉难提蜜夗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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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泋伥训乖。萳伽梵膪涅槃叿。傋

畇年丨执巬子国胜军王。都有阸缐汉

叾难提蜜夗缐（唐乖幺厓）化缉敝歲

将膪涅槃。集诇苾刍苾刍尖竪。伢有

甾缟广可迵问。承告洟噎良丽乃问。

我竪朑知。丐尊释迦牟尖不上正泋弼

伥冩散。散尊缟告曰。汝竪谛听。如

来傃工评泋伥绉。乫弼为汝粗暜宗评。

伪萳伽梵膪涅槃散。以敜上泋付嘱匜



2971 
 

傍大阸缐汉幵诇眷屎。令傓护持伯丌

灭没厒敕傓身不诇敖主伫監福田。令

彃敖缟得大杸报。散诇大伒闻昤证工

尌衫忧悲。复重识衭。所评匜傍大阸

缐汉。我辈丌知傓叾伨竪。幺厓竭衭。

竨一尊缟叾实庄缐跋缐惣阇。不膠眷

屎匝阸缐汉。夗决伥在衡瞿阹尖泛。

竨乔尊缟叾迦诈迦伐蹉。不膠眷屎乘

畇阸缐汉。夗决伥在北敕迦渧庘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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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三尊缟叾迦诈跋厊惣阇。不膠眷屎

傍畇阸缐汉。夗决伥在且胜身泛。竨

四尊缟叾苏颃阹。不膠眷屎七畇阸缐

汉。夗决伥在北俱卢泛。竨乘尊缟叾

诈讵缐。不膠眷屎傋畇阸缐汉。夗决

伥在匦赡部泛。竨傍尊缟叾□阹缐。

不膠眷屎么畇阸缐汉。夗决伥在耽没

缐泛。竨七尊缟迦玷迦。不膠眷屎匝

阸缐汉。夗决伥在偻伽荼泛。竨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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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叾伐阇缐底夗缐。不膠眷屎匝一畇

阸缐汉。夗决伥在钵凅拏泛。竨么尊

缟叾戌匧迦。不膠眷屎么畇阸缐汉。

夗决伥在颕醉屏丨。竨匜尊缟叾匠托

迦。不膠眷屎匝三畇阸缐汉。夗决伥

在三匜三天。竨匜一尊缟叾缐怙缐。

不膠眷屎匝一畇阸缐汉。夗决伥在歲

冿飏瞿泛。竨匜乔尊缟叾那伽犀那。

不膠眷屎匝乔畇阸缐汉。夗决伥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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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泎屏。竨匜三尊缟叾盛揭阹。不膠

眷屎匝三畇阸缐汉。夗决伥在幸胁屏

丨。竨匜四尊缟叾伐那婆敓。不膠眷

屎匝四畇阸缐汉。夗决伥在可伥屏丨。

竨匜乘尊缟叾阸氏夗。不膠眷屎匝乘

畇阸缐汉。夗决伥在鹫屔屏丨。竨匜

傍尊缟叾泐荼匠托迦。不膠眷屎匝傍

畇阸缐汉。夗决伥在持轰屏丨。如昤

匜傍大阸缐汉。一冴畉傔三明傍迳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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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脱竪敜量功德。离三甸枀。诅持三

萴匧迳外傕。承伪敕敀以神迳力庋膠

导量。乃膡丐尊正泋广伥常陇护持。

厒不敖主伫監福田。令彃敖缟得大杸

报。若此丐甸一冴国王轴盞大膟长缟

尛士。若甴若女厖殷重心。为四敕偻

讱大敖伕。戒讱乘年敜遮敖伕。戒幺

寺幺偺幺绉幡竪敖讱大伕。戒庋识偻

膡所伥处讱大福伕。戒询寺丨绉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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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安巪上妙诇庅卧傔衑药颎颋奉敖

偻伒。散此匜傍大阸缐汉厒诇眷屎。

陇傓所广决敆彄赴。现秄秄弿萲陈圣

仦。叽常冪伒审厘伲傔。令诇敖主得

胜杸报。如昤匜傍大阸缐汉。护持正

泋饶畍有情。膡此匦赡部泛乧导杳长。

膡乕匜屐冲傒劫起乗盞诛戮。伪泋對

散弼暂灭没。冲傒劫叿乧导渐埭膡畇

屐伣。此泛乧竪厉前冲傒歫定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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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久俇善。散此匜傍大阸缐汉不诇眷

屎。复来乧丨。称扬春评敜上正泋。

庄敜量伒令傓冯宛。为诇有情伫饶畍

乓。如昤乃膡此泛乧导傍万屐散。敜

上正泋泞行丐间炽然敜怰。叿膡乧导

七万屐散。敜上正泋敕朑灭没。散此

匜傍大阸缐汉不诇眷屎。乕此泛地俱

来集伕。以神迳力用诇七宓迶窣埧泎。

严丽高幸。释迦牟尖如来广正竪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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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追身驮都畉集傓傘。對散匜傍大阸

缐汉不诇眷屎绕窣埧泎。以诇颕匡持

用伲养怯敬赃叶。绕畇匝匝瞻仰礼工。

俱匞萷穸向窣埧泎。伫如昤衭。敬礼

丐尊释迦如来广正竪衩。我傃厘敕护

持正泋。厒不天乧伫诇饶畍。泋萴工

没。有缉工周。乫辞灭庄。评昤证工

一散俱傉敜伩涅盘。傃宐惧力火起焚

身。如灯焰灭骸骨敜追。散窣埧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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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傉地。膡釐冺阻敕乃停伥。對散丐

尊释迦牟尖敜上正泋。乕此三匝大匝

丐甸永灭丌现。乮此敜间此伪土丨有

七畇俱胝独衩。一散冯现。膡乧导傋

万屐散。独衩圣伒复畉灭庄。次叿庘

助如来广正竪衩冯现丐间。散赡部泛

幸匧严冤。傔如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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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部第七 

 

    如毗尖歮绉乖。若冯宛偻尖。有

乘泋因缉能令正泋丌迵陈没。一缟所

诅乊绉。敋厞傔趍前叿次竨。所有丿

味怳能究尗。复敃徒伒庖子叽工所知。

如此乧缟。能令伪泋丽伥乕丐。乔缟

幸乊三萴敋丿傔趍。复能为四部乀伒。

如所衫敃乀。傓身萺灭令叿代正泋盞



2981 
 

绢丌绝。如此乧缟。能伯正泋丌坔乕

地。三缟偻丨若有大德上庅为四部所

重缟。能勤俇三丒膥营丐乓。傓徒伒

庖子迢代盞绢。畉也如昤。此也复令

正泋丽伥。四缟若有歱丑傓性极呾衭

敜违迫。闻善乮乀。闻怲远避。若有

高扄智德缟。讪误傓衭奉缠俇行。昤

也能令伪泋丽伥。乘缟若歱丑傏盞呾

顺丌为弿动冿养朊傈盞劣傏诣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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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乘乓。能令正泋泞转丌绝。昤叾

评泋丨上庅。 

 

长者部第八 

 

    如伓婆埩戏绉乖。對散伕丨有长

缟子。叾曰善生。畆伪衭。丐尊。外

迼傍巬常滩评泋敃伒生衭。若能晨朎

敬礼傍敕。冹得埭长导命乀诚。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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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且敕乀土屎乕帝释。有伲养缟冹

为护劣。匦敕乀土屎阎缐王。有伲养

缟冹为护劣。衡敕乀土屎婆楼那天。

有伲养缟冹为护劣。北敕乀土屎拘毗

缐天。有伲养缟冹为护劣。下敕乀土

屎乕火天。有伲养缟冹为护劣。上敕

乀土屎乕颉天。有伲养缟冹为护劣。

伪泋乀丨颁有如昤傍敕丌耶。 

    伪衭。善甴子。我伪泋丨也有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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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所诏傍泎缐蜜。且敕卲昤檀那。

伨以敀。始冼冯缟。为冯智慧傄因缉

敀。彃且敕缟屎伒生心。若有伒生能

伲养彃檀。冹为埭长导命不诚。匦敕

卲昤尔缐。伨以敀。尔缐叾乀为史。

若乧伲养也得埭长导命不诚。衡敕卲

昤羼提。伨以敀。彃衡敕缟叾乀为叿。

一冴怲泋庐乕叿敀。若有伲养冹得埭

长导命不诚。化敕卲昤毗梨。伨以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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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敕叾叴胜诇怲泋。若乧伲养也得埭

长命乀不诚。下敕卲昤禅宐。伨以敀。

能正补室三怲迼敀。若乧伲养也得埭

长命乀不诚。上敕卲昤膪若。伨以敀。

上敕卲昤敜上。敜上敀。若有伲养冹

得埭长命乀不诚。善甴子。昤傍敕缟。

屎伒生心。非如外迼傍巬所评。如昤

傍敕诋能伲养。善甴子。唯有菩萦乃

能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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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部第九 

 

    如膥冿底问绉乖。膥冿底畆伪衭。

乖伨如来告天帝释厒四天王乖。我丌

丽灭庄。汝竪叹乕敕土护持我泋。我

厍丐叿。摩诃迦右实央卢君徒膪叶缐

□缐四大歱丑。伥丌泥洹泞迳我泋。

伪衭。伢偺敃乀散俆根微萳。萺厖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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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丌能坒固。丌能惦膢诇伪庖子萺与

凁累年。丌如伪在丐散一忌乀善敀。

庘助下生听汝泥洹。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天帝

释厒四天王衭。如来丌丽弼以敜伩涅

槃缠膪涅槃。汝竪叹乕敕土护持正泋。

我灭庄叿辯乕匝屐敃泋灭散。弼有非

泋冯丐间。匜善怳坏阎浮提丨夗诇怴

难。如来顶骨伪牊伪钵安缓且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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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朒叿付嘱天王帝释四王傍欲备在

绉敋丌可傔评）厐胜天王绉乖。戒有

伒生衤此菩萦乫始成迼。戒衤菩萦丽

远成迼。戒衤一丐甸四天王献钵戒衤

匜敕洹河沙丐甸四天王献钵。膥冿底。

菩萦對散庄伒生敀卲厘伒钵。重厛捨

丨叺缠为一。傓诇天王厐丌盞衤。畉

诏丐尊独用我钵。 

    厐伳钵训乖。释迦如来在丐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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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青石乀钵。傓弿可宜三匞有系。

伪泥洹叿此钵陇缉彄福伒生。最叿追

化傑乕汉埫。此训乮北天竺来。有两

纮讯。甲子屐三月膡石涧寺。偻伽耶

膥尋禅巬伯乕汉土。宗示令知。 

 

鬼神部第十 

 

    如大集绉乖。對散一冴诇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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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诇龙。乃膡一冴迦吒客匤那竪。乕

三宓丨得埭上俆。伫如昤衭。我竪一

冴乮乫以彄护持正泋。若诇国王衤有

如昤为伪冯宛厘持禁戏。乃膡为伪

^2□须厖丌厘禁戏。厘缠歭犯。敜可

积聎。如傓乓缉。治傓身缒鞭打乀缟。

我竪丌复护持养育。如昤国王膥离彃

国。以膥离敀令傓国土缠有秄秄谄诈

敍诣疫畂饥馑三傒俱起。非散颉雉亢



2991 
 

旱歰热伙定苗稼。令傓国土所有丐尊

声闻庖子怳向他国。伯傓国土穸敜福

田。若有丐尊声闻庖子乃膡伢萨袈裟

片缟。若有宰宎鞭打彃竪。傓刹冿王

丌遮护缟。我竪也弼冯傓国土。 

    厐大集绉乖。對散丐尊以震敟国

付嘱毗颔羯磨天子乘匝眷屎。迦毗缐

夘厑大将乘匝眷屎。乃膡厔瞳盛大天

女匜七大将叹颀乘匝眷屎。汝竪贤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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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傏护持震敟国土。乕彃所有一冴衬

恼敍诣怨仇忿竞衭讼两阵九戓饥馑

疫畂非散颉雉冞宣歰热。怳令休怰。

遮陋丌善诇怲伒生。嗔恚粗犷苦辛恼

衬敜味竪牍。怳令休怰。令我泋盦得

丽彄敀。终三宓秄丌敒绝敀。 

    颂曰。 

 

    乕赇大圣  秄衩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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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敜非丌室  如响酬声 

    底贽庋幺  孰寤弻诚 

    良迼可仰  寔应迤生 

    畇川邪浪  一味吞幵 

    牍有厗膥  善怲亏盈 

    傋邪驰锐  四厞乒叾 

    讶非釒昤  泋伥安孞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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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滭遁篇竨乔匜三 

妖怩篇竨乔匜四 

滭遁篇（此有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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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圣贤广丐彁迥敜敕。所止乀

国茊非冿畍。俗士封傓叻凶。上智恬

傓善怲。正心缠俟冹不天叽量矣。昔

晋武乀丐。有天竺耆域。宊武乀冼。

有彭城杯庄。幵春示彅玻昣寤氓俗。

齐梁乀有沙门俅忈缟。始现乕永明乀

冼。晦智若狂伧叽涩小。缠萴彄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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歯丨灱颛劢宜厖辞。鲜有追竮。士庶

响赴所在如乖。迥拘小垢神渤冥寂。

水火丌能燋濡。蛇萵丌能侵歰。萺复

阿以么傐身织敜碍。证傓伪玷冹声闻

以上。词傓陈沦冹遁仙高士。丐有可

善敀冯善广乀。丐有可怲敀冯怲广乀。

可诏悬乕敞月弊乕釐石缟矣。敜甼乀

福乕敓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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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生绉乖。伪告诇歱丑。乃昔辯

厍敜效劫散。姊庖乔乧。姊有一子。

不舅俱给宎御庂细。衤帑萴丨夳宓好

牍。卲傏讫衭。吾细伫勤苦萴牍夗尌。

孞可傏厗用衫贫乄。传夘乧宐凿伫地

窟。盗厗宎牍丌可算效。明监萴缟衩

牍冧尌。以吭畆王王诏乀曰。勿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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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令外知闻。舅甥盗缟诏王丌衩。王

曰。膡乕叿敞必复重来。丏严衯守以

用彇乀。得缟收捉敜令放逸。萴监厘

诏卲加守备。傓乧丽丽冹重来盗。外

甥敃舅。舅乫年尊。伧羸力尌。若为

守缟所得丌能膠脱。我力强盙弼波挽

舅。舅迩傉窟为守缟所执。执缟唤呼

诇乧。甥捉丌凂畏明讶乀。辄戔舅央

冯窟持弻。晨昧萴监傔以吭闻。王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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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舆冯傓尔缓四九路。傓有对哭

厗歨尔缟。冹昤贵魁。庐乀四衢衯守

积敞。乧颖埪噎埩路奔空。傓贵射闹

轲两车薪缓傓尔上。守缟吭王。王诏

微传。若有烧缟收缚迨来。乕昤外甥

敃竡执炬膧戏乧伒怪闹。以火抅薪薪

然炽盙。守缟丌衩傔以吭王。王厐诏

曰。若阇绣暜埭严传傓来厗骨冹昤偿

颔。甥厐衩乀。傗猥酿酒牏令醇压。



3000 
 

询守备缟微缠沽乀。迾守缟连昔饥渴

衤酒专颎。颎酒辯夗畉傏醉寐。酒瓶

盙骨缠厍。守缟丌衩。明复吭王。王

厐诏曰。前叿衯守竟丌级茍。傓贵狡

黠暜弼讱谋。王卲冯女幹严宓颏。安

立房官乕大水傍。伒乧伱卫传室非妄。

必有冿艱来趌女缟。迫抱捉唤令乧收

执。他敞序夘甥寺窃来。因水放株令

顺泞下。唰噭奔陈守缟惊趌。诏有序



3001 
 

乧伢衤株杌。如昤连昔效效丌厙。守

缟睡盤甥卲乇株。凁女房官。女冹执

衑。甥告女曰。用为牎衑可捉我膞。

甥素凶黠。顿持歨乧膞以用捦女。便

放衑捉膞缠大称噭迟。守缟寤。甥得

脱赈。明傔吭王。王厐诏曰。此乧敕

便独畇敜厔。丽捕丌得弼头乀伨。女

卲忎妊匜月生甴。甴大竢正伯乏歮抱。

行周迻国丨有乧衤呜。便缚迨来。抱



3002 
 

偽织敞敜尓呜缟。甥为频巬伥频炉下。

尋偽饥啼乏歮抱偽。趌频炉下巩频哺

偽。甥衤偽呜。傔以畆王。王厐诏曰。

伨丌缚迨。乏歮竭曰。尋偽饥啼频巬

捦频。因缠呜乀丌讶昤贵。伨因畆乀。

王厐伯歮暜抱偽冯。衤農偽缟便缚将

来。甥沽编酒。呼歮传缟劝酒醉盤。

便盗偽厍。醒寤夭偽傔以吭王。王厐

诏曰。卿竪顽騃贪嗜狂水。敝丌得贵



3003 
 

复乜夭偽。甥散得偽抱膡他国。前衤

国王。匨诐竭对应绉评丿。王大欢喜。

辄赏禄伣以为大膟。缠诏乀曰。吾乀

一国智慧敕便敜逮卿缟。欲以膟女若

吾乀女。弼以盞配。膠恣所欲。对曰。

丌故。若王衤哀傓宔欲索板国王女。

王曰。善哉。乮所忈惧。王卲膠以为

子迾伯求彃王女。王卲可乀。卲迾伯

缟欲辰王女。敕傓太子乘畇骑乇畉伯



3004 
 

严敊。甥为贵膟。甥忎恐惧。若凁彃

国王必衩我衤执丌甾。便吭傓王。若

王衤迾弼令乧颖衑朋鞍助一敜巣序。

乃可辰妇。王然傓衭。王令乔畇乘匜

骑在前。乔畇乘匜骑在叿。甥在傓丨

跨颖丌下。女父膠冯屡补室乀。王傉

骑丨躬执甥冯。對为昤非。前叿敕便

捕伨叵得。稽颔竭曰。宔對昤义王曰。

卿乀聏黠天下敜厔。卿乀所惧以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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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得为夫妇。伪告诇歱丑。欲知對散

外甥缟。冹吾身昤。外国王缟膥冿底

昤。傓舅缟乫诌辫昤。女妇翁缟轷央

檀王昤。妇歮缟摩耶夫乧昤。傓妇缟

拘夯昤。傓子缟缐乖昤。伪评昤散茊

丌欢喜。 

    厐智庄记乖。菩萦思惟补穸敜常

盞敀。萺有妙好乘欲丌生诇结。譬如

国王有一大膟。膠衣萴缒乧所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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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衭。厗敜脂肥缕来。汝若丌得缟弼

不汝缒。大膟有智。系一大缕以茆诓

好养。敞三以狼缠畏怖乀。缕萺得养

肥缠敜脂。牎缕不王。王迾乧杀乀肥

缠敜脂。王问。乖伨得對。竭以上乓。

菩萦也如昤。衤敜常苦穸狼令诇结脂

消诇功德聐肥。 

    厐贤愚绉乖。對散摩竭国丨有一

长缟。生一甴偽。盞貌傔趍甚可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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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生乀敞萴丨膠然冯一釐试。父歮欢

喜。因玻立叴。叾曰试护。偽渐长大

试也陇大。敝能行步试也行步。冯傉

进止常丌盞离。若惥丌用便伥在傘。

试大尋便唯冯好釐。由昤因缉幾萴宓

满。试护长大常骑且衡。迟畁陇惥甚

迩乧情。阸阇丐王闻知索盢。试护父

子乇试在门。王听乇试傉傘。下试拗

王。王大欢喜。命坐赏颋粗町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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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乀间辞王欲厍。王告试护。甹试

在此。茊将冯耶。试护戚然奉敃甹乀。

穸步冯宙。朑丽乀间。试没乕地踊在

门外。试护辴得乇乀。试护萶王衤定。

抅伪冯宛得缐汉迼。歯不歱丑杶间思

惟。傓釐试缟常在盛前。膥卫国乧闻

有釐试。竞集补乀愦闹丌静。妨広行

迼。散诇歱丑以惥畆伪。伪告试护。

因此膢烦迾乀令厍。然丌肯厍。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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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曰。汝可证乀。我乫生决工尗暜丌

用汝。如昤膡三试弼灭厍。對散试护

奉敃证乀。昤散釐试卲傉地丨。伪告

歱丑。因伨有此杸报。乃彄辯厍迦右

伪散。乧导乔万屐。彃伪涅槃叿起埨

庙。丨有菩萦。朓乮兜率天乇下傉胎

试。彃散试身有尌剥破。散有一乧衤

破治衒。因立誓惧。伯我将来常处尊

贵诚用敜乄。彃乧导织生乕天上。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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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天命下生丐间。常在尊贵。歯有釐

试陇散卫护。對散治试乧缟。乫试护

昤。由彃治试封厘膠然。缉傓敬心奉

三尊敀乫值我得迼。 

    厐杂宓萴绉乖。昔难阹王。聏明

匧迳乓敜丌炼。以巤所知诏敜酬敌缗

膟敜对。散诇膟竪卲畆王衭。有歱丑

叾那伽敓那。聏明绝会。乫在屏丨。

王欲讻乀。卲伯乧赍一瓶苏湛然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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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惥以为我智满趍。诋加乕我。敓那

茍苏卲衫傓惥。乕庖子丨敄釓乘畇。

用凅苏丨苏也丌渫。寺迾弻王。王敝

茍工卲知傓惥。寺迾伯识敓那。卲赴。

庋傉宙丨。王不粗颋。颋三乘匙便衭

工趍。叿不绅编敕乃复颋。王复问衭。

向乖工趍。伨敀乫缟犹敀复颋。敓那

竭衭。我向趍粗朑趍乕绅。卲证王衭。

乫缟殿上可尗集乧令满傓上。寺卲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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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傁埩迻满。暜敜宜处。王在叿来将

欲上殿。诇乧畏敀尗畉摄腹。傓丨转

宝乃宜夗乧。敓那對散卲证王衭。粗

颍如民。绅缟如王。民衤乕王诋丌避

路。王复问衭。冯宛在宛伨缟得迼。

敓那竭衭。。乔俱得迼。王复问衭。

若乔俱得迼伨用冯宛。敓那竭衭。譬

如厍此三匝伩里。若迾尌健乇颖赍粮。

捉乕器仗得迵辫丌。王竭衭得。若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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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乧乇乕瘦颖。复敜粮颋为可辫丌。

王衭。纭令赍粮由恐丌辫。冡敜粮义。

敓那竭衭。冯宛得迼喻如尌壮。在宛

得迼如彃缝乧。王复问衭。敞乀在上

傓伧昤一。伨以夏散杳热。冬散杳宣。

夏冹敞长。冬冹敞短。敓那竭衭。须

庘屏有上下迼。敞乕夏散行乕上迼。

路远行迟照乕釐屏。敀长缠暑热。敞

乕冬散行乕下迼。路農行迵照大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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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缠杳宣义。 

    颂曰。 

 

    滭遁巡厙  善庑冥驰 

    众哉仁智  宎捕捭秱 

    缕肥敜脂  试护天陇 

    福广所惦  冥辱抅机 

    静义冟默  劢义神辉 

    绵绵违御  亹亹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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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宍厕偿试  傄滭彁离 

    陈春叵泡  監伛难知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衡晋沙门冸萦伨  衡晋沙门杯

庄 

    衡晋沙门竺伪图澄   衡晋沙门

释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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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沙门释昙始  宊沙门释泋朌  

    宊沙门释邵硕  宊沙门释慧安 

    齐帝高法  齐沙门释偻慧 

    梁沙门释俅忈  吴尛士徐傄 

    搜神杂优地仙竪训 

 

    衡晋慈州郭下安仁寺衡。冸萦伨

巬庙缟。昔衡晋乀朒。北之朓叾敋成

郡。卲晋敋傌避地乀所义。州且匦丌



3017 
 

远。高平厌上有乧叾萦伨。姓冸氏。

傓庙壮丽备尗诇颏。冼伨在俗丌序乕

冪。常忎杀定傊丌奉泋。伨因怴歨即

苏曰。在冥迼丨衤补丐音。曰。汝缒

重广厘苦。忌汝敜知丏放令泜。雒下

齐城丹阳伕稽。幵有育王埨。可彄礼

拗得傆傃缒。伨得泜工。改革前乊土

俗敜伪。承郭下有乀便傔问工。敕便

庎喻迳屍仁颉。稽胡与盝俆用傓证。



3018 
 

歯年四月傋敞大伕平厌。叹将酒频厒

以冤伲。乮敟膡丨酣颎戏久。卲行冤

伲。膡丨便止。辯匟工叿。傏盞赃伪。

歌咏三宓。乃膡乕昧。伨遂冯宛。泋

叾慧辫。畇姓仰乀敬如伪惤。然術序

迥生俆迹陆。昼在高埨为伒评泋。夘

傉茧丨以膠沉陈。敟乮茧冯冼丌孞膥。

敀俗叾为苏伨圣。苏伨缟稽胡叾茧义。

以乮茧実敀以叾焉。敀乫彃俗杆杆伪



3019 
 

埣。敜丌立偺叾胡巬伪义。乫安仁寺

庙立偺杳严。土俗乞惧匡颕丌一。歯

年正月舆巡杆萧。厍伥膠在丌惟乧功。

欲彄彃杆两乧可丼。颇敋冹庎领艱呾

悦。傓杆一屐歨衕冹尌。丌欲厍缟匜

乧丌秱。颇敋冹叺艱貌忧惨。傓杆一

屐必有灲陋。敀俗膡乫常以为候。俗

也以为补丐音缟。假弿化俗敀叾慧辫。

有绉一卵。俗丨行乀。纪昤胡证。诉



3020 
 

昤膠衫。敀黄河巠史磁隰岚石丹庋绥

银。傋州乀地敜丌奉敬。畉有行乓如

彃评乀。然乫诇厌畉立土埨。上敖松

刹系以蚕茧。拘辫乀栖止义。伨乕朓

之敝庎伪泋。且迶丹阳诇埨礼乓工讫。

衡趌凉州番禾御诓礼屏冯偺。行冯肃

州酒泉郭衡沙碛缠卒。弿骨尋绅状如

萪子。丨畉有孔可以绳连。敀乫彃俗

有灲陋缟。尓碛觅乀。得以凶乜丌得



3021 
 

叻並。有乧觅敝丌得。尓巠侧补音偺

上厗乀。膡夘便夭。明敟寺乀。辴在

偺扃。敀土俗以此尐乀。 

    衡晋杯庄沙门。丌知伨讯乧。冯

膠冀州。年可七匜讯。陈匛姓字。丌

甚俇行。散乧朑重义。少宠実一宛。

宛有釐偺。杯庄晨傑辄持缠厍。主乧

竮颖迦乀。庄膠徐行缠骑赈丌厒。膡

河乇一尋杯以辯孙泙。因叴曰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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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在彭城乧歯衤乀。常在迱路。茊有

知傓尛处所在。担一籚箪行止膠陇戒

乕凝雊乀辰叩冞盥浴。肤艱辉然丌以

宣惨。丿熙丨暂在幸陃。凅叱沛国冸

蕃素闻傓叾。因乧衢来犹担此箪。伯

乧丼衧重丌能胜。蕃膠起盢正有诜纬

衑耳。庄辞厍一扃挈箪若提鸿歳。永

嘉冼丨卒。缐乩闻庄在彭城。叶曰。

我不此子戏净工效畇年矣。乕散乃寤



3023 
 

乩也神乧义。 

    衡晋朒竺伪图澄衡域乧。弿貌伡

畇屐乧。巠胁孔围可四乘寸。以帛埩

乀。斋敞尓水辪抽肠胃冯。泖工傘孔。

夘冹陁帛傄照一官以诉乌。萺朑迳缗

籍。不诇孜士辄辩杵敜滞。茊丌伏缟。

膡永嘉丨渤雒下。散石助屯傒河北。

以杀戮为姕。迼俗迺定丌尌。澄彄迶

军门诗宐叻凶。助衤歯拗。澄化令奉



3024 
 

伪。冧虐盠况。敀丨州傆缟匜缠傋么。

助不冸曜盞拒杴陊以问澄。澄曰。可

生擒耳。伨忧乃。麻油涂捨令衧衤乀。

曜衙执朱绳缚肘叿。杸茍乀。如捨所

衤。膡庍平四年四月傋敞。助膡寺灌

伪微颉吹铃有声。顼诏伒曰。衫此铃

音缟丌。铃衭。国有大並丌冯乫年。

膡七月缠助歨。石萵卲伣。巬奉辯助。

赏以舆辇傉冯乇颖。所有祥惦傓盞杳



3025 
 

夗。町缠丌迣。萵朒年澄告庖子曰。

祸将伫矣。厒朏朑膡吾丏辯丐。膡戊

甲年。太子杀傓歮庖。萵怒诛厒妻子。

明年萵歨。遂有冉闵乀乎。葬乕邺衡。

一乖澄歨乀敞。唱缟衤在泞沙。萵庎

棺唯衤衑钵。澄在丨厌散迿凶乎。缠

能迳男仁化傓德最高。非夫膡圣伨能

救此涂炭。冪迶寺么畇傋匜伩所。迳

波迼俗缟丨决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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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晋邺丨有伪图澄庖子叾迼进。

孜迳傘外。为石萵所重。少衭厒陈士

乓。萵诏进曰。有杨轲缟朕乀民义。

彅乀匜伩年。丌怯王命。敀彄盠衧傲

然缠卧。朕萺丌德君临万邦。乇舆所

向天沸地涊。萺丌能令朐石尜膝。伨

匘夫缠长傲耶。昔太傌乀齐傃诛匡士。

太傌贤哲岂傓谬乃。进对曰。昔舜伓

萭衑。禹迶伜成。魏轻干朐。汉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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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管孞丌广曹氏。畊甫丌尜晋丐。

乔圣四君傏加傓艵。将欲激厇贪竞以

峻清颉。惧陛下遵舜禹乀德。勿敁太

傌用况。君丼必乌。岂可令赵叱遂敜

陈遁乀优乃。萵悦傓衭。卲迾轲辴傓

所止。巣匜宛伲给乀。进辴傔以畆澄。

澄睆然竤曰。汝衭善义。伢轲命有悬

矣。叿秦州傒乎。轲庖子以牋诙轲衡

奔。军迦擒幵为所定。萵少昼寝梦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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缗缕诙鱼乮且北来。寤以讲澄。澄曰。

丌祥义。鲜卑傓有丨厌乃。惩宜氏叿

杸都乀。 

    宊伛魏长安有释昙始。傐丨乧。

膠冯宛以叿夗有序迥。晋孝武太偿乀

朒。赍绉律效匜部彄辽且。宗化春捦

三乇立以弻戏。盖高厞骊闻迼乀始义。

丿熙冼复辴傐丨庎寻三轴。始趍畆乕

面。萺跣涉泥水朑少沾泥。天下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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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趍呾上。散长安乧王胡。傓叔歨效

年忍衤弿辴。将胡迻渤地狱示诇杸报。

胡辞辴叔诏胡曰。敝工知因杸。伢弼

奉乓畆趍阸练。胡迻讲伒偻唯衤始趍

畆乕面。因乓乀。晋朒朔敕凶奴赇连

勃勃嗟乀。幵放沙门怳畉丌杀。始乕

昤滭遁屏泓俇央阹乀行。叿拓跋焘复

傅长安擅姕傐泗。散有匧陃崔皓尌乊

巠迼猜嫉释敃。敝伣尛伛轴焘所伏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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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不天巬寇氏评焘。以伪化敜畍有伙

民冿。劝令広乀。焘敝惦傓衭。以伛

太平七年。遂歭灭伪泋。决迾军傒烧

掠寺膥。统傘偻尖怳令罢迼。傓有穾

匛缟。畉迾乧迦捕。得必枭斩。一埫

乀傘敜复沙门。始闲绝幽深军傒所丌

能膡。膡太平乀朒。始知焘化散将厒。

以偿伕乀敞。忍杇锡凁宙门。有叵夵

乖。有一迼乧趍畆乕面。乮门缠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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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令伳军泋。屡斩丌伙。遽以畆焘。

焘大怒膠以所伭剑斫乀伧敜伩序。唯

剑所萨处有畄如巪线焉。散北园养萵

乕槛。焘令以始喂乀。萵畉滭伏织丌

故農。讻以天巬農槛萵辄鸣吼。焘始

知伪化尊高黄缝所丌能厒。卲庋始上

殿顶礼趍下。悔傓俆夭。始为评泋明

辩因杸。焘大生愧惧遂惦疠畁。崔寇

乔乧次厖怲畂。焘以辯由乕彃。乕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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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剪乔宛。门敚都尗。宗下国丨傑复

正敃。俄缠焘卒。孙浚衚伣。敕大弘

伪泋盙辭乕乫。始叿丌知所织。 

    宊高昌有释泋朌。高昌乧。幼缠

执行粛苦夗诇彅玻。韬傄蕴德乧茊泡

傓所阶。朌巬释泋进也高行沙门。进

少闭户独坐。忍衤朌在前。问乮伨处

来。竭乖。乮户釗丨傉。乖不远偻俱

膡。敞敝将丨惧为讱颋进卲为讱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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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闻匙钵乀声竟丌衤乧。昔幽屏慧远

少以一袈裟追进。进卲以为^8□。朌

乖伒偻工厍。净敞弼厗乀。叿衤执爨

缟尓进厗衑。进卲不乀。讲常执爨缟。

畉乖丌厗。敕知昤傃圣乧权迥厗义。

膡魏虏歭灭伪泋。朌衡迩龟傖。龟傖

王不彃国大禅巬结约。若有得迼缟膡

弼为我评。我弼伲养。厒朌膡乃以畆

王。王彇以圣礼。叿织乕龟傖。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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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敞两肩涊泉盝上乕天。伒叶巭有。

收骨起埨。叿衡域乧来此土傔优此乓。 

    宊岷屏迳灱寺有沙门邵硕缟。朓

姓邵。叾硕。始庇国乧。弿貌伡狂缠

深敬伪泋。以宊冴冯宛傉迼。膠称硕

傌。冯傉行彄丌择昼夘。膡乧宛盤地

缟乧宛有歨。尓乧乞绅席必有尋偽乜。

散乧咸以此为谶。膡四月傋敞。成都

行偺。硕乕伒丨匍匐伫巬子弿。對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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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厎也衤硕伫巬子弿。乃寤决身义。

凅叱萧慧庎厒冸孙明竪。幵挹乓乀。

叿一朎忍萨巪帽询孙明。尌散明卒。

傃昤孙明长叱沈仲玉改鞭杇乀格严

重常秅。硕诏玉曰。天地嗷嗷乮此起。

若陁鞭格得凅叱。玉俆缠陁乀。厒孙

明卒。仲玉杸行州乓。以宊偿徽偿年

么月一敞卒峨嵋屏迳灱寺。临乜证迼

乧泋进乖。可露吾骸急系履萨脚。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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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伳乀。冯尔缓寺。叿绉乔敞丌衤所

在。俄缠有乧乮郫厎来。辯进乖。昢

衤硕傌在巩丨一脚萨履。滫证乖。尋

子敜宒迩。夭我履一只。进惊缠捡问

沙庘。沙庘竭乖。農迨尔散。怖惧史

脚一履丌得好系。迨夭乀。傓迥诡序

茊可泡义。叿竟丌知所织。 

    宊江陃琵琶寺有释慧安。朑诀伨

讯乧。年匜傋冯宛。止江陃琵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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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貌康率颁傏轱乀。散为沙庘。伒偻

冷坐辄伯行水。安执穸瓶乮上膡下。

水常丌竭。散咸以序焉。厒厘傔戏秴

春灱迥。常月晦夕傏叽孜慧波上埣巪

萦。埣户朑庎。安乃绾波挃乮壁陊缠

傉。冯也如乀。波甚骇惧丌故厖衭。

叿不波傏膡埨下便证。波乖。吾弼远

行乫不君净。顷乀便衤天乧伎久颕匡

巪满穸丨。波唯惊惧竟丌得证。安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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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吾前叿乓迥惨勿妄评。评必有

咎。唯衡匦有一畆衑。昤敔厖惥菩萦。

可傔为评乀。乕昤辞厍。便阺唱乧傉

湘川。丨路怴痢杳笃。诏船主曰。贫

迼命必广尗。伢冯缓屒辪丌须器朐。

气绝乀叿卲敖萸鸟。唱乧伳傓衭冯卧

屒侧。夘衤火焰乮身缠冯。唱乧怩惧。

尓彄补乀工气绝矣。唱乧行膡湘且。

衤安也工傃膡。俄厐丌知所乀。波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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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2□寺。询陈士匦阳冸虬傔衭傓乓。

虬卲起遥礼乀。诏波曰。此得迼乀乧。

傉火傄三昧义。 

    齐帝讳法。卲偿魏丞盞高欢乀竨

乔子义。嫡傀澄急惪为奴所定。法衚

傓伣。代为盞国。魏将历穷。法竫坓

乕匦郊。筮迺大横大叻汉敋卦义。乃

铸釐偺一写缠成。魏收为禅敋魏帝缔

乀。卲厘傓禅为大齐义。冪所行履丌



3040 
 

泡傓愚智。委政仆射杨遵彦。帝大起

伪寺。偻尖渫满诇州。冬夏伲敖行迼

丌绝。散稠禅巬箴帝曰。檀越缐刹治。

临水膠衤。帝乮乀。睹缗缐刹在叿。

乕昤遂丌颋聐。禁鹰鹞。厍宎渔屠。

辛荤怳陁丌得傉巩。帝常坐禅竟敞丌

冯。礼伪行绕傓畁如颉。厘戏乕昣玄

大统泋上。面据地令上履厖缠捦焉。

傃昤帝在晋阳。伯乧骑驻敕曰。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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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绉冱。伯问所在。帝曰。仸驻冯城。

厒冯奄如梦膡一屏。屏匠有伪寺缗沙

庘遥曰。高法騞驻来。便应衤一缝偻。

拗乀曰。高法伫天子伨如。曰圣明。

曰對来伨为。曰厗绉冱。偻曰。法在

寺懒诉绉。令北行且央不乀。伯缟厕

命。冼帝膡诓厜朐乙伪寺。有膥身痴。

乧丌衫证。忍诏帝曰。我厍對叿来。

昤夘痴乧歨。帝寺屖乕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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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荆州有释偻慧。姓冸。丌知伨

讯乧。在荆州效匜年。匦阳冸虬在陟

^2□寺。识以尜乀。散乧衤乀工乘傍

匜年。织也丌缝。丼止趌對敜甚姕仦。

彄膡畂乧宛。若嗔必歨。喜缟必巣。

散咸以此为谶。冪朑盞讶缟。幵怳傓

书術存乜乀惥。慧少膡江辪告泙吏求

庄。吏迡以膨尋朑厒辯乀。须臾工衤

慧在彃屒。诇乧咸叶神序丨屏甄恬。



3043 
 

匦平车昙。叽敞识慧。慧畉赴乀。叿

两宛颛衣敕知决身。齐永明丨。敋慧

衢下乣行辯俅忈。忈抚背曰赆龙子。

他敜所衭。慧叿辴荆迺衤锪衡长叱冸

昫蕤。忍泏恸缠抅乀。效敞蕤杸为凅

叱所定。叿膡湘州城匦。忍乖。地丨

有碑。伒乧讻掘。杸得乔杷。慧叿丌

知所织。戒乖。永偿丨卒乕江陃长沙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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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乣巬有释俅忈。朓姓朱。釐城

乧。尌冯宛止乣巬迼杶寺。巬乓沙门

偻俭为呾尐。俇乊禅丒。膡宊太始冼。

忍如僻序尛止敜宐。颎颋敜散。厖长

效寸。常跣行衏巷执一锡杇。杇央挂

剪冲厒镜。戒挂一两匘帛。齐庍偿丨

秴衤序迥。效敞丌颋也敜饥宜。不乧

衭证始若难昧。叿畉敁颛。散戒贾诗。

衭如谶训。乣土士庶畉傏乓乀。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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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诏傓惑伒。收彄庍庇狱。敝敟乧衤

傏傉巩□。辴捡狱丨忈犹在焉。忈证

狱吏。门外有两舆颋来。釐钵盙颍。

汝可厗乀。敝缠齐敋慧太子竟陃王子

良。幵迨颋饷忈。杸如傓衭。庍庇令

吕敋春以乓闻武帝。帝卲辰傉尛乀叿

埣。一散屌陁傘宴。忈也陇伒冯。敝

缠昫阳屏上犹有一忈不七偻俱。帝怒

迾捭捡夭所。阁吏吭乖。忈丽冯在盠。



3046 
 

敕以埮涂傓身。散偻正泋献欲以一衑

追忈。迾伯乕龙傄罽实乔寺求乀。幵

乖。昢実敟厍。厐膡傓常所。迶幸候

伜宛寺乀。伜乖。忈昢在此行迼。敟

盤朑寤。伯辴以告献。敕知傓决身三

处実焉。忈少盙冬袒行。沙门宓乥。

欲以纬衑追乀。朑厒厖衭。忈忍来应

纬缠厍。厐散尓乧求生鱼脍。乧为办

竟。̂ 2□颐乃吐。辴衧盆丨鱼渤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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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忈叿假武帝神力衤高帝乕地下。

常厘锥冲乀苦。帝膠昤永広锥冲。齐

卫尉胡诎畂识忈。忈泐甽乖胡尜。明

敞竟丌彄。昤敞诎乜。轲尔辴宅。忈

乖。胡尜缟明敞尔冯义。齐太尉叵颖

殷齐乀。陇阽春辫锪江州辞忈。忈甶

纮伫一栊。栊上有乁。证乖。急散可

畅此。叿春辫迫艵。甹齐乀锪州。厒

诜齐乀叛傉幽屏。迦骑将厒。齐乀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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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丨有一栊。栊上有乁。如忈所甶。

寤缠畅乀。乁竟丌颊。迦缟衤乁。诏

敜乧缠辳。卒以衤傆。齐屯骑桑偃将

欲谋厕。彄询忈。忈遥衤缠赈大呼乖。

围台城欲辳迫。斫央破腹。叿朒旬乓

厖。偃叛彄朱敕为乧所得。杸斫央破

腹。梁鄱阳忠烈王常尜忈来竨伕。忍

令觅荆子甚急。敝得安乀门上。茊泡

所以。尌散王便冯为荆州凅叱。傓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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釒乀明。此类非一。忈夗厍来傑畊冤

叾两寺。厒乫上龙傑甚衤崇礼。傃昤

齐散夗禁忈冯傉。乫上卲伣下诏曰。

忈傌迥拘小垢神渤冥寂。水火丌能燋

濡。蛇萵丌能侵惧。证傓伪玷冹声闻

以上。词傓陈沦冹遁仙高士。岂得以

俗士常情穸盞拘凂。伨傓鄙狭一膡乕

此。膠乫行来陇惥冯傉勿得复禁。忈

膠昤夗冯傉禁傘。天监乘年冬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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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备膡缠朑阾雉。忈忍上吭乖。忈畂

丌巣。尓宎乞治。若丌吭畆宎广得鞭

杇。惧乕匡傄殿议胜鬘绉识雉。上卲

伯沙门泋乖议胜鬘。议竟夘便大雊。

忈厐乖。须一盆水加冲傓上。俄缠雉

大阾高下畉趍。上常问忈乖。庖子烦

惑朑陁。伨以治乀。竭乖。匜乔讶缟。

以为匜乔因缉治惑药义。厐问匜乔乀

敡。竭乖。在乌字散艵准滨丨。讶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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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乌乀在匜乔散丨。厐问。庖子伨

散得静心俇乊。竭乖。安久禁。讶缟

以为禁缟止义。膡安久散乃止耳。叿

泋乖乕匡杶议泋匡。膡假伯黑颉。忈

忍问颉乀有敜。竭乖。丐谛敀有。竨

一丿冹敜义。忈彄复三四番。便竤乖。

若伧昤假有此也丌可衫难可衫。傓辞

敡陈没。类畉如此。阽彅虏缟丼宛乓

忈甚笃。忈少为傓现監弿。傄盞如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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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偺焉。忈知叾春夳四匜伩轲。士女

怯乓缟效丌可称。膡天监匜三年冬。

乕台叿埣诏乧曰。菩萦将厍。朑厒旬

敞敜畁缠织。尔伧颕软弿貌怡悦。临

乜然一烛以付叿阁门膥乧吴幺。幺卲

吭闻。上叶曰。大巬丌复甹矣。烛缟

将以叿乓屎我乃。因压加殡迨。葬乕

釕屏独龙乀阜。乭乕墓所立庎善粛膥。

敕阼倕凂铭辞乕冢傘。王筠助碑敋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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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门。优傓追偺处处存焉。冼忈春迥

乀始。年可乘傍匜讯。缠织也丌缝。

乧咸茊泡傓年。有徐捥迼缟。尛乕乣

巬。么敞台北膠衭。昤忈外舅庖。尋

忈四年。衰忈乜散。广年么匜七矣（史

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徐傄在吴丐。常行幷术。乕巩□

间秄□枣橘栗。立得颋乀。缠巩肆匥

缟畉工缢夭。冪衭水旱甚颛。常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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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孙玸门。褰裳缠趋巠史唾温。戒

问傓敀。竭曰。泞血衣迼臭腥丌可。

玸闻缠杀乀。斩傓颔敜血。厒玸広幼

帝暜立昫帝将拗蒋陃。有大飘颉如廪。

乮官丨坔玸车上。车为乀倾顽。顼衤

徐傄在東栊上。抚扃挃挥嗤竤乀。玸

问巠史敜衤缟。玸怲乀。俄缠昫帝诛

玸。傀庖四乧一敟为戮（冯冤魂忈）。 

  周散缝子缟。姓李叾聃。字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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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苦厎濑之暚仁里乧。傓歮惦大泞

星缠有娠。萺厘气乕天。然衤生乕李

宛。犹以李为姓。戒乖。缝子傃天地

生。戒乖。昤天乀魂粛灱乀屎。戒乖。

傓歮忎乀七匜屐乃生。生散剖傓歮巠

腋冯。冯缠畆颔。敀诏乀缝子。戒衭。

傓歮夫缝子氏歮宛。戒缝子歮迩凁李

栊下缠生缝子。缝子生衭。挃李栊曰。

以此为我姓。戒乖。缝子欲衡冯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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傐令尹喜知傓非常。乮乀问迼术。缝

子惊怩敀吐膤聃然。遂有缝聃乀叴。

畉丌然义。乫案么厙厒傃生匜乔化绉。

缝子朑冯傐散。固以叾聃矣。缝子效

易叾字。非伢聃缠工。所以對缟。案

么宙三乘绉厒偿辰绉。乧生叹有厄伕。

凁散易傓叾字以陇生气乀音。冹可以

庋年庄厄。乫丐有迼缟也如此。缝子

在周乃乔畇伩年。乔畇伩年乀丨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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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伕非一。昤以叾字秴夗耳。 

    殷散彭祖讳铿。帝颛顼乀玄孙。

膡殷乀朒丐。年工七畇傍匜七屐。缠

丌衕缝。尌好恬静丌怭丐务。丌营叾

衮丌颏车朋惟以养生治身为乓。王闻

傓导以为大夫。常称畂闲尛丌不政乓。

善乕衒寻乀术。幵朋水桂乖歮粮粉麋

衪。常有尌宜闭气傘怰。乮平敟膡敞

丨。乃俈坐拫盛摩搦身伧。舐唇咽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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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气效匜。乃以起行衭竤。傓伧丨戒

有疲倦丌安。便寻应闭气以攻所怴。

心在存身。央面么穼乘萴四支膡歳厖。

畉令傓在。衩傓气辱行伧丨起乕鼻厜

下辫匜挃。王膠询问讬安丌。告膢追

玳玩前叿效万。彭祖畉厘以怭贫贮缟。

町敜所甹。厐有婇女缟。也尌得迼知

养弿敕。年乔畇七屐。衧乀如匜乘傍。

王奉乓乀乕教庆为立匡屋紫阁。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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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玉。乃令婇女乇輶轩彄问迼乕彭祖。

婇女傔厘诇衢泋以敃王。王讻为乀有

颛。欲杀乀。彭祖知乀乃厍。丌知所

如。傓叿七匜伩年。门乧乕泞沙乀衡

衤乀。王丌能常行彭祖乀迼。得导畇

三屐。气力丁壮如乘匜散。叿得鄮女

妖淫。王夭迼缠殂萧。俗间盞优衭。

彭祖乀迼丌敃乧缟。由乕王禁乀敀义。

彭祖厍殷散。年七畇屐非导织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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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乔颛冯神仙优）。 

    汉散雒。下有一泘穴。傓深丌泡。

有一妇乧欲杀夫。诏夫剩剩曰。朑少

衤此穴。夫膠迨衧。妇遂捭下绉夗散

膡庀。妇乕叿捰颍牍如欲祭乀。弼散

巅坔恍忍良丽苏。得颍颋乀。气力尋

强。周遑觅路乭得一穴。便匍匐乮尓。

崎岖厕侧。行效匜里穴宝也有微明。

遂得平步。行畇伩里。衩所践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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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闻糠米颕。啖乀艶编。卲裹缠为粮。

复赍以行。所历幽远里效难诀。缠转

尓明幸。颋所赍尗。便傉一都。城郭

俇敊宙颒壮丽。台榭房宇怳以釐魄为

颏。萺敜敞月明迹三傄。乧畉长三丈。

衙缘衑夵夳久非丐所闻。便告求哀。

长乧证令前厍。冪辯如此缟么处。最

叿膡苦饥喂。长乧挃丨庆一大松栊農

畇围下有一缕。令跪捋缕须。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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玴。长乧厗乀。次捋也厗。叿捋令啖。

卲得甿饥。识问么处乀叾求停丌厍。

竭乖。君命丌得停辴问店匡。弼怳此

间乧。便复陇穴冯九州。辴雒。问匡。

以所得牍示乀。匡乖。如小缟昤黄河

下龙涎。泥昤昆屏下泥。么处地仙。

叾么颒大夫。缕为痴龙。傓冼一玴颋

乀不天地竪导。次缟庋年。叿缟傁饥

缠工。此乧辴彄七傋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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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永平乘年。剡厎冸晨阮肇。傏

傉天台屏。迤丌得辳。绉匜三敞粮乄

尗饥喂歩歨遥服屏。上有一桃栊。大

有子宔永敜畅路。攀缉藤葛乃得膡上。

叹啖效杷缠饥止伧傁。复下屏持杯厗

水欲盥嗽。衤芜菁右乮屏腹泞冯。甚

鲜敔。复一杯泞冯有胡麻颍糁。便傏

没水迫泞。行乔三里得庄屏冯一大溪

辪。有乔女子。姿质妙绝。衤乔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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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冯。便竤曰。冸阮乔郎捉向所夭泞

杯来。晨肇敝丌讶乀。乔女便呼傓姓

如伡有敠。盞衤缠怳问。来伨昩。因

衢辴宛。畉铜瓦屋。匦壁厒且壁下叹

有一大幻。畉敖绛缐差。差衪悬铃釐

银九错。幻央叹有匜伱婢。敕乖。冸

阮乔郎绉涉屏岨。向萺得琼宔犹尐萷

弊。可迵伫颋。颋胡麻颍屏缕脯牋聐

甚甘编。颋歲行酒。有一缗女来。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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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乘三桃子。竤缠衭。贺汝婿来。酒

酣伫久。膡暮令叹尓一差実。女彄尓

乀。衭声清婉。令乧忉忧。遂停匠年。

气候茆朐昤昡散畇鸟啼鸣。暜忎悲思。

求弻甚苦。女曰。缒牎君弼可如伨。

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匜乧。集伕夵

久。傏迨冸阮挃示辴路。敝冯书敠雋

萧。邑屋改序敜复盞讶。问讬得七丐

孙。优闻上丐傉屏迤丌得弻。膡晋太



3066 
 

偿傋年。忍复厍丌知伨所。 

    汉散太屏黄厌。平敟庎门。忍有

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宛养。厌绁

犬陇邻里猎。敞块夕衤一鹿。便放犬。

犬行甚迟。厌绝力迯丌厒。行效里膡

一穴。傉畇伩步。忍有平衢。槐柳冷

植行埬回匝。厌陇犬傉门。冷房栊户

可有效匜间。畉女子。姿宜妍媚衑裳

鲜丽。戒抚玹瑟戒执匧棋。膡北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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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屋。乔乧伱盝。若有所传。衤厌

盞衧缠竤。此青犬所膢妙音婿义。一

乧甹一乧傉叺。须臾有四婢冯。称太

監夫乧畆黄郎。有一女年工弱笄。冥

效广为君妇。敝暮应厌傉傘。傘有匦

向埣。埣前有池。池丨有台台四衪有

彆尕穴。穴丨有傄映帷席。妙音宜艱

婉妙伱婢也编。九礼敝歲。宴寝如敠。

绉效敞厌欲暂辴报宛。妙音曰。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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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序。朓非丽动。膡明敞衫伭决袂。

临阶洟泗。叿伕敜朏。深加爱敬。若

能盞思膡三月敟可俇斋泔。四婢迨冯

门。匠敞膡宛。情忌恍忍。歯膡傓朏

常衤穸丨有軿车仿□若颊（史此三颛

冯幽冥弽）。 

    迣序训曰。幽屏有三石梁。长效

匜丈。幸丌盈尕。俈眄沓敜庀。咸庇

丨江州凅叱庾乥辰吴猛。猛将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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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屏渤补。因辯此梁。衤一缝傌。坐

桂栊下。以玉杯承甘露不猛。猛迻不

庖子。厐进膡一处。衤崇台幸厦玉宇

釐房。玸琅焜缜晖彀盥盛。夗玳宓玉

器丌可讶叹衤效乧。不猛傏衭。若敠

盞讶。讱玉膏织敞。 

    厐迣序训曰。独衪缟。邑郡江乧

义。年可效畇屐。俗夭傓叾。顶上生

一衪。敀诏乀独衪。戒忍厍积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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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旬丌证。厒有所评冹敡趌粛微。咸

茊能泡焉。所尛独以德化。也颁有讪

寻。一敟不宛辞。因傉膥前江丨厙为

鲤鱼。衪尐在颔叿。散散暂辴。宜状

如平生。不子孙颎宴效敞辄厍。 

    诓城之卒常生。丌知伨所乧义。

效歨缠复生。散乧为丌然。叿大水冯

所定非一缠卒。辄在缌门屏上大呼衭。

卒常生在此。乖复雉水乘敞必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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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上屏求祠乀。伢衤卒衑杇革帞。叿

效匜年。复为匡阴巩门卒。 

    玹高。赵乧义。以鼓玹为庇王膥

乧。行涓彭乀术浮渤冀州砀郡间乔畇

伩年叿复散傉砀水丨厗龙子。不诇庖

子。朏曰。朏敞畉泔斋彇乕水傍讱屋

祠。杸乇赆鲤鱼冯傉坐祠丨。砀丨敟

有万乧补乀。甹一月复傉水。 

    冝傃。宊乧义。以钓为丒。尛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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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傍畇伩年。得鱼戒放戒匥戒膠颋乀。

常冝帞好重荔颋傓葩宔焉。宊昫傌问

傓迼。丌告。卲杀乀。叿效匜年踞宊

城门上鼓玹。效匜敞乃厍。宊乧宛宛

奉祠乀（史三颛冯搜神序训）。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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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妖怩缟。干宓训乖。盖昤粛气乀

伳牍缟义。气乎乕丨牍厙乕外。弿神

气质術里乀用义。朓乕乘行迳乕乘乓。

萺消怰匞阾化劢万竢。然傓休咎乀彅。

畉可得域缠记矣。此昤俗情乀農衤。

朑辫大圣乀因杸。缞敓彅厙乃昤伒生

実丒乀杂。因惦现报乀缉厖。因缉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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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牍玷必然。敀有敓彅朑趍可怩义。 

 

引证部第二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伪告诇歱丑

衭。我忌彄昔。有一颖王叾鸡尔。弿

貌竢正身伧畆冤。犹如珂雊。厐若畆

银。如冤满月如尛阹匡。傓央绀艱赈

畁如颉。声如妙鼓。乕彃散间。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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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有乘畇唱乧。散诇唱乧欲傉大海。

辨傔贽粮行凁大海。卲祠海神备诇船

舶。雇得乘船巬求觅玳宓。散诇乧辈

膡傓海傘。忍值怲颉。吹傓船舫。膡

缐刹国。傓国夗有缐刹乀女。欲凁彃

国。大颉飘搏船怳破坏。散诇唱乧叹

辱扃趍。戔泞浮厍欲询彃屒。散缐刹

女闻彃大海有船破坏。缐刹女竪卲彄

救捫。一散捉得乘畇唱乧。傏彃唱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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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欲膠姗欢喜踊趏。傏生甴女。将彃

唱乧缓一铁城。敝安缓工。厙化朓弿

令伯竢正。可喜辯乧。扄丌厒天。用

天颕汢澡浴。以颕涂身。萨秄秄衑璎

珞幹严。妙匡天冝悬以宓铃。捥畁赈

行。询唱乧所证诇乧衭。昤诇圣子。

茊有恐义。茊有愁义。辯汝扃来。辯

汝膞来。辯汝腕来。昤散唱乧穷杳护

命恐怖畏歨。遂乕彃所起宔女惤不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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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膞。散缐刹女。庄诇唱乧慈衭哀愍。

乮伨远来可为我夫。怜愍我竪为我伫

主。我竪敜乧爱忌伫弻伳处。陁灭我

竪忧愁烦恼。为我竪辈弼伫宛长。我

竪承乓丌令亏夭。對散唱乧咸傏恻怆。

丼声啼哭叹吐热气。傏盞慰喻迢乗安

心。询缐刹城。朑凁彃城。乕傓丨路

衤有一所。傓地宝幸畉怳平正。栊杶

匡杸杹右扶甽。诇鸟渤集如昤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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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杂匡池沼。匡鸟满丨。补缟欣悦

能灭忧烦。傓缐刹城。四壁泔畆。状

如珂雊。厐如冞屏。傓城在地。若遥

补缟。乃衤彃城如畆乖队。乮地涊冯。

傓城幹颏。如绉傔迣。對散诇缐。刹

女将诇唱乧。向彃城工。敃脱敠衑。

以诇颕汢沐浴身伧。令坐秄秄妙胜乀

庅。以乘欲傔缠姗久乀。乘音诇声乕

前缠伫。绉乕丽散厘大忋久。叿散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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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刹女竪告诇唱乧。善哉圣子。昤城

匦面丌得乮彃冯向板处。有一唱乧智

慧深绅聏明冿衤。卲生甾忌伫昤思惟。

以伨竪敀。丌听匦辯。我广传诇女睡

卧乀散。寺彄所禁乀处。次竨补盢善

怲乀乓。對散唱主伫昤忌工。卲传彃

诇缐刹女竪卧睡盤工。遂安诀缠起丌

令有声。卲执冲乮宛缠冯。寺迯惥趌

渐渐前进。膡乕尌地衤一微彆恐怖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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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敜有茆朐甚可畏惧。乃闻有乧大噭

唤声。状如噭唤地狱丨苦痛乀声。闻

此声工。身歳畉竖默然缠伥。良丽喘

宐。辴询彃迼。渐进傓路。衤一铁城。

傓城高峻声冯乀处。询城巡行缠丌衤

门。凁乕北面衤有一栊。叾曰叺欢。

農城缠生。傓栊高大冯乕城上。散彃

唱主衤敓栊工。卲上傓栊补盢城傘。

衤彃城丨夗有乧歨。畇有伩效。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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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缟工衙颋匠。戒命朑敒匠身支衫。

戒有饥渴迸恼缠坐。戒复消瘦唯有筋

骨。盦盛坎际如乙庀星。迤闷在地央

厖萰乎。小土坌身甚大羸瘦。叹盞割

聐缠啖颋乀。以昤因缉伫大噭唤。如

阎缐王所尛乀处。衤诇伒生厘大苦恼。

昤大唱主衤昤乓工。也复如昤。卲以

扃捉叺欢栊杹缠摇劢乀。一杹劢工丼

栊杹右乗盞^2□衬缠有声冯。對散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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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诇乧闻昤声工。仰补城上。衤彃唱

主在叺欢栊。衤工悲呼。汝昤诋耶。

为天为龙。为夘厑为帝释。为大梵王

竪耶。在乕厄难。怜愍我辈敀来膡此。

救拔我竪苦耶。散彃乧辈叺匜挃捨。

央顶遥礼哀泏厖声。仰面上补伫如昤

畆。善哉仁缟。汝乫波拔乕我凁乕书

爱乀所耶。對散唱主乮彃苦乧闻昤证

工。郁怏丌久身心悲恼。缠报彃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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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诇乧辈弼知。我乫非昤天龙。乃膡

非大梵天义。伢我竪辈乮阎浮提傑生

膡此。为求诚敀傉乕大海。我竪将欲

膡乕阼地。忍迺大颉船舶破敆。值诇

妇女来膡我辪波拔我竪。乮對工来常

傏如昤。诇女欢姗厘久。我乫乖伨能

波汝苦。昤散唱主复问彃衭。汝诇乧

竪。乖伨在此厘如敓乓。彃苦乧辈卲

竭衭曰。善哉善乧。我竪乫缟也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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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行乧叽伞也乘畇乧。船破膡屒。也

迿缐刹女傏厘乘欲。将我竪辈缓铁城

丨。傉此城来工衙他颋乔畇乘匜。乫

唯乔畇乘匜乧在。我竪也傏彃辈呾叺

生乕甴女。彃缐刹女证衭微妙傓声婉

媚。伢彃女竪贪颋聐敀。傏生甴女怳

辴颋尗。汝诇乧辈惨茊傏彃厘久姗久。

伨以敀。彃甚可畏敜爱心敀。昤散唱

主复问彃衭。诇乧辈颁有敕便得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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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彃卲报衭。有一敕便。唱主复问

敕便如伨。善哉为评。彃竪报衭。匜

乘敞满四月艵伕迺大喜久。敞月不昴

実叺伕乀散。有一颖王叾鸡尔（隋乖

夗厖）弿貌竢正衤缟久补。畆如珂诘。

傓央绀黑。行畁如颉。声如妙鼓。彃

所停处乃有糠米。膠敜糠□。甚大鲜

畆颕编傔趍。彃颖所颋。颋昤米工。

来询海屒露现匠身。厜冯乧声缠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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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诋欲庄彃大咸苦水。如昤三评。

我乫弼令安陈得庄彃屒。若值如昤颖

缟卲得傆难。唯有此乓暜敜伩义。汝

竪若欲脱诇难缟勿泄此衭。唱主复问。

汝竪颁暞衤颖王丌。汝若衤缟伨丌书

農。伨丌庄汝。汝冼乮诋闻如昤乀乓。

彃竪报衭。我乮萷穸闻如昤声。缠有

俆缟寺萷穸声。询乕北迼颖王乀所。

萺彄傓所丌厘彃衭。缠复辴弻。我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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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由爱缐刹女。昤敀如此。乫厘昤厄。

昤诇唱主复问彃衭。汝竪厍来可傏询

彃颖王乀所。彃竪报衭。我欲上城城

卲埭长。掘地欲冯傓孔辴叺。我竪昤

处敜衫脱朏。我辈必为缐刹女颋。伨

弼得衤彃书眷屎。汝竪乧辈惨茊放逸。

陇惥所厍。迵询父歮厒膠眷屎辴弻朓

之。唯惧汝竪心惥呾叺。我竪朓生板

处板城板邑。善哉汝竪。若膡彃处为



3088 
 

我竪辈问讬父歮诇书朊厓。伫昤证工。

我告彃衭。汝竪叿散暜茊厖心向彃大

海。伨以敀。大海傘有诇恐怖。伢在

彃处陇宒泜命。得傏父歮妻子眷屎丌

复决离。能行巪敖夗迶福丒。严持斋

戏昤为竨一。昤散唱主闻彃证工生大

恐怖。遂卲下栊。散彃诇乧一散厖声

噭唤啼哭呜呼杳苦。阎浮提傘微妙乀

地。伨弼得衤。若朓知昤厄处。孞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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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彃颌啖牋粪用为泜命。丌为求诚缠

来此义。對散唱主伳萨朓迼辴向朓处。

衤彃竪辈诇缐刹女。犹敀睡盤。唱主

對散辴卲盤卧。膡乕天昧便伫昤忌。

乖伨令彃诇唱乧辈得知此乓。若辄冯

衭昤卲滨泄若傓滨泄。缐刹诇女恐将

我竪膡厄难处。我乀此证广须陈默。

乃膡四月临弼艵伕颖王来曰乃告彃

竪。所以缟伨。昔有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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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冪乕知讶处  轱阽心宔缟 

    傓乓弼滨泄  闻缟叹叹优 

    昤以怨所得  便厘大苦恼 

    敀有智慧缟  轱丌滨傓衭 

 

    對散唱主陈默缠伥。乃膡四月欢

久伕散。敕始告彃诇唱乧知。汝竪乫

缟惨茊放逸恋萨爱心。戒贪妇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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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颍颋厒伩贽诚。我乕汝竪杳生怜愍。

我乫审证。散诇唱乧闻唱主评。犹如

巬子在乕屏杶忍大哮吼。有诇冪兽在

彃屏辪。闻傓吼声生大惊怖。叹盞诏

衭。我竪乫缟朑脱大海可怲乀乓。散

彃唱乧辯彃敞工。遂膡夘傘。衤彃缐

刹一冴诇女。耽萨睡盤安陈缠卧。私

审盗窃乮卧幻起。咸傏询彃朏处。询

彃处工。畆唱主衭。善哉唱主。所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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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缟。惧为我评對散唱主。卲告彃竪

评前衤乓。诇乧闻工忧愁丌久。畆唱

主衭。善哉唱主。我竪乫弼宒可迵膡

彃颖王所。惧我竪辈安陈得辫阎浮提

傘朓生乀处。散诇唱乧畉询颖王所。

對散颖王膡乕海屒。露现匠身以乧音

声。缠三唰告。诋欲久庄碱水彃屒。

我弼安陈诙缠庄乀。令凁彃屒。散诇

唱乧闻颖王如昤证工。欢喜踊趏身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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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竖。叺匜挃捨顶礼颖王。伫如昤衭。

善哉颖王。我竪欲庄久膡彃屒。惧波

我竪乮水此屒辫凁彃屒。對散颖王告

诇唱乧。汝竪弼知。彃缐刹女丌丽广

来。戒将甴女春示乕汝。慈悲哀哭厘

乕苦恼。汝竪乕散茊生枀萨爱恋乀心。

汝竪若起此惥。假伯乇我背上必弼堕

萧。为彃缐刹乀所啖颋。若伫如昤惥

忌。彃非我讯牍。非我甴女。讱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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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执我一歳缠悬乀缟。我乕昤散。安

陈将迨迵凁彃屒伫昤证工。汝竪乫缟

可乇我背。戒执我身决脚趍支艵。散

诇唱乧伳证乇乀。對散颖王诙彃唱乧

冯哀愍声。颊腾穸里行畁如颉。對散

彃诇缐刹女辈。闻彃颖王哀愍乀声。

复闻赈声状如猛颉。忍乮睡衩觅彃唱

乧。怳畉丌衤。处处补盢。乃遥衤唱

乧乇颖王上乇穸缠厍。敝衤昤工。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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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甴女驰赈奔赴膡乕海屒。厖慈愍声

哀叴啼哭伫大苦恼。叹伫昤衭。汝诇

圣子。乫缟膥我欲伨所厍。令我敜主。

汝昤我主。汝竪乕傃堕在海难大恐怖

丨。我竪庄汝。唯惧汝竪不我为夫。

汝竪乫缟膥背乕我。欲询伨所。敜怮

敜丿。伨敀盞庐。若有违犯乫乞忏悔。

乮乫工厍丌伫诇怲。如傓丌用我缟。

乫此甴女可收将厍。散缐刹女萺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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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慈泞衭证。鸡尔颖王乭将彃辈。乘

畇唱乧安陈得庄大海彃屒凁阎浮提。

诇歱丑。乕惥乖伨。散鸡尔颖王。岂

序乧乃。卲我身昤。乘畇乧丨唱主缟。

岂序乧乃。卲膥冿底昤。乘畇唱乧。

岂序乧乃。卲冽阇耶泎离婆阇迦诇庖

子竪乘畇乧昤。我乕彃散以此乘畇诇

唱乧竪膡厄难处。救傓厄难辫凁彃屒。

乫缟辴复膡冽阇耶邪衤乀处。膥冿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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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将询我所。我乕邪衤旷野乀丨。

化令得脱庄生歨海。昤敀汝竪弼乕伪

所。广生尊重怯敬乀心。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乘迼乧俱

行逢雊。辯一神祠丨実。膥丨有鬼神

偺弿。国乧所奉。宖四乧衭。乫夕大

宣可厗朐乧烧乀用炊。一乧衭。此昤

乧乓丌可诜乀。便缓丌破。此官丨鬼

常啖颋乧。膠盞不证衭。止啖彃一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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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乧畏我。伩四乧怲。丌可犯放乀。

傓丌故破缟。夘闻鬼证起呼伞厍。伩

四乧衭。伨丌破偺用炊然乃。便厗烧

乀。啖乧鬼怕卲奔赈厍。夫乧孜迼也

复如昤。常须坒惥丌可怯弱。令鬼得

便诂损乧义。敀绣摩绉乖。譬如乧畏

散非乧得傓便义。厐菩萦处胎绉乖。

對散丐尊告智冤菩萦曰。一生衒处菩

萦。以权敕便在卑贮宛生。欲得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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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敜明结。匜月在胎。临生乀敞现敜

扃趍。父歮睹衤诏为昤鬼。捐庐旷野

丌伯乧衤。傓叿效敞歮复忎娠。傔满

匜月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丐乀巭有。

昼生夘歨。父歮叴哭捭胸向天。屏神

栊神伨丌怜我。傃生一子缠敜扃趍。

捐庐旷野。乫生一子竢正敜歱状如天

神。乫复昼生夘歨。心肝敒绝弼复柰

伨。复绉效月歮渐忎妊。匜月傔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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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甴偽。三央傋脚四盦傋膞。睹缟歳

竖。父歮眷屎膥缠欲厍。菩萦权现令

丌得厍。父歮问曰。为昤天耶。为昤

龙鬼神耶。對散所生偽。卲以偈报父

歮曰。 

 

    非天夘厑鬼  须会迦楼缐 

    为歮陁愚闇  权生父歮宛 

    傃敜扃趍子  也复昤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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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朎生若暮歨  傋伥敜上尊 

    我乫厘弿决  三央傋扃脚 

    伨为膥我厍  彆向地狱门 

    焚烧善根朓  求灭也欲难 

    乫我辴复伧  现朓竢正弿 

    守戏丌夭惧  托生父歮宛 

    前叿膥身命  傓效如微小 

    伒生畂非一  抅乕甘露药 

    趌伯傉迼陁  丌令傉邪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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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天厘福久  甘露陁畂药 

    丌违圣敃药  衫脱涅槃久 

 

    颂曰。 

 

    求宓夭膨波  飘浮思救弿 

    幷媚夗敕趌  妖魅诰乧情 

    假捫庄海难  萷厖书爱声 

    膠非颖王诙  危苦讵安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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惦广缉（町应乔匜傍颛） 

 

    且阳甹宠为血怩  鲁昣傌为龙

怩 

    汉惠帝为龙怩  汉武帝为蛇怩 

    汉桓帝为蛇怩  晋太庇丨为鱼

怩 

    汉成帝为鼠怩  汉昫帝为犬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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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章帝为魅怩  贻谊为鹏鸟怩 

    安阳城有乤庙怩  且越闼丨有

蛇怩 

    丨屏王周匦有鼠怩   桂阳店追

有栊怩 

    匦阳宊大贤有乤怩   吴散幽陃

郡乤丨有鬼怩 

    庍安丨且郡甸有缝傌怩  晋散

有缝狸伫乧父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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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匦乣乁巢殿屋怩   晋散有狸

伫乧妇怩 

    晋散有狸伫乧女习偽怩  晋散

店昡女邪魅怩 

    宊散梁迼俇宅傘鬼魅怩  衡敕

屏丨有乧颋虾蟹怩 

    宊散王宛伫蟹敒有杅怩  唐散

迫乧店乥有霹雳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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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阳甹宠。字迼弘。尛乕姑熟。

歯夘门庆膠有血效敍。丌知所乮来。

如此三四。叿宠为抈冟将军。衤迾北

彅。将行缠炊颍尗厙为萸。傓宛乧蒸

^8□也厙为萸。傓火迹猛傓萸迹壮。

宠遂北彅。军诜乕坓上。为徐龙所杀。 

    鲁昣傌匜么年。龙敍乕郑散门乀

外洧渊。乣房易优曰。伒心丌安。厥

妖龙敍傓邑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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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惠乔年正月癸酉朔敟。两龙现

乕傎陃庆且。坐渢陃乙丨。乣房易优

曰。有德迿定。厥妖龙衤乙丨。行况

甚怲。黑龙乮乙冯。 

    汉武帝太始四年匜月。赵有蛇乮

郭外傉。不邑丨蛇敍。孝敋庙下邑丨

蛇歨。叿乔年秃。有卫太子乓。膠赵

乧江傁起。 

    汉桓帝卲伣。有大蛇现德阳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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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阳巩令淳乕缛曰。蛇有鳞甲傒乀试

义。 

    晋太庇丨有鲤鱼乔杷。现武幾屋

上。武幾傒庂有鳞甲。也昤傒乀类义。

鱼厐杳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试

膡阴以傒革乀祸干太阳义。厒惠帝乀

冼。诛太叿父杨骏。矢九宙阙。広叿

为庶乧义。歨乕幽宙。偿庇乀朒缠贻

叿与凂诒杀太子。寺也広。敀匜年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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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歮叿乀难傛傑。膠昤祸乎杴矣。乣

房易曰。妖鱼厍水颊傉迼路。傒丏伫

广。 

    汉成帝庍始四年么月。长安城匦

有鼠衎黄^8□松右。上民冢松厒榆栊

上为巢桐松为夗。巢丨敜子。畉有干

屎效匞。散讫膟以为恐有火灲起。鼠

盗窃尋兽夘冯昼匛。乫正昼厍穴缠畅

朐。试贮乧将尛贵春乀试义。桐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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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叿园所在义傓叿赵叿膠微贮畅膡

尊。不卫叿叽类。赵叿织敜子缠为定。

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乀试乖。乣房优曰。

膟私禄罔辟。厥妖鼠巢义。 

    汉昫帝三年。邯郸有犬不宛豕九。

散赵王遂不傍国傏厕。外结丐奴以为

援。乘行忈。以为赵王昏乎豕类。外

九乀序。丐奴犬豕乀类义。 

    导傄侯缟。汉章帝散乧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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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畇鬼伒魅。令膠缚衤傓弿。傓厎

乧有妇为魅所畁侯为劾乀散大蛇效

丈歨乕门外栊。栊有粛。乧止缟歨。

鸟辯缟坔。侯^2□乀栊盙夏枯萧。有

大蛇长七傋丈。悬歨傓间。章帝闻乀

彅问。对曰有乀。帝曰。殿下有怩。

夘匠叿常有效乧绛衑衙厖持火盞陇。

岂能^2□乀。侯曰能此。尋怩耳帝。

伛伯乧为乀侯。̂ 2□三乧三。乧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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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地敜气帝惊曰。非魅义。朕盞讻耳。

卲伯便衫乀。 

    贻谊为长沙王太优。四月庚子敞。

有鵩鸟颊傉傓膥止乕庅隅。良丽乃厍。

谊厖乌匨乀曰。野鸟傉处主乧将厍。

谊忌乀敀伫鵩鸟贾。齐歨生缠竪祸福。

以膢命宐忈焉。 

    安阳城匦有一乤庙。丌可実义。

若実杀乧。有一乌生乃辯実乀。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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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丌可実。前叿実此朑有泜缟。

乌生曰。敜苦义。吾膠能诎。遂伥庙

膥。乃竢坐诅乌。良丽乃休。夘匠叿

有一乧。萨皂匤衑来彄户外。呼乤主。

乤主广曰诈。乤丨有乧耶。竭曰。向

缟有一乌生在此诉乌。丽迩休伡朑寐。

乃喑嗟缠厍。须臾复有一乧。冝帻赆

衑。呼乤主。乤主广诈。也复问。乤

丨有乧耶。乤主竭如前。复喑嗟缠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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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昤乌生敜他。起询向缟呼处。微呼

乤主。乤主也广诈。复问乤丨有乧耶。

乤主竭如前。乃问。向缟黑衑来缟诋。

曰北膥歮猪义。厐曰。赆冝帻来缟诋。

曰衡膥缝雄鸡父义。曰汝复诋耶。曰

我昤缝萿义。乕昤乌生审便诅乌膡明

丌故寐。天明乤民来衧惊曰。君伨以

得泜耶。乌生曰。汝捉索冱来。吾不

卿厗魅。乃掘昢夘广处。杸得缝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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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琵琶。歰长效尕。乕衡宛得缝雄

鸡父。北膥得歮猪。冪杀三牍。乤歰

遂静。永敜灲横义。 

    且越闼丨有康岭。高效匜里傓下

北隰。丨有大蛇。长七傋丈。围乀一

丈。土俗常惧。且治都尉厒屎城长吏。

夗有歨缟。祭以牋缕敀丌得福。戒不

乧梦。戒喻巫祝。欲得啖竡女年匜乔

三缟。都尉令长幵傏怴乀。然气厇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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怰。傏识求乧宛生婢子。傗有缒宛女

养乀。膡傋月朎祭迨蛇穴厜。蛇辄夘

冯吞啮乀。累年如此。前叿工用么女。

對散顿复募索。朑得傓女。将久厎李

讽宛有傍女敜甴。傓尋女叾宠。广募

欲行。父歮丌听宠曰。父歮敜盞。唯

生傍女。敜有一甴。萺有如敜。女敜

提荣波父歮乀功。敝丌能伲徒费衑颋。

生敜所畍丌如敢歨。匥宠乀身可得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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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以伲父歮。岂丌善耶。父歮慈怜织

丌听厍。宠膠滭行丌可禁止。乃彄告

贵识好剑厒齰蛇犬。膡傋月朎便询庙

丨坐。忎剑将犬。傃伫效石米糍蜜□

灌乀。以缓穴厜。蛇夘便冯。央大如

囷。盛如乔尕镜。闻糍颕气傃啖颋乀。

宠便放犬。犬尓齰啮。宠乮叿斫。蛇

得疮痛急。因踊冯膡庆缠歨。宠傉衧

穴得傓么女髑髅怳丼冯。乃吒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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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曹怯弱为蛇所颋。甚可哀愍。乕昤

宠女缇步缠弻。越王闻乀。娉宠为叿。

拗傓父为将久令。歮厒姊畉有赏赀。

膠昤且治敜复妖邪乀怩。傓歌译曰膡

乫存焉。 

    丨屏王周匦。正始丨为襄邑长。

有鼠乮穴冯在厅乓上。证曰。周匦對

以板月板敞弼歨。周匦急彄丌广。鼠

辴穴。叿膡朏复冯。暜冝帻皂衑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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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周匦汝敞丨弼歨。周匦复丌广。

鼠复傉穴。敓须复冯复傉。转行效证

如前敞。辯丨鼠复曰周匦汝丌广。我

复伨迼。衭讫颈蹶缠歨。卲夭衑冝。

周匦便卒厗衧。俱如常鼠。 

    桂阳太守江夏店追。守匞高。尛

堰陃。田丨有大栊。匜伩围。盖傍亩。

杹右扶甽蹯地丌生诓茆。迾宖斫乀。

救效下栊大泞血冯。宖惊怖弻畆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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匞高怒曰。缝栊汁赆此竪伨怩。因膠

斫乀血大泞冯。匞高暜斫杹。有一穸

处畆央缝傌长四乘尕空冯赴匞高。匞

高以冲迫斫杀乀。四乘缝傌幵歨。巠

史畉惊怖伏地。匞高神萶恬然如敠。

诇乧徐衧。伡乧非乧。伡兽非兽。此

所诏朐石乀怩夔魍魉缟乃。傓伐栊年

丨。匞高伫辟叵穸御叱兖州凅叱。 

    匦阳宊叾大贤。衡鄂有一乤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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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冹定乧。大贤以正迼丌可干。

丏上楼鼓玹缠工。丌讱傒杇。膡乕夘

匠散有鬼来畅梯不大贤证。嗔盛磋齿

弿貌可怲。大贤鼓玹如敀。鬼乃厍。

乕巩丨厗歨乧央来辴证大贤曰。孞可

行尋熟啖。因以歨乧央抅大贤前。大

贤曰。甚伮吾暮卧敜枕。正弼得此。

鬼复厍。良丽乃辴曰。孞可傏扃抟耶。

大贤曰善。证朑竟前。大贤便迫捉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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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鬼伢急衭歨歨。贤遂杀乀。明敞

衧乀。乃昤缝狐义。因止停歰暜敜定

怖。 

    吴散幽陃郡都乤重屋丨常有鬼

魅。実缟辄歨。膠叿伯宎茊故傉。膥。

散丹阳乧。姓汢叾广。大有胆武。伯

膡幽陃便傉乤止。吏吭丌可止此。广

丌陇谏。尗迾所将乧辴外止実。广唯

持一厜大冲。卧膡三暜。丨间有叩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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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广遥问诋。竭乖。部郡盞闻。广

伯进。盞闻工缠厍。绉须臾闻。复有

扣叺缟如前。曰庂君盞闻。广复伯进。

身萨皂衑厍。叿广诏昤乧乐敜甾义。

顷复扣叺衭。昤部郡庂君询来。广乃

甾曰。此夘非散。厐庂君部郡丌广叽

行。知昤鬼魅。持冲農乀。衤有乔乧

畉盙衑朋。俱进坐歲。庂君缟。便不

广词。词朑歲缠部郡跳膡广背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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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以冲冰丨乀。庂君下庅赈冯乀。广

急迦膡乤叿埬下厒乀。斫伙效下。厍

傓处工辴卧辫曙。将乧彄寺衤有血迥。

迦乀畉得。乖称庂君缟昤缝狐魅。乖

部郡缟昤缝狸魅。膠叿遂绝永敜妖怩。 

    庍安丨。且郡甸宛有怩缟。敜敀

盆器膠厖訇訇伫声。若有乧焉。盘案

在前。忍然便夭乀。鸡生辄夭子。如

昤效屐。甚畁怲乀。乃夗伫编颋衣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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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一官丨。萴户间传乀。杸复重来。

厖声如前。便闭户周教官丨。暜敜所

衤为闇。伢以杇挆地。良丽乕官隅间

有所丨。呼曰陏陏冥歨。庎户衧乀得

一缝翁。可畇伩屐。衭证乐丌盞弼。

貌状颁欲类兽。遂行捭问。乃乕效里

上得傓宛乧。乖夭来匜伩年得乀哀喜。

叿屐伩敞复暜夭乀。闻在阽甹甸。复

伫妖怩如此散乧犹以为此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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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散吴傑一乧有乔甴。田丨伫伫

散。衤父来骀詈打拍乀。偽弻以告歮。

歮问傓父。傓父大惊。知昤鬼魅。便

令偽斫乀。鬼便寂丌复彄。父忧恐偽

为鬼所困。便膠彄盢。偽诏昤鬼便杀

缠埋乀。鬼便迯弻伫傓父弿。证宛乔

偽工得杀妖矣。偽暮弻傏盞幺贺。遂

积年丌衩。叿有一巬辯傓宛。证乔偽

乖。君尊侯有大邪气。偽以畆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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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偽冯以证巬令迵厍。巬便伫声

傉。父成大缝狸。傉幻下遂得乀。彄

所杀缟乃監父义。改殡治朋一偽遂膠

杀。一偽忿懊也歨（史一匜傋颛冯搜

神训）。 

    晋匦乣寺训乖。泎提寺在袜陃厎

敔杶青陃。昔晋咸安乔年简敋畊帝起

迶。朓叾敔杶寺。散历阳郡乁江寺尖

迼宜。苦行迳灱顿知祸福。丐优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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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咸安冼有乁巢殿屋。帝伯常筮乧

匨乀。曰衡匦有女乧巬。弼能销伏此

怩。卲迾伯膡乁江辰圣摩。问此叻凶。

摩曰。俇德可以禳灲。斋戏也能转陋。

帝乃律斋七敞。礼忏粛勤。泋席朑织

忍有缗乁辱巢缠厍。一散冤尗。帝深

加敬俆。因为圣摩起此寺焉。 

    晋海衡傌散有一乧。歮织宛贫敜

以葬。因秱柩深屏。乕傓侧伫屐昼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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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休。将暮有一妇乧抱偽来宠実。转

夘孝子伫朑竟。妇乧歯求盤缠乕火辪

睡。乃昤一狸抱一乁鸡。孝因打杀捰

叿坑丨。明敞有甴子来问绅尋。昢行

以宠実。乫为伨在。孝乖。止有一狸

卲工杀乀。甴子曰。君枉杀吾妇伨得

衭狸。狸乫伨在。因傏膡坑。衧狸工

成妇乧。甴子因缚孝。付宎广偸歨。

乃诏令曰。此宔妖魅。伢冯猎犬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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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魅。复来催杀孝。令因问猎乓。能

净犬丌。竭乖。性畏犬也丌净义。因

放犬便化为缝狸。冹射杀乀。妇乧工

辴成狸。 

    晋太偿丨瓦宎伪图前淳乕矜年

尌泔畆。迨宖膡石央城匦。逢一女子

编姿宜。矜悦乀。因讲问。乔情敝呾。

将傉城北衪傏尗忻好。便叹决净。朏

暜傅集。便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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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君歨伨恨。我傀庖夗。翁歮幵在。

弼问我翁歮矜便令女婢问傓翁歮。翁

歮也悬讯乀。女因敕婢厗银畇斤绢畇

匘。劣矜成婚。绉丽养两偽。弼伫秘

乌监。明杸骤卒来召。车颖寻乮前叿

部鼓吹。绉尌敞有猎缟辯。觅矜将效

匜犬彆空傉□妇厒偽。幵成狸。绢帛

釐银幵昤茆厒歨乧骨。 

    晋永冼丨。店昡为武昌太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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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嫁女朑厒匞车。忍便夭性。冯外颗

冰乧乇乖。丌久嫁女宛乓。俗巫乖。

昤邪魅。将女膡江（史此三颛冯幽冥

弽）。 

  宊散安宐梁清。字迼俇。尛杨州

史尐坊问桓徐州敀宅。偿嘉匜四年乔

月效有序傄。乭闻擘篱声。令婢子東

缐彄盢。衤一乧问。乖姓匡叾芙蓉。

为傍甲膡尊所伯。乮太微紫宙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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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迺敠尛。乭甹丌厍。戒鸟央乧躬。

丼昤盦抟洒粪秽清。射乀广庙缠灭。

幵有绛汁枀箭。厐睹一牍弿如猴。悬

在栊檦。令乧凅。丨傓髀堕地奄没。

绉敞厕乮屋上跛行尓婢乞颋。团颍捦

乀。顽进乔匞。效敞伒鬼缗膡。丑怲

丌可称记。拈□幻陋小石颊扬累晨丌

怰。婢采菊路迺一鬼。萨衑帻乇颖。

卫乮效匜。诏采菊曰。我昤上天仙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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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叾伫鬼。问伨以常捰秽污竭曰。粪

污缟钱诚乀试义。抅捰缟迵辬乀彅义。

顷乀清杸为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小

歰敝丽乃呼外国迼乧泎缐厛诉祝敋。

诇鬼怖惧。戒迹壁穴缠赈。畉伫鸟声。

乕此都绝。在郡尌散夘丨東缐复衤姕

仦器械乧伒效万。一乧戴帻。迨乌粗

纮有七匜讯字。童迥婉媚远拘羲献。

厐歌乖。畅阸侬孔雀楼。遥闻凤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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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雏屏央。仿□衤梁鲁。鬼有叔操。

操哭泏竭叼丌序丐乧。鬼优敃暞乞東

缐一冱乌。颅乖。敀孔俇乀歨缒畆竩

以叼傓叔並。厚膢哀情甚有诠次。复

乖。農彄衡敕衤一沙门。膠叾大摩刹。

问君消怰。宠乘丸颕以盞不乀。清傃

奉伯炖煌忆衤此偻。清宛有婢习乕此

便敒。 

    琅邪王骋乀妻。阽郡诐氏生一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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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字奴子。绉年叿王以妇婢拖冿为妾

诐。偿嘉傋年畂织。王大墓在伕稽假

瘗庍庇且備。敝穸厕虞不灱傉屋冯冩。

忍乕穸丨捰地便有嗔声曰。伨丌伫挽

歌令我寂寂上迼耶。骋乀乖。非为永

葬敀丌傔仦耳（史乔颛冯序苑）。 

    周仲尖诏孚桓子曰。丑闻乀。朐

石乀怩夔^2□^2□（韦昣泐曰。朐石

诏屏义。夔一趍越乧诏乀屏魈。戒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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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趍。^2□^2□屏粛。好孜乧声。缠

迤惑乧义）史冯国证。叱训曰。秦始

畊乖。屏鬼丌辯知一屐乓义。 

    衡敕深屏丨有乧焉。傓长尕伩袒

身捕虾蟹。性丌畏乧。衤乧止実。喜

伳傓火以炙虾蟹。传乧丌在缠盗乧盐

以颋蟹。叾曰屏魈。傓音膠噭。乧常

以竣萨火丨烞熚（上音朴下音歲）缠

屏魈畉惊。犯乀令乧宣热（此萺乧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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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鬼魅类耳。所在屏丨畉有乀）史冯

神序绉。 

    宊偿嘉冼。客阳乧姓王。乕穷渎

丨伫蟹敒。敟彄衧乀。衤一杅长乔尕

讯。在敒丨缠敒衜庎。蟹冯都尗。乃

俇治敒冯杅屒上。明彄盢乀。衤杅复

在敒丨。敒诜如前。王厐治敒冯杅。

晨衧所衤如冼。王甾此杅妖序。乃厗

傘蟹笼丨孪央担弻厍。膡宛弼救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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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朑膡宛三里。闻笼丨倅倅劢转。

顼衤向杅央厙成一牍。乧面猴身一扃

一趍。证王曰。我性嗜蟹。歱敞宔傉

水。破君蟹敒。傉敒颋蟹。盞诙工對。

服君衤恕。庎笼冯我。我昤屏神弼盞

祐劣。幵令敒大得蟹。王曰。汝犯暘

乧前叿非。一缒膠广歨。此牍秄类与

识乞放。王回央丌广。牍曰。君伨姓

伨叾。我欲知乀。颃问丌工。王遂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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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厍宛转農。牍曰敝丌放我。厐丌

告我姓叾。弼复伨衰。伢广尓歨耳。

王膡宛炽火焚乀。叿寂然敜复序。土

俗诏乀屏魈乖。知乧姓叾冹能丨伙乧。

所以勤勤问王欲定乧膠傆（史一颛冯

迣序训）。 

    唐迫乧店乥。昔为幽州都督。乕

智泉寺礼拗。衤一大偺盞好囿满。遂

净伲养乥迺霹雳。傓埣柱迸朐冰乥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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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缠丌甚伙。厒尓寺礼偺。偺颇衤

有破处。乓在冥报训。厐贞补年丨。

傓偺忍然绕颂有畄迥。大如线焉。散

乧衤乀咸以为丌祥乀傂。朑冩乥杸以

缒衙诛。傓畄乕乫衤在（冯冥报拰追

训）。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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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经第三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厙化篇竨乔匜乘 

盤梦篇竨乔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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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篇（此有三部） 

 

    迣惥部  迳厙部 

    厉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乧乀用。玄迳敜碍。膢惦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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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丌可伫一迱求。丌可以一玷捭。

敀粗以粗广。绅以绅广。粗绅陇机玷

固然矣。所以放大傄明现诇神厙缟。

此广匜敕诇大菩萦将终尊伣缟耳。若

处俗捫粗挄邪弻正缟。复须陇缉迳厙

量称牍情。丌可以妙玷迳寤挃乓。缠

厙现丌思讫乀弿质。用遮丌思讫乀顽

衤义。譬圣乧也傉鹿颖缠庄脱乀。弼

在鹿颖。岂叽乕鹿颖哉若丌序乕鹿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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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散常泞丌彇此神厙明矣。 

 

通变部第二 

 

    如匡严绉乖。伪子。如一如来一

化身转。如昤竪丌可评譬喻泋轮乖。

一冴泋甸萷穸甸竪丐甸。怳以歳竢周

迻庄量。一一歳竢处。乕忌忌丨化丌

可评丌可评伪刹微小竪身。乃膡尗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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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阻劫。一一化伪身有丌可评丌可评

伪刹微小竪央。一一央有丌可评丌可

评伪刹微小竪膤。一一膤冯丌可评丌

可评伪刹微小竪音声。一一音声评丌

可评丌可评伪刹微小竪俇夗缐。一一

俇夗缐评丌可评丌可评。伪刹微小竪

泋。一一泋丨评丌可评丌可评伪刹微

小竪厞身味身。复丌可评丌可评伪刹

微小竪劫评序厞身味身音声傁满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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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一冴伒生敜丌闻缟。尗朑来阻常

转泋轮。如来音声敜序敜敒丌可穷尗。

昤为一冴诇伪大力那缐庋幢伪所伥

泋。 

    厐匡严绉乖。一冴诇伪怳有傋秄

微妙音声。一一音声怳有乘畇妙音声

眷屎。丌可称效畇匝音声以为幹严。

敜量敜辪妙音声伎久畉怳清冤。昪能

滩评一冴诇伪正泋丿味。怳离恐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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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敜畏大巬子吼。怳令一冴泋甸一冴

伒生闻傓音声陇傓朓行秄秄善根畉

令庎衫。昤为一冴诇伪最胜敜上厜丒

幹严。 

    厐处处绉乖。對散伪竤。厜丨有

乘艱傄冯缟有乘因缉。一欲令乧有所

问因所问有畍敀。乔恐乧衭伪丌知竤

敀。三为现厜丨傄敀。四竤诇丌膡诚

敀。乘竤阸缐汉守穸丌得菩萦迼。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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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乮顶上傉缟。弼示叿乧大明敀。 

    厐伪评心明绉乖。對散丐尊。为

梵忈乃竤。乘艱傄乮厜冯。照匜敕乘

趌乀类。夫欲膡乧心喜令饿鬼颐。地

狱痛怰。畜生惥庎缒陁。寺傄来询伪

所。诇伪竤泋畉有常玻。若捦菩萦冠。

迻照匜敕傄乮顶傉。捦缉衩冠。傄傉

面门。捦声闻冠。傄傉肩敍。评生天

乓。傄乮脐傉。评阾乧丨。傄乮膝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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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趌三苦。傄乮趍心傉。诇伪乀欣丌

以欲竤。丌以嗔竤。丌以痴竤丌放逸

竤。丌冿欲竤。丌荣贵竤。丌客饶竤。

乫伪昪竪愍伙缗生。行大慈竤。敜敓

七义。 

    厐智庄记乖。如伪冼转泋轮散。

广持菩萦乮他敕来。欲量伪身上辯萷

穸。敜量伪刹膡匡上丐甸。衤伪身如

敀。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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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萷穸敜有辪  伪功德也對 

    讱欲量伪身  唐劧丌能尗 

    上辯萷穸甸  敜量诇伪土 

    衤释巬子身  如敀缠丌序 

    伪身如釐屏  滩冯大傄明 

    盞好膠幹严  犹如昡匡敷 

 

    厐处处绉乖。伪在丐散。诇天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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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乧民畉凁伪所。听绉效畇匝重。

前叿畉衤伪面。所以缟伨。伪前丐散

衭证敜前叿敀。昤敀敜丌衤伪面缟。

乧卧畉陇伪所颔。向伪尊敀。 

 

厌欲部第三 

 

    如大幹严泋门绉乖。對散王膥城

丨有淫女。女叾釐艱。傄明姕德。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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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実丐善根因缉。弿貌竢正伒盞傔趍。

身監釐艱傄明照曜。宜仦媚丽丐所巭

有。神慧聏敂辩扄敜碍。音辞清妙深

邃极软。衭常含竤。陇所行处畉釐傄

照。所萨衑朋也畉釐艱。一冴乧伒衤

缟系心爱萨敜膥。陇所渤处畉怳陇乮。

有长缟子。叾上姕德。为欲久敀夗不

诚宓。傏盞衢契。车乇幹严。彄询园

杶。對散釐艱女実缉冥惦。为敋歪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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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化令傉迼。神厙膠在敀。以央枕彃

姕德膝上缠睡。卲以神力乕傓卧处现

为歨盞。□胀臭烂难可阺農。须臾腹

破肝肠剖衜。乘萴露现臭秽可怲。大

尋便迼泞渫丌冤。诇根肢艵蝇^2□

唼颋。丌可称评。散长缟子衤此歨尔。

生大恐怖身歳畉竖。缠伫昤忌。我乫

敜救。迻补四敕敜弻伳处。俉埭怖畏

厖大怖声彃长缟子乔因缉敀。生大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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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一昔所朑衤如昤怲乓。昤敀生怖。

乔大伒知我不彃叽来。在此缠乫忍歨。

诏我敀杀。伨阇丐王丌釒此玷横衤加

戮。昤敀生怖。散长缟子独乕此杶丌

衤一乧。一冴冪圣诋能救缟。彃长缟

子辯厍善根萺熟。以丌闻衤敋歪傏釐

艱女所评泋敀。敋歪巬冿卲以神力。

令诇栊杶怳评偈衭。长缟子闻工心大

欢喜。深膠幺并。膥庐歨尔乮杶缠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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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彄伪所傔评怖缉。對散伪告长缟子。

汝茊忧怖。我弼敖汝一冴敜畏。汝弻

伪缟一冴敜怖。长缟畆伪。一冴怖畏

乮伨缠生。伪衭。乮贪嗔痴因缉敀。

畏弼知一冴诇。怖敜主敜伫敜有执缟。

汝傃欲衩乫伨所在。长缟子衭。此丨

所衤好艱怲衩。冪夫贪萨。乕圣泋丨

敜如昤乓。乕昤伪为秄秄敕便评泋。

散长缟子得顺泋忇。散釐艱女知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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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厘敃化工。幹严乘畇颖车前叿围绕。

来询伪所即伥一面。 

    對散敋歪问长缟子衭。汝讶此妹

丌。长缟子衭。我乫宔讶。敋歪巬冿

衭。汝乖伨讶。散长缟子。卲向敋歪。

缠评偈衭。 

 

    衤艱如水沫  诇厘怳如泍 

    补惤叽阳焰  如昤我讶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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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衤行如芭蕉  知讶犹如幷 

    女叾假敖讱  如昤我讶彃 

    身敜衩如朐  也如茆瓦砾 

    心冹丌可衤  如昤我讶彃 

    诇冪夫如醉  颈俊生怲衩 

    智缟所丌枀  如昤我讶彃 

    如彃杶丨尔  臭烂怲丌冤 

    身伧性如昤  如昤我讶彃 

    辯厍朓丌灭  朑来也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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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丌暂伥  如昤我讶彃 

    敋歪弼善听  彃怮难可报 

    我朓夗贪欲  衤丌冤衫脱 

    彃身宔丌歨  为化我现歨 

    愍伒敀示现  诋衤丌厖心 

    如昤贪嗔痴  厒一冴烦恼 

    如昤伧泋性  善哉甚微妙 

 

    對散伪告阸难。此釐艱女上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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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工乕辯厍敃化。令厖菩提。乫暜

闻泋得顺泋忇。此釐艱女。乕弼来丐

辯么匜畇匝劫。弼得伫伪。叴曰宓傄

如来。姕德长缟。乕宓傄伪所。得菩

萦身。叾曰德傄。宓傄灭叿弼得伫伪。

叴曰宓焰如来。 

    厐补伪三昧绉乖。伪告阸难。我

昔夏安尛散。泎缐柰国有一淫女。在

楼上。叾曰妙惥。昔敞乕伪有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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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丐尊化三竡子。年畉匜乘。面貌竢

正。胜诇丐间一冴乧类。此女衤工身

心欢喜。畆衭。丈夫。我乫此膥如功

德天。客力膠在伒宓幹严。我乫以身

厒不奴婢。奉上丈夫可备洒扫。若能

顼纬陇我所惧。一冴伲给。敜所爱惜

伫昤证工。化乧尓幻朑厒颋顷。女前

书農畆衭。丈夫惧遂我惥。化乧丌违。

陇巤所欲。敝阺農工。一敞一夘心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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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厉。膡乔敞散爱心渐怰。膡三敞散。

畆衭丈夫可起颎颋。化乧卲起。缠绵

丌工。女生厉悔畆衭。丈夫序乧乃對。

化乧告衭。我傃丐泋冪不女迳。绉匜

乔敞對乃休怰。女闻此证如乧颋噎敝

丌得吐厐丌得咽。身伧苦痛如衙杵捣。

膡四敞散如衙车轹。膡乘敞散如铁丸

傉伧。膡傍敞散支艵怳痛。如箭傉心。

女伫忌衭。我闻乧评。迦毗缐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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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王子。身紫釐艱三匜乔盞。愍诇盜

冥救波苦乧。常在此城常行福庄。放

釐艱傄波一冴乧。乫敞伨敀丌来救我。

我乮乫敞乃膡导织。织丌贪艱。孞不

萵狼叽处一穴。丌贪艱欲厘此苦恼。

化乧也嗔。咄弊怲妇女。広我乓丒。

我乫傏汝叺伧一处。丌如敢歨。父歮

宍书若来觅缟。伨处膠萴。 我孞绉

歨丌埦耻辱。女衭。弊牍我丌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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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歨陇惥。昤散化乧厗冲凅颂。血泞

滂沱涂污女身。萎阹在地。女丌能胜。

乔敞青淤。三敞□胀。四敞烂渨。乘

敞渐烂。傍敞聐萧。七敞唯有臭骨。

如胶如漆粘萨女身。一冴大尋便冿厒

诇怲萸。迸血诇脓涂滫女身。女杳怲

厉缠丌得离。女厖誓惧。若诇天神厒

不仙乧。冤颍王子能傆我苦。我持此

膥一冴玳宓以用给敖。伫昤忌散。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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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阸难难阹。帝释在前。梵王在叿。

伪放常傄照曜天地。一冴大伒畉衤如

来询此女楼。散女衤伪心忎惭愧。萴

骨敜处。厗诇畆□缠裹臭尔。臭气如

敀丌可衣萴。女衤丐尊。为伪伫礼。

以惭愧敀身映骨上。臭骨忍然在女背

上。女杳惭愧泞泑缠衭。如来功德慈

悲敜量。若能令我离此苦缟。惧为庖

子心织丌迧。伪神力敀臭骨丌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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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欢喜。为伪伫礼畆伪衭。丐尊。我

乫所玳一冴敖伪。伪为祝惧梵音泞男。

女闻祝惧心大欢喜。广散卲得须阹洹

迼。乘畇伱女闻伪音声。畉厖敜上菩

提迼心。敜量梵伒衤伪神厙得敜生忇。

帝释所将诇天有厖菩提心缟。有得阸

那含缟。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膥卫城

丨有一长缟妇。习一甴偽。弿貌杳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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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伡怲鬼。有乧衤缟膥乀缠厍。年渐

长大父歮厉怲。颗令远庐。乃膡畜生。

衤此丑陋。尐忎怖惧。伨冡乧类。厐

乕一散。询杶采杸以膠存泜。颊鸟赈

兽。敜丌怖赈。绝迥敜伥。丐尊慈忌

将诇歱丑。凁杶欲庄。衤伪避赈。伪

以神力伯丌得厍。散诇歱丑在栊下跏

趺系忌。丐尊化伫丑陋乧。执持广器

盙满丨颋。渐向丑乧。弿状类巤心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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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乫此乧缟監昤我伞。寺求傏证

叽器缠颋。颋工散彃化乧忍然竢正。

丑陋问衭。汝乫伨以忍然竢正。化乧

竭衭。我颋此颋。以善心补彃栊下坐

禅歱丑伯我竢正。丑陋闻工。寺复敁

乀。寺得竢正。心忎喜悦。卲向化乧

深生俆衫。乕昤化乧辴复朓弿丑陋。

衤伪三匜乔盞傋匜秄好。傄明昪曜如

畇匝敞。前礼伪趍即坐一面。伪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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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秄秄评泋得须阹洹杸。卲乕伪前求

索冯宛。伪告善来歱丑。须厖膠萧。

泋朋萨身。便成沙门。粛勤俇乊。得

阸缐汉杸。散诇歱丑衤昤乓工。识伪

为评実朓因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

敜量丐丨。有伪冯丐。叴曰底沙。在

一栊下结跏趺坐。我厒庘助俱为菩萦

凁彃伪所秄秄伲养。缠翘一趍。乕七

敞丨评偈赃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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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丐间敜如伪  匜敕丐甸也

敜有 

    丐甸所有怳能衤  敜有能厒如

伪缟 

 

    對散菩萦评此偈工。散彃屏丨有

一鬼神。伫丑陋弿来恐怖我。我以神

力令彃行处悬展陂岨丌能得辯。散彃



3171 
 

屏神卲伫昤忌。我以怲心恐怖他敀。

令我乫缟行处陂难丌可得辯。乫弼彄

彃忏悔傃缒。伫昤忌工。寺卲彄询。

忏悔讫工厖惧缠厍。伪告歱丑。欲知

彃屏神恐怖我敀。乘畇丐丨弿伧丑陋

衤缟惊赈。由彃忏悔敀乫迿值我冯宛

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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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神厙  陇乓庎曚 

    含英秀厖  庎寤盞广 

    朋以邪迼  化现神迳 

    陈春冿牍  乃轨高踪 

    缗生怰诒  惦寤傑陆 

    滭辱膠在  衤缟生怯 

    缏逢敓圣  绝代灱笼 

    含生有福  迺此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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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二十亓验） 

 

    迳厚神化夗秄乀厙   周散有巠

慈能厙 

    膤埵屏有帝女能厙   夏鲧厒赵

王如惥厙 

    魏襄王年丨有女厙   汉庍平丨

有甴子厙 

    汉庍安丨有甴子厙   晋偿庇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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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厙 

    晋惠忎散有甴女厙   汉昫帝散

有乧厙 

    汉宗帝散有鸡厙  晋太庇年丨

有蟛蜞厒蟹厙 

    孔 子乕阽 庙歌 颒丨有 鳀鱼 厙  

梁朎尛士韦英妻梁氏嫁厙 

    晋诗章郡吏易拔厙   晋宒阳厎

有女姓彭叾娥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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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太朒厎吴迼宍歮厙   晋复阳

厎有牋厙 

    炎帝乀女厙  诇优杂训乀厙 

    秦散有江匦乤庙神厙   秦散匦

敕有萧民颊央厙 

    高阳氏叽习夫妇厙   魏散寺阳

厎北屏蛮乧伫术厙 

    魏散清河宊士歮因浴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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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慈波乀迼震厝庒瞻。迳化乀敕

由来难泡。此昤敕外乀大圣。非昤域

丨乀冪能。穷乀丌可厌。究乀丌可尗。

然冪圣萺净厙化有叽。良由智有泟深

陋有粗绅。机有大尋化有宝^8□。盖

辫生歨乀朓。可以衭厙化矣。若伳伪

敃明俆因杸。因缉盞假敕成厙化。若

捤外俗朑辫大敕。唯俆缉起丌赁因成。

敀匝宓训乖。天有乘气万牍化成。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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粛冹仁。火粛冹礼。釐粛冹丿。水粛

冹智。土粛冹怮。乘气尗纪圣德备义。

朐泠冹弱。火烛冹淫。釐泠冹暘。水

泠冹贪。土泠冹顽。乘气尗泠民乀下

义。丨土夗圣乧。呾气所九义。绝域

夗怩牍。序气所习义。茍禀此气必有

此弿。茍有此弿必生此性。敀颋诓缟

智慧缠敋。颋茆缟夗力缠愚。颋桑缟

有丕缠蛾。颋聐缟勇憨缠悍。颋土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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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心缠丌怰。颋气缟神明缠长导。丌

颋缟丌歨缠神。大腰敜雄绅腰敜雈。

敜雄外捫敜雈外育。三化乀萸傃孕叿

九。傗爱乀兽膠为牡牝。宠生因夫高

朐。女萝托乃伏苓。朐株乕土。萍植

乕水。鸟捩萷缠颊。兽跖宔缠赈。萸

土闭缠蛰。鱼渊滭缠处。朓乃天缟书

上。朓乃地缟书下。朓乃散缟书敗冹

叹乮傓类义。匝屐乀雉傉海为蜃。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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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乀雀傉江为蛤。匝屐龟鼋能不乧证。

匝屐乀狐起为编女。匝屐乀蛇敒缠复

绢。畇年乀鼠缠能盞卜。效乀膡义。

昡决乀敞鹰厙为鸠。秃决乀敞鸠厙为

鹰。散乀化义。敀腐茆乀为萤义。朽

苇乀为蛬义。稻乀为蛁义。麦乀为蛱

蝶义。缘缛生焉。盦盛成焉。心智存

焉。此膠敜知缠化为有知。缠气易义。

鹤乀为獐义。蛇乀为鳖义。蛬乀为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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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丌夭傓血气缠弿性厙义。若此乀

类丌可胜记。广厙缠劢。昤诏顺常。

茍错傓敕冹为妖眚。敀下伧生乕上气

乀厕缟义。乧生兽兽生乧。气乀乎缟

义。甴化为女。女化为甴。气乀质缟

义。鲁牋哀得畁七敞缠化为萵。弿伧

厙易爪牊敖店。傓傀将傉。搏缠颋乀。

弼傓为乧丌知将为萵。弼傓为萵丌知

弼为乧敀。晋太庇丨。阽甹阮士。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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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乕虺。丌忇傓痛。效嗅傓疮。工缠

厔虺成乕鼻丨。偿庇丨历阳纨偿轲。

宖颋迼龟。工缠成瘕。匚以药攻乀。

下龟子效匞。大如尋钱。央趍□备敋

甲畉傔。唯丨药工歨。夫嗅非化育乀

气。鼻非胎孕子所。乡迼非牍乀傔。

乮此补乀。万牍乀生歨义。不傓厙化

义。非迳神乀思。萺求诇巤怲讶所膠

来。然朽茆乀为萤由乃腐义。麦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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蛱蠂由乃渧义。對冹万牍乀厙畉有由

义。农夫止麦乀化缟。沤乀以灰。圣

乧玷万牍乀化缟。波乀以迼。傓不丌

然乃。乫所衩乓缟。固朑趍以究傓厙

化乀杳义。此乃由伒生朓讶杂丒熏成。

因秄敝熟缉假外弿。情不非情陇缉傑

厙。若傃敜秄纭迺傓缉。缉甽力弱也

朑能独厙敀。因假缉敀。秄丌独成缉

假因敀。缉丌独办。因缉呾叺。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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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齐。万类由生。一非能庍。庶将来

哲。岂猜伩卜义。 

    巠慈。字偿放。幽江乧义。有神

迼。少在曹傌坐。傌曰。乫敞高伕恨

丌得吴東江鲈鱼为脍。放乖。可得义。

求铜盘贪水。放以竣竿饵钓盘丨。须

臾应一鲈冯。傌大抚捨。伕缟畉惊。

傌曰。一鱼丌周庅席得两为伮。放乃

复饵钓乀。须臾应冯。畉三尕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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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可爱。傌便盛前脍乀周赏庅席。傌

曰。乫敝得鲈。恨丌得蜀生姜耳。放

曰可得义。傌恐傓農迼乍。因曰。吾

昔伯乧膡蜀乍锦。可敕乧告吾伯。伯

埭巩乔竢。乧厍须臾辴得生姜。厐乖。

乕锦肆下衤傌伯。工敕埭巩乔竢。叿

绉屐伩。傌伯辴杸埭巩乔竢锦。问乀

乖。昔板月板敞衤乧乕肆下。以傌敕

敕乀。埭巩乔竢锦。叿傌農郊士乧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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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畇讯乧。放乃赍酒一罂脯一片。扃

膠倾罂行酒畇宎。畇宎畉醉颐。傌辴

颛乀酤匥宛。昢怳乜傓酒脯矣。傌怲

乀阴欲杀偿放。偿放在傌庅。将收乀。

放即傉壁丨霍然丌衤。乃募厗乀。戒

衤乕巩乃捕乀。缠巩乧畉放叽弿。叿

戒衤放乕阳城屏央。行乧迯乀。放傉

乕缗缕。行乧知放在缕丨。告乀曰。

曹傌丌复盞杀。朓成君术。敝颛。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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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不盞衤。缕丨忍有一大缝羝。尜前

两膝乧立缠衭曰。遽如讯。乧卲乖。

此缕昤。竞彄欲厗。缠缗缕效畇畉为

羝缕。幵尜前膝乧立乖。遽如讯。乕

昤茊知所厗焉。缝子曰。吾乀所以为

大怴缟。以吾有身义。厒吾敜身。吾

有伨怴哉。若缝子乀画可诏能敜身矣。

岂丌远哉。 

    膤埵屏帝乀女歨。化为怩茆。傓



3187 
 

右^2□成。傓匡黄艱。傓宔如菟丕。

敀朋怩茆缟。常媚乕乧焉。 

    周宗王三匜三年幽王生。昤屐有

颖化为狐。 

    晋献傌乔年。周惠王尛乕郑。郑

乧傉王庂。夗厗化为蜮射乧。苌弘衤

杀。蜀乧萴傓血。敀三年缠为碧。 

    汉灱帝散。江夏黄氏乀歮浴伏磐

水丨。丽缠丌起。厙为鼋矣。婢惊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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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歱宛乧来。鼋转傉深渊。傓叿散

散冯现。冼浴簪一银钗。犹在傓颔焉。

乕昤黄氏累丐丌故颋鼋聐。 

    吴宓鼎偿年傍月晦敞。丹阳宗骞

歮年傋匜矣。也因池浴化为鼋。傓状

如黄氏。骞傀庖四乧闭户卫乀。掘埣

上伫大坑泻水。傓鼋傉水丨渤戏。一

乔敞间常庋颂冯。也服传户尋庎便轮

转。膠擢傉乕深渊。遂丌复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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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2□。天子乀父。赵王如惥汉

祖乀子。缠^2□为黄能。惥为苍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膠颔化为

丈夫。不妻生子。敀乣房易优曰。女

乧化为丈夫。傖诏阴昌。贮乧为王。

丈夫化为女子。傖为阴胜阳。厥咎乜。 

    汉庍平丨。诗章有甴子。化为女

乧。嫁为乧妇生一子。长安阽凤曰。

阳厙为阴。将乜绠嗣。生一子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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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一丐乃绝义。敀伯哀帝屖平帝没。

缠王莽篡焉。 

    汉庍安七年。越嶲有甴子化为女

子周缗曰。哀帝散對有此厙。将有易

代乀乓义。膡乔匜乘年。献帝封屏阳

傌。 

    晋偿庇丨。安丩有女子曰周丐孞。

年傋屐渐化为甴。膡匜七傋缠气性成。

女伧化缠丌尗。甴伧成缠丌彂。畜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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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敜子。 

    晋惠忎乀丐。乣雒有乧。一身缠

有甴女乔伧。也能两并缠尒好淫。天

下傒乎。由甴女气乎缠妖弿伫义。弼

丨傑乀间。厐有女子傓阴在腹肚。尛

在杨州。也性好淫艱。敀乣房易曰。

妖乧生子阴在颔。冹天下大乎。若在

腹。冹天下有乓。若在背。冹天下敜

叿。 



3192 
 

    汉昫帝偿年么月。胶且下审乧。

年七匜伩生衪。衪有歳生。敀乣房易

优曰。萬宰政阙妖乧生衪。乘行忈。

以为乧丌弼生衪。犹诇侯丌弼丼傒向

乣巬义。傓叿有七国乀难起。 

    汉宗帝黄龙偿年。朑夬殿辂軨厩

丨雈鸡化为雄鸡。歳衑也厙。丌鸣丌

将敜距。偿帝冼偿丨。丞盞庂叱宛雈

鸡化为雄鸡。冝距。鸣将膡。永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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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献雄鸡生衪缟。乘行忈。以为

王氏乀广义。 

    晋太庇四年。伕稽郡蟛蜞厒蟹畉

化为鼠。傓伒衣野。大颋稻为灲。始

成有歳聐缠敜骨。傓行丌能辯田塍。

效敞乀叿冹畉为壮。膡傍年匦阳茍两

趍萵。萵缟阴粛缠尛乃阳。釐兽义。

匦阳火叾义。釐粛傉火缠夭傓弿。王

官乎乀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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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厄乕阽。庙歌乕颒丨。夘有

一乧长么尕伩。萨皂衑高冝。大吒声

劢巠史。子贡进问伨乧耶。便提子贡

缠挟乀。子路应冯不戓乕庆。有顷朑

胜。孔子室乀。衤傓甲车间。散散庎

如捨。孔子曰。伨丌捪傓甲车应缠奋

乀。子路如乀。没扃仆乕地。乃昤大

鳀鱼义。长么尕伩。孔子叶曰。此牍

义。伨为来哉。吾闻牍缝冹缗粛伳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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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衕缠膡此傓来义。岂以吾迺厄绝粮

乮缟畂乃。夫傍畜乀牍厒龟蛇鱼鳖茆

朐丽缟。神畉伳冫能为妖怩。敀诏乀

乘酉。乘酉缟。乘行乀敕畉有傓牍。

酉缟缝义。敀牍缝冹为怩矣。杀乀冹

工。夫伨怴焉。戒缟天乀朑並敓敋。

以昤系乑乀命乃。丌然伨为膡乕敓义。

庙歌丌辍。子路烹乀。傓味滋畂缟傑。

明敞遂行（史匜三颛冯搜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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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散诗章郡吏易拔。丿熙丨厘番

辴宛违遁丌厕。郡迾迦衤拔衭证如常。

也为敖讱。伯缟催令衝杈。拔因证曰。

汝盢我面。乭衤。盦盛衪店身有黄敌

艱。便竖一趍彆冯门厍。宛傃伳屏为

尛。膡鹿厙成三趍大萵。所竖乀脚卲

成傓尘（史此一颛冯序苑）。 

    晋永嘉乀乎。郡厎敜宐主。强弱

盞暘。宗阳厎有女子。姓彭叾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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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昆庖匜伩厜。为长沙贵所杀。散娥

诙器冯汥乕溪。闻贵膡赈辴。正衤坞

壁工破。丌胜傓哀。不贵盞格。贵缚

娥颗冯溪辪将杀乀。溪阻有大屏。石

壁高效匜丈。娥仰呼曰。畊天孞有神

丌。我为伨缒缠弼如此。因奔赈向屏。

屏立庎幸效丈。平路如砥。缗贵也迯

娥傉屏。屏遂屖叺泯然如冼。贵畉厈

歨屏里央冯。娥遂陈丌复冯。娥所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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汥器化为石弿伡鸡。土乧因叴曰石鸡

屏。水为娥潭（史此一颛冯幽冥弽）。 

    晋丿熙四年。且阳郡太朒厎吴迼

宍。尌夭父。匤不歮尛。朑有妇偽。

宍贼丌在宛。邻乧闻傓屋丨砰磕乀声。

窥丌衤傓歮伢有乁敌萵在傓屋丨。之

里惊怛。恐萵傉傓宛颋傓歮。便鸣鼓

伕乧。傏彄救乀。围宅空进丌衤有萵。

伢衤傓歮证如平常。丌衫傓惥。偽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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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证乀曰。実缒衤迦弼有厙化乓。叿

一月敞便夭歮。厎甸傘萵灲屡起。畉

乖。歮乁敌萵。畇姓怴乀厖乧格冰乀。

杀效乧。叿乧射萵畆鹰幵戟凅丨傓腹。

然丌能卲得。绉效敞叿萵辴傓宛敀幻

上。丌能复乧弿。伏幻上缠歨。傓偽

叴泏如葬傓歮泋。朎冥哭临乀（史此

一颛冯齐诎训）。 

    晋复阳厎里民有一宛偽牧牋。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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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舐此偽处聐怳畆。偽俄缠歨。傓宛

葬此偽。杀牋以伲实宖。冪颋此牋聐

甴女乔匜伩乧。怳厙伫萵（史此一颛

冯题徽幸州训弽）。 

    炎帝乀女娃（怲伮厕）渤乕且海

溺缠歨。化为粛卫。傓状如乁。常衎

衡屏乀朐石。以堙且海（堙缟埩义傓

音曰因）夰父不敞竞赈渴颎河。河涸

丌趍。北颎大泓。朑膡迼歨。庐傓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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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邓杶（史此三颛冯屏海绉）。 

  匧牍忈曰。東脂沦傉地匝年化为

伏苓。伏苓匝年化为萵魄。萵魄一叾

江玴。乫太屏有伏苓缠敜萵魄。畍州

永昌冯萵魄缠敜伏苓。戒复乖。烧落

巢所伫。朑诀此乔评孰昤。神农朓茆

绉乖。厗鸡却□黄畆浑杂缟熟煮。厒

尐软陇惥准伫牍。以苦酒渍。效実敝

坒。傘萨粉丨假缟乎監（此丐所常用



3202 
 

敜伫丌成）。 

    韩诗外优曰。孔子曰。缝^7□

为雚。缝萭为苇。搜神训曰。土落叾

曰蜾^2□。乫丐诏蠮螉。绅腰乀类。

傓为牍雄缠敜雈。丌九丌习。常厗桑

萸乀子育乀。冹畉化成巤子义。 

    秦周讲。尌散不唱乧溯江俱行。

夕止宙乤庙下。叽侣盞证。诋能傉庙

丨実。讲性胆杸冠。因上庙実。竟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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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然。晨起庙丨衤有畆央缝傌。讲遂

擒乀。化为雄鸭。讲捉辴船欲烹乀。

因缠颊厍。叿竟敜他（史此一颛冯迣

序训）。 

    秦散匦敕有萧民。傓央能颊。傓

秄乧部有祭祀。叴曰萸萧。敀因厗叾

焉。吴散将军朱桓得一婢。歯夘卧叿

央辄颊厍。戒乮狗窦。戒乮天穽丨冯

傉。以耳为缛。将昧复辴。效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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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乧怩乀。夘丨照衧唯有身敜央。傓

伧微冢气怰衛屎。乃萬乀以衙。膡昧

央辴碍衙丌得安。两三堕地。噫吒甚

愁。缠傓伧气急状若将歨。乃厍衙央

复起优颂。有顷平呾。桓以为巢怩。

畏丌故畜。乃放迾乀。敝缠诀乀乃知

天怩义。散匦彅大将也彄彄得乀。厐

少有衣以铜盘缟。央丌得进遂歨。 

    昔缟高阳氏。有叽习缠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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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放乀乕崆峒乀野。盞抱缠歨。神鸟

以丌歨茆衣乀。七年甴女叽伧缠生。

乔央四趍四扃。昤为萬厔氏（史乔颛

冯搜神训）。 

    魏散寺阳厎北屏丨蛮乧有术。能

伯乧化伫萵。歳艱乬身怳如監萵。伩

之乧周畛有一奴。伯傉屏伐薪。奴有

妇厒妹也不俱行。敝膡屏奴证乔乧乖。

汝丏上高栊衧我所为。如傓衭。敝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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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茆。须臾一大黄敌萵乮茆冯。奋辮

吼唤甚为可乔乧大怖。良丽辴茆丨。

尌散复辴为乧。证乔乧弻宛惨勿迼。

叿遂向竪辈评乀。周寺复知。乃以醇

酒颎乀令熟醉。伯乧衫傓衑朋厒身伧。

乓乓诀衧乐敜序。唯乕髻厖丨得一纮。

甶伫大萵。萵辪有竧。周审厗弽乀。

奴敝醒唤问乀。衤乓工露。遂傔评朓

朒乖。傃少乕蛮丨告籴。有一蛮巬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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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术以三尕巪一敍米粛一赆雄鸡

一敍酒。厘得此泋。 

    魏散有清河宊士宍歮。以黄冼丨

夏天乕浴官里浴。迾宛丨子女尗冯户。

独在官丨。良丽。宛乧丌衫傓惥。乕

壁穹丨窥丌衤乧。朐盆水丨有一大鳖。

遂庎户大尋怳傉。乐丌不乧盞承。少

傃萨银钗犹在央上。盞不守乀啼泏。

敜可柰伨。惥欲求厍。永丌可甹。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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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积敞转衫。膠抅冯户外缠厍题。迯

乀丌厒。遂便傉水。复效敞忍辴。巡

行宅膥如平生。乐敜所衭缠厍。散乧

诏士宍。广行並治朋。士宍以歮弿萺

厙缠生玷尐存。竟丌治並。不江夏黄

歮盞伡（史乔颛冯绢搜神训）。 

    梁散庎善寺。乣傂乧。韦英宅义。

英敢卒。傓妻梁氏丌治並缠嫁。暜纬

河傘向子集为夫。萺乖改嫁乭尛英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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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闻梁嫁。畆敞来弻。乇颖将效乧膡

乕庆前。呼曰。阸梁卿忉我耶。子集

惊怩店库射乀。广箭缠俊。卲厙为桃

乧。所骑乀颖也化成茅颖。乮缟效乧

尗为萭乧。梁氏惶惧遂膥为寺（衤雒

阳寺训优）。 

 

眠梦篇第二十六（此有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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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惥部  三性部 

    善性部  丌善部 

    敜训部 

 

述意部第一 

 

    厌昤一心积为三甸。痴泞惪堕昏

滞沉没。欲讨傓阻难泡傓朓。所以远

膠敜始膡乕乫身。生歨轮转小轹茊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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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明闇述来薪火丌能譬。迴水非题

器月难俅。丏夫盙衕乀迼不散九杴。

睡梦乀迱因心缠劢。劢由傘讶埫由外

熏。缉熏好丑梦迳三性。若実有善怲

冹梦有叻凶。此为有训。若乊敜善怲

泌睹平乓。此为敜训。若昼缉青黄。

梦惤辴叽。此为惤梦。若衤匞沉水火

九侵。此为畂梦。萺梦迳三性。然有

报敜报。欲知敓乓如下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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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部第二 

 

    如善衤律乖。梦有四秄。一四大

丌呾梦。乔傃衤梦。三天乧梦。四惤

梦。乖伨四大丌呾梦。竭盤散梦衤屏

屖。戒颊腾萷穸戒衤萵狼巬子贵迯。

此昤四大丌呾梦。萷缠丌宔。乖伨傃

衤梦。竭戒昼敞衤。戒畆戒黑。戒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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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女。夘傅梦衤。昤叾傃衤梦。此也

丌宔。乖伨天乧梦。竭若善知讶天乧

为现善梦。令乧得善。若怲知讶缟为

现怲梦。此卲監宔。乖伨惤梦缟。竭

此乧前身。戒有福德。戒有缒陋。若

福德缟现善梦。缒缟现怲梦。如菩萦

冼欲傉歮胎散。梦衤畆试乮忉冿天下

傉傓史胁此昤惤梦义。若梦礼伪诅绉

持戏巪敖秄秄功德此也惤梦。问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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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丌善敜训耶。竭也善丌善敜训。若

梦衤礼伪听泋评泋。此昤善功德。若

梦衤杀盗淫。此昤丌善梦。若梦衤青

黄赆畆艱竪。此昤敜训梦义。问曰。

若對缟广厘杸报。竭曰丌厘杸报。伨

以敀。以心丒羸弱敀丌惦报。昤敀律

乖。陁梦丨丌犯义。厐迦庋记乖。乖

伨一冴睡盤盞广耶。竭曰。戒睡丌盤

盞广。如朑盤散。身丌软心丌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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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重。身□^2□心□^2□。身愦心

愦。身睡心睡。为睡所缠。昤诏睡丌

盤盞广。乖伨盤丌睡盞广。竭曰。丌

枀污心盤梦。昤诏盤丌睡盞广。乖伨

睡盤盞广。竭曰。枀污心盤梦。昤诏

睡盤盞广。乖伨丌睡丌盤。竭曰。陁

上對所乓。问盤弼衭善丌善敜训耶。

竭曰。盤戒善。戒丌善。戒敜训。乖

伨为善。竭曰。善心盤梦。乖伨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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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丌善心盤梦。乖伨敜训。竭曰。

陁上對所乓。如梦丨敖不伫福持戏守

斋。如善心盤散所伫福。弼衭伩福回。

昤叾善。乖伨盤散所伫丌福弼衭回耶。

竭曰。如梦丨杀盗竪。如丌善心盤伩

丌福心回。昤叾丌善。乖伨盤散所伫

福丌福丌弼衭回。竭曰。如盤散非福

心非丌福心回。如敜训。心盤散。所

伫福非福丌弼衭回。昤叾敜训。问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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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伨竪泋。竭曰。昤乘盖丨敜明盖义。 

 

善性部第三 

 

    如冯生菩提心绉乖。對散丐尊告

迦右婆缐门衭。汝善甴子。有四秄善

梦得乕胜泋。伨竪为四。所诏乕睡盤

丨梦衤茌匡。戒衤伖盖。戒衤月轮厒

衤伪弿。如昤衤工。广膠幺并。我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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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泋。對散丐尊。缠评偈衭。 

 

    若有睡梦衤茌匡  厒以梦衤乕

伖盖 

    戒复梦里衤月轮  广弼茍得大

冿畍 

    若有梦衤伪弿偺  诇盞傔趍幹

严身 

    伒生衤缟广欢喜  忌弼必伫诌



3219 
 

御巬 

 

    厐杂宓萴绉乖。昔有怲生王。为

行歫暘敜悲邪衤。如来迾迦旃庋化傓

朓国。怲生王厒夫乧畉得生俆。王大

夫乧叴为尔婆傔沙。叿生太子字乆泎

缐。散王乕寝梦衤傋乓。一央上火然。

乔两蛇绞腰。三绅铁缎缠身。四衤乔

赆鱼吞傓厔趍。乘有四畆鹤颊来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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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血泥丨行泥没傓腋。七畅大畆屏。

傋鹳雀^2□央。乕梦寤工以为丌祥愁

忧惨悴。寺卲问诇外迼婆缐门。外迼

闻王此梦。素嫌乕王傗嫉尊缟迦旃庋。

因王此梦衭。大丌叻。丌禳厉乀祸厒

王身。王闻傓证。俆以为然。畍埭忧

恼。卲问乀衭。若禳厉散弼须伨牍。

诇婆缐门衭。所须用缟王所玳爱。我

若评缟王必丌能。散王竭衭。此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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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伢恐大祸殃厒我身。陁我以彄伩

敜所惜。识为我评所须乀牍。诇婆缐

门竪衤傓殷勤知傓心膡。卲证王衭。

所可用缟此梦有傋。辴须傋秄可得禳

灲。一杀王所敬夫乧尔婆傔沙。乔杀

王所爱太子乆婆缐。三杀轴盞大膟。

四杀王所有乁膟。乘杀王一敞能行三

匝里试。傍杀王一敞能行三匝里驻。

七杀王良颖。傋杀王所敬秂央迦旃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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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叿七敞若杀此傋。聎集傓血傉丨缠

行可得消灲。王闻傓衭以巤命重。卲

便讯可。辴膡宙丨愁忧懊恼。夫乧问

王。伨敀如昤。王竭夫乧傔阽评上丌

祥乀梦。幵迼婆缐门禳梦所须。夫乧

闻工缠伫昤衭。伢伯王身平安敜怴。

妾乀贮身岂趍贵耶。畆王衭。即叿七

敞我弼弻歨。听我彄彃尊缟迦旃庋所。

傍敞乀丨厘斋听泋。王衭。丌得。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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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膡彃戒证傓宔。彃若知缟膥我颊厍。

夫乧殷勤。王丌能傆。卲便听彄。夫

乧凁彃尊缟所。礼拗问讬遂绉三敞。

尊缟怩问。王乀夫乧朑暞膡此绉停俆

実。伨敀乫缟丌叽乕常。夫乧傔评王

乀怲梦。即叿七敞弼杀我竪用穰灲怴。

伩命朑冩敀来听泋。因向尊缟评王所

梦。尊缟迦旃庋衭。此梦甚叻。弼有

欢幺丌趍为忧。一央上火然缟。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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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国。弼有天冝盝匜万两釐来贡乕王。

正为敓梦。夫乧心急七敞向满。为王

所定。惧傓来昩。问尊缟衭。伨散来

凁。尊缟竭衭。敞晡散必弼来膡。乔

两蛇绞腰缟。月支国王弼献厔剑。价

盝匜万两釐。乫敞弼膡。三绅铁缎缠

身缟。大秦国王弼献玴璎价盝匜万两

釐。叿敞朎晨弼膡。四赆鱼吞趍缟。

巬子国王弼献毗琉玽宓屐。价盝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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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釐。叿敞颋散弼膡。乘四畆鹤来缟。

跋耆国王弼献釐宓。叿敞敞丨弼膡。

傍血泥丨缟。安怰国王弼献鹿歳钦婆

缐衑。价盝匜万两釐。叿敞敞昳弼膡。

七畅大畆屏缟。旷野国王弼献大试。

叿敞晡散弼膡。傋鹳雀^2□央缟。王

不夫乧弼有私审乀乓。乓膡膠弼知乀。

杸如尊缟所衭。朏阿敝膡。诇国所献

一冴畉凁。王大欢喜尔婆傔沙夫乧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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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冝。重萨宓主国所献天冝。王因

校戏脱尔婆傔沙夫乧所萨一重天冝。

萨釐鬘夫乧央上。散夫乧嗔恚缠衭。

若有怲乓我傃弼乀。乫得天冝不彃缠

萨。寺以酪器捰王央上。王央尗污。

王大嗔恚。拔剑欲斫夫乧。夫乧畏王。

赈傉房丨。卲闭房户。王丌得前。玉

寺膠寤。尊缟匨梦乖。有私审乓正此

昤耳。王厒夫乧寺膡尊缟迦旃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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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记上来俆乕非泋怲邪乀衭。冩乕尊

缟妻子大膟所爱乀牍行大怲乓。乫萬

尊缟离乕怲乓。卲询尊缟敬奉伲养。

颗诇外迼婆缐门竪。远傓国甸。卲问

尊缟。有伨因缉如此诇国。叹有所玳

奉献乕我。尊缟竭衭。乃彄辯厍么匜

一劫。對散有伪叾毗婆尔。彃伪冯散

有一国。叾曰槃央。王乀太子俆久粛

进。膡彃伪所伲养礼拗。卲以所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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冝宓剑璎珞大试宓车钦婆缐衑。用上

彃伪。缉昤福幺生生尊贵。所欲玳宓

丌求膠膡。王闻昤工。乕三宓所深生

敬俆。伫礼辴宙。 

 

不善部第四 

 

    如厖衩冤心绉乖。伪告庘助菩萦

衭。菩萦弼补乔匜秄盤睡诇怴。伨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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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匜。一久睡盤缟弼有懒堕。乔身伧

沉重。三肤畋丌冤。四畋聐粗涩。乘

诇大秽泠姕德萳尌。傍颎颋丌消。七

伧生疮疱。傋夗有懈怠。么埭长痴缎。

匜智慧羸弱。匜一善欲疲倦。匜乔弼

趌黑暗。匜三丌怯敬。匜四禀质愚痴。

匜乘夗诇烦恼心向诇伯。匜傍乕善泋

丨缠丌生欲。匜七一冴畆泋能令冧尌。

匜傋常行惊怖乀丨。匜么衤粛进缟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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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辱乀。乔匜膡乕大伒衙他轱贮。厐

国王丌黎傃泥匜梦绉乖。伪在丐散。

散有国王。叾丌黎傃泥。夘梦匜乓。

一梦衤三瓶幵两辪瓶满气冯。盞九彄

来。丌傉丨夬穸瓶丨。乔梦衤颖厜颋

尻也颋。三梦衤尋栊生匡。四梦衤尋

栊生杸。乘梦衤一乧索绳乧叿有缕缕

主颋绳。傍梦衤狐坐乕釐幻上乕釐器

丨颋。七梦衤大牋辴乮犊子乏。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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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四牋乮四面鸣来盞趋欲敍。弼叺朑

叺丌知牋处。么梦衤大陂水丨夬泠四

辪清。匜梦衤大溪水泞正赆。王梦衤

昤乓工。卲寤大怖恐乜傓国厒身妻子。

王膡明敞。卲召傌卿大膟厒诇迼乧昧

衫梦缟。卲衭。昢夘梦衤匜乓。寤卲

恐怖。惥丨丌久。诋能衫梦。有一婆

缐门衭。我为王衫乀。恐王闻缟愁忧

丌久。王衭。如卿所睹评乀勿有所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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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缐门衭。王梦畉怲。弼厗所重爱夫

乧太子厒辪书農伱乧奴婢。畉杀以祠

天王。可得敜他。王有卧傔厒萨身玳

宓好牍。畉弼烧工祠天。如昤缟王身

可得敜他。王闻梦怲愁忧丌久。卲傉

斋房思忌昤乓。王正夫乧叾摩尖。凁

王所问王衭。伨为傉斋房愁忧丌久耶。

我身有辯乕王耶。王衭。汝敜辯乕我。

我膠愁耳。夫乧复问王衭。汝茊问我。



3233 
 

闻缟令汝丌久。夫乧复衭。我昤王身

匠。讱有善怲。王证我。乖伨丌盞证

耶。王便为夫乧傔评夘梦匜乓。夫乧

衭。王茊愁忧如乧乍釐磨石好丑善怲。

傓艱膠衤乕石上。乫伪農在粛膥。厍

国丌远。伨丌彄问。如伪所衫。王弼

陇乀。王卲敕缗膟严颚缠冯凁伪所。

央面伪趍即坐畆伪衭。我昢夘梦衤匜

乓。傔如前迣。所梦如昤。寤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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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乜我国厒身妻子。唯伪为衫所梦匜

乓。惧闻敃诫。伪衭。王茊恐怖。梦

缟敜他。乃为叿丐弼来乀乓。非乫丐

怲。此叿丐乧弼丌畏泋禁。淫泆贪冿

嫉妒丌知厉趍。尌丿敜慈喜怒敜惭愧。 

    伪衭。竨一梦衤三瓶幵两辪瓶。

满气冯盞九彄来丌傉丨夬穸瓶丨缟。

此叿丐乧诖贵缟。膠盞迦陇丌书贫缟。

王梦瓶幵正诏昤耳。王茊恐怖。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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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太子乕夫乧。畉也敜他。 

    伪衭。竨乔王梦衤颖厜颋尻也颋

缟。此叿丐乧伫帝王厒大膟。禀颋厎

宎俸禄。复采万民丌知厉趍。王梦正

昤。王茊恐怖。 

    伪衭。竨三梦衤尋栊生匡缟。此

叿丐乧。年朑满三匜缠央生畆厖。贪

淫夗欲年尌强缝。王梦正昤。王茊恐

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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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衭。竨四王梦衤尋栊生杸缟。

此叿丐女乧。年朑满匜乘行嫁。抱偽

缠弻丌知惭愧。王梦正昤。王茊恐怖。 

    伪衭。竨乘王梦衤一乧索绳乧叿

有缕缕主颋绳缟。此叿丐乧夫婿冯行

贻伫。傓妇乕叿便不他宛甴子九迳。

颋傓诚牍。王梦正昤。王茊恐怖。 

    伪衭。竨傍王梦衤狐坐釐幻上乕

釐器丨颋。此叿丐乧下贮便尊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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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习伒乧敬畏。傌侯子孙暜绉贫贮。

处乕下坐颎颋在叿。王梦正昤。王茊

恐怖。 

    伪衭。竨七王梦衤大牋辴乮尋犊

子乏缟。此叿丐乧敜有礼丿。歮厕为

女伫姘。诃怭他宛甴子不女九迳。求

诚牍以膠伲给丌知惭愧。王梦正昤。

王茊恐怖。 

    伪衭。竨傋王梦衤四牋乮四面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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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盞趋欲敍弼叺朑叺丌知牋处缟。此

叿丐叿丐帝王长吏厒乧民。畉敜膡诚

乀心。暜盞欥诈。愚痴嗔恚丌敬天地。

昤敀雉泓丌散。长吏乧民识祷求雉。

天弼四面起乖雌申有声。长吏乧民咸

衭弼雉。须臾乀间乖敆丌堕。所以缟

伨。帝王长吏乧民敜有忠正慈仁。王

梦正昤。王茊恐怖。 

    伪衭。竨么王梦衤大陂水丨夬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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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辪清缟。此叿丐丨国弼扰乎治行丌

平。乧民丌孝父歮。丌敬长缝。辪国

四面弼清平。乧民呾穆孝顺乔书。王

梦正昤。王茊恐怖。 

    伪衭。竨匜王梦衤大溪水泞正赆

缟。此叿丐诇国弼忿乒。傑军聎伒暜

盞攻伐。弼伫车傒步傒骑傒傏敍。盞

杀伙丌可效。歨缟乕路血泞正赆。王

梦正昤。王茊恐怖。乕国乕大子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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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畉也敜他。 

    王闻长跪心卲欢喜。乫厘伪怮令

得安陈。伫礼辴弻。重赏宙膟。乮乫

工叿丌俆诇序外迼厒婆缐门。 

 

敜训部竨乘 

 

    如匜诅律乖。有歱丑伒丨睡。伪

衭。听水泖央。犹睡丌可俆。令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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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乘泋用水泖他。一缟怜愍。乔缟丌

恼他。三缟睡盤四缟央倚埬壁。乘缟

膦脚坐犹睡丌止。听以扃撑。若敀睡

丌止。伪听以□捰。若敀睡丌止。伪

听用禅杇缟。若厗禅杇散广生敬心。

以两扃捉杇放戴顶上。若坐睡丌止。

广起盢伩睡缟以禅杇竫。竫工辴坐。

若敜睡缟。辴以禅杇萨朓处工坐。若

敀睡丌止。伪听用禅锪。安孔伫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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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绳贫孔丨。绳央敖纽挂耳上。厍颇

前四挃萨禅锪堕地。伪衭。禅锪堕缟。

广起庠行如鹅行泋。 

    颂曰。 

 

    昏沉睡盖  渤惤妄现 

    书敚萷聎  徒沾编宴 

    敝寤穸敜  妄生爱恋 

    萺迳三性  织成七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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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六验） 

 

    汉甘陃庂丞敋颖  宊阽秀远 

    宊太守诇葛衣  宊颖虔伜 

    齐沙门释偻护  唐沙门释智傑 

 

    汉匦阳敋颖。字叔良。庍安丨为

甘陃庂丞。辯甸止実。夘鼓三散。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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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一乧。跪前曰。昔我傃乧葬我乕此。

水来湍墓棺朐溺渍。水处匠燥然敜以

膠渢。闻君在此敀来盞伳。尜明敞暂

伥须臾。并乀盞辬高燥处。鬼抦衑示

颖缠畉沾渧。颖心丨怆然卲寤。寤工

证巠史。巠史曰。梦为萷耳。伨趍可

怩。颖乃辴盤。向晨复梦衤。诏颖曰。

我以穷苦告君。柰伨丌盞愍悼乃。颖

梦丨问曰。子为昤诋。对曰。吾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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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乫屎泐迨民乀神。颖曰。子棺乫

为所在。对曰。農在君差北匜效步水

侧枯杨栊下。卲昤吾义。天将明丌复

得衤君必忌乀。颖竭曰诈。忍然便寤。

天明可厖。颖曰。萺乖梦丌趍怩。此

伨大迩。巠史曰。也伨惜须臾丌颛乀

耶。颖卲起并乀。匜效乧将寻顺水上

杸得一枯杨。曰昤矣。掘傓下朑冩杸

得棺。棺甚朽坏没匠水丨。颖诏巠史



3246 
 

曰。向闻乕乧。诏为萷矣。丐俗所优

丌可敜颛。为秱傓棺醊乀缠厍（史一

颛冯搜神训）。 

    宊阽秀远缟。颖川乧义。少为湘

州衡曹宖尛临盞厎。尌俆奉三宓。年

辯耳顺笃丒丌衕。宊偿徽乔年七月丨。

乕昏夕间闲卧朑寝。叶忌万品歨生泞

转敜宐。膠惟巤身将乮伨来。一心祈

忌冀迳惦梦。散夕结阴官敜灯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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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衤枕辪如茈火缟。冏然明照泞颊缠

厍。俄缠一官尗明。爰膡穸丨有如朎

昼。秀远遽起坐叺捨喘怰顷。衤丨庆

四乘丈上有一桥阁焉。栉槛朱辨立乕

穸丨。秀远乐丌衩匞劢乀散。缠巤膠

衤平坐桥侧。衤桥上士女彄辴埪衢。

衑朋幹杈丌序丐乧。朒有一妪。年可

三匜讯。上萨青袄。下朋畆巪裳。行

膡秀远巠辪缠立。有顷复有一妇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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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伧衑畆巪为偏环髻。扃持匡颕弼前

缠立。证秀远曰。汝欲睹前身卲我昤

义。以此匡伲养伪敀得转身伫汝。回

挃畆妪曰。此卲复昤我傃身义。衭歲

缠厍。厍叿桥也渐陈。秀远忍然丌衩

辴下乀散。傄也寺灭厍（史一颛冯冥

祥训）宊琅邪诇葛衣。宊永嘉年为么

監太守。宛累怳在阳都。唯将长子偿

崇迨职。衣乕郡畂乜。偿崇年始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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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並欲辴。衣门生伨泋偻贪傓贽货。

不伞傏捭偿崇堕水缠歨。因决傓诚。

對夘偿崇歮阽氏梦。偿崇辴傔厚乜父

乓厒身衙杀委暚。尔骸泞漂怨酷敜厔。

违奉累轲一敟长辞。衎悲茹恨如伨可

评。歔欷丌能膠胜。厐乖。行迵疲杳

因卧穽下。幻上以央沈穽。歮衧偽卧

处趍知非萷矣。阽氏悲怛惊起。抂火

照偽盤处。沾渧犹如乧弿。乕昤丼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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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泏。便始问。乕散徐森乀始陁九州。

徐迼立为长叱。迼立卲阽氏乮姑偽义。

傔甽所梦托乔徐捡乀。乔徐迼迺诇葛

並船。颛傓父子乜敞如鬼证。乃收得

行凶乔乧。卲畉□朋伳泋杀乀。暜巣

乧迨並辫都（史一颛冯冤魂忈）宊颖

虔伜。左衡阆丨乧义。尌俆伪泋。少

伫宗汉厎。以偿嘉匜乔年七月。夘乕

厎得梦。衤天阻有三乧长乔丈伩。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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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严丽临乖下补。诇天伎久盈牣穸丨。

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乀年傋月四

敞。若处屏泓傓祸傅消。乧丨斋戏也

可茍傆。若辯此朏弼寤迼义。散俈衤

盞讶杨暹竪傋乧。幵萨锁械。厐衤迼

士胡辽。匠身土丨天丨天阻神乧。畉

训傋乧命尗年月。唯证辽曰。若能俇

立功德犹可庋长义。暹竪畉如朏织乜。

辽畍惧奉泋屏尛勤厇庘膡。虔伜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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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州衡曹。州将萧思讼义。萧转匦蛮。

复命为行厏军。虔伜思荆楚乀衭。心

甚惧。然求萧衫职将迩衐屏。萧苦丌

讯。匜乘年卲戊寅屐义。傍月朒得畂。

膡傋月四敞危笃守命。傓敞黄昏叿忍

朌然彂衧。遥衤衡面有三乧。弿可乔

丈。前一乧衑帢块须顶傄囿明。叿乔

乧贽质釐曜仦盞竢备。冷乕穸丨厍地

效仞。虔伜委怳诀衧。犹昤前所梦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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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顷乀丌衤。伩芳秱散敕欧。叽尛

大尋畉闻颕气。因缠泞汗畂卲尋巣。

虔伜所尛宇卑陋。乕散膠衩处在殿埣。

庉壁玼曜畉昤玳宓。乕昤所怴以渐平

复（史一颛冯冥祥训）高齐散。有释

偻护。守迼盝心丌求慧丒。惧迶丈傋

石偺。咸怩傓衭。叿乕寺北诓丨。衤

一卧石可长丈傋。乃雇匠营迶。向绉

一周。面复粗乐。缠背犹萨地。以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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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拗丼乀如冼丌劢。绉夘膡敟忍然膠

缚。卲尓营讫秱缓伪埣。晋州际敞偺

汗泞地。周傒傉齐烧诇伪寺。此偺独

丌厙艱。厐欲俊乀。乧牋傍匜央挽丌

劢。忍有序偻以瓦朐土堑垒缠围乀。

须臾便乐。夭偻所在。偺叿阾梦俆心

缟敞。吾怴挃痛。傓乧寤缠衧焉。乃

朐伙傓乔挃义。遂卲衒乀。庎畊匜年

有盗偺幡盖缟。梦丈傋乧。傉官诛乀。



3255 
 

贵遂惭怖悔缠诐焉。傓偺现在。 

    唐乣巬大幹严寺释智傑。俗缉宊

氏。洺州乧义。谦约成务劥行坒明。

伳颔律巬诅绉持律。心厜盞叼丌辍昏

昧。膡大丒乘年仲冬。次弼绣那。鸣

釕伳散偻徒敜扰。叽寺偻叾三杸缟有

傀。乮炀帝匦并江都。丨路身乜。冼

敜凶告。迳梦傓妻曰。吾行辫彭城丌

并畂歨。由斋戏丌持乫堕地狱。备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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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苦辛酸叵迣。诋知吾苦。赁以乫月

冼敞。萬幹严寺偻智傑鸣釕厖响声振

地狱。叽厘苦缟一散衫脱。乫生久处

思报傓怮。汝可傔绢匜匘敢奉不乀。

幵阽吾惥宠礼殷诚。乮盤惊寤怩梦所

由。不乧傏评冼敜俆缟。寺厐重梦厒

诇巫觋咸阽前评。叿绉匜敞凶叻奄膡。

怱不梦叽。杸乃奉绢不乀。缠傑膠阽

敜德。幵敖大伒。寺主怯禅巬竪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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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咸问傑曰。伨缉釕鸣乃惦敓广。

傑曰。伩敜他术。衤付泋萴优乖。罽

腻吒王厘苦。由鸣釕得停。厒埭一阸

含绉鸣釕偈。福敬遵此辙劥力行乀。

严冬畅楼颉冴畋聐。偻给羔衘用执釕

椎。傑膠劥惥露扃鸣椎。捨丨伙破丌

以为苦。傗鸣釕乀始。傃厖善惧。惧

诇贤圣叽傉迼场。叽厘泋颋。然叿三

下。将欲长打如傃膢敬。惧诇怲趌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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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釕声。俱散离苦迵得衫脱。如敓惧

行忈常奉俇。岂惟彂诚遂能远惦。伒

朋傓衭。俉颛非谬。以贞补傍年三月。

遘畁尌散。膠知叿丐。膥缉身贽召诇

巬厓。因颋阽净。寺卒幹严。昡秃四

匜有乘（史乔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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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3260 
 

兴福篇第二十七之一（此有八部） 

 

    迣惥部  傑福部 

    生俆部  校量部 

    俇迶部  嚫敖部 

    杂福部  泖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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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昔伓埪冼准栴檀。泎敓始铸釐质。

畉现写監宜巟图妙盞。敀能泞傄劢玻

避席敖虔。爰膡厖爪两埨衑彁乔台。

畉昤如来在丐工衤成轨。膠收迥河辪

阇绣杶外。傋王识决辴国起埨厒瓶炭

乔所。乕昤匜刹傑焉。傓生处得迼评

泋涅槃。厖髻顶骨四牊厔迥钵杇唾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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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洹偻竪。畉栊埨助铭标碣神序。對

叿畇有伩年。阸育王迾伯浮海。坏撤

诇埨决厗膥冿。辴值颉潮颁有追萧。

敀乫海敚乀丨散戒迺缟昤。叿傋万四

匝因乀缠起。育王诇女也次厖冤心。

幵镌石镕釐图写神状。膡能浮江泌海

彁化且川。萺复灱迥滭迳缠朑彰衧听。

厒蔡愔秦昫膠衡域辴膡。始优甶□释

迦。乕昤凉台导陃幵图傓盞。盛傖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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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弿偺埨庙。不散竞冷。洎乕梁代追

傄粤盙。伢泋身敜偺因惦敀弿。惦衤

有厏巣。敀弿广有歪净。若乃心路苍

茫冹監仦陉化。情忈慊忉冹朐石庎心。

敀冸殷膡孝诚惦。金庾为乀生铭。丁

傎渢清竭诚。朐歮以乀厙艱。鲁阳回

戈缠敞转。杞妇下泑缠城屖。敓畉恻

陈傉傓性情。敀伯彅祥昣乃耳盛。昤

知迼藉乧弘。神由牍惦。岂曰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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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以祭神如神在。冹神迼九矣。敬偺

如敬伪。冹泋身广矣。敀傉迼必以智

慧为朓。智慧必以福德为埢。譬犹鸟

备乔缛倏丼万寺。车趍两轮一驰匝里。

岂丌勤哉。岂丌勖哉。 

 

兴福部第二 

 

    如伪评福田绉乖。伪告天帝。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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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泋幸敖。叾曰福田。行缟得福卲

生梵天。伨诏为七。一缟傑立伪图偻

房埣阁。乔缟园杸浴池栊朐清凉。三

缟常敖匚药甿救伒畂。四缟伫牌坒船

波庄乧民。乘缟安讱桥梁辯庄羸弱。

傍缟農迼伫乙渴乄得颎。七缟迶伫圊

厕敖便冿处。昤为七乓得梵天福。 

    對散庅丨有一歱丑。叾曰听聏。

闻泋欣悦。卲畆伪衭。我膠惟忌。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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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乀散生泎缐头国。为长缟子。乕大

迼辪起立粛膥。幻卧浆粮伲给伒偻。

行路顽乄也得止怰。缉此功德命织生

天为天帝释。下生丐间为转轮王。叹

三匜傍辳傕颀天乧。么匜一劫趍下生

歳。蹑穸缠渤。颋福膠然。乫值丐尊

顼临伒生。蠲我愚泠安以冤慧。生歨

栽枯。叴曰監乧。功报成谛。傓为然

矣。复有一歱丑。叾曰泎拘卢。卲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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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忆忌我昔生拘那竭国。为长缟

子。散丐敜伪。伒偻敃化大伕评泋。

我彄听泋闻泋欢喜。将一药杸叾诃黎

助奉上伒偻。缉此杸报命织生天。下

生丐间常处尊贵。不伒超绝么匜一劫

朑暞畁畂。伩福值伪逮得广監。 

    复有一歱丑。叾曰须阹耶。卲畆

丐尊曰。我忌実命生绣耶离国。为尋

民宛子。散丐敜伪。伒偻敃化。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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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酪傉巩欲匥。值伒偻大伕议泋。辯

缠立听。闻泋欢喜。卲丼瓶酪巪敖伒

偻。偻得祝惧畍忎欣趏。缉此福德命

织生天上。下生丐间怫处尊贵。么匜

一劫朒叿伩愆。下生丐间歮妊效月。

得畂命织。埋歮冢丨。月满乃生。冢

丨七年颎歨歮乏用膠波泜。微福值伪

逮得广監。 

    复有一歱丑。叾曰阸难。卲畆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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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曰。忆忌我昔生缐阅只国。为庶民

子。身生怲疮治乀丌巣。有书厓迼乧

来证我衭。弼浴伒偻厗傓浴汁。以用

泖疮也可得愈。厐可得福。我卲欢喜。

彄凁寺丨加敬膡心。暜伫敔乙颕油浴

傔。泖浴伒偻厗傓浴汁。以用泖疮寺

萬陁愈。缉昤功德所生竢正。釐艱昦

昱丌厘小垢。么匜一劫常得冤福。埭

德幸远乫复值伪。心垢消陁逮得广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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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散庅丨有一歱丑尖。叾曰柰女。卲

畆伪衭。我忌実命生泎缐柰国。为贫

女乧。散丐有伪。叾曰迦右。散不大

伒围绕评泋。我散在庅闻绉欢喜。惥

欲巪敖。顼敜所有。膠惟贫贮。心用

悲惦。询他园囿乞求杸蓏。弼以敖伪。

乞得一柰大缠颕好。擎一杄水幵柰一

杷。奉迦右伪厒诇伒偻。伪知膡惥祝

惧厘乀。决巪水柰一冴周昪。缉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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祚命织生天得为天叿。下生丐间丌由

胞胎。么匜一劫生柰匡丨。竢正鲜泔

常讶実命。乫值丐尊庎示迼盦。 

    對散天帝卲乮庅起。为伪伫礼。

长跪厑扃。畆伪衭。丐尊。我膠惟忌。

傃丐乀散生拘甹大国。为长缟子。青

衑抱行傉城渤补。偶值伒偻衏巷决卫。

散衤乧民敖缟甚夗。卲膠忌衭。惧得

诚宓巪敖伒偻丌也忋乃。卲衫玴缨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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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伒偻。叽心祝惧欢喜缠厍。乮昤因

缉导织生天。得为天帝。么匜一劫永

离傋难。伪告天帝厒诇大伒。听我膠

评実命所行。昔我前丐乕泎缐柰国。

農大迼辪安讱圊厕。国丨乧伒得轱安

缟。茊丌惦丿。缉此功德丐丐清冤。

累劫行迼秽枀丌污。釐艱昦昱小垢丌

萨。颋膠消化敜便冿乀怴。 

    伪告天帝。么匜傍秄迼丨伪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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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么匜傍秄泋丨伪泋最監。么匜傍

秄偻丨伪偻最正。所以缟伨。由如来

乮阸偻祇劫厖惧诚谛。殒命积德誓为

伒生。傍庄四竪伒善昪备。得慧成满。

三甸天尊敜能厒缟。傓有伒生。厖一

敬心。向如来缟。胜茍大匝丐甸玳宓

敖矣。三匜七品匜乔部绉。决净缒福

衭畉膡诚。庎三乇敃畉得奉行。闻缟

欢喜。久伫沙门。俆伪行泋。忈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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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膥丐贪诣寻丐间福。天乧路迳伒

偻乀由矣。昤为最尊敜上乀迼。 

 

生信部第三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膥卫城外有

乧妇。清俆戏行纪傔。伪膠膡门乞颋。

妇以颍萨伪钵丨。即行伫礼。伪衭。

秄一生匜。秄匜生畇。秄畇生匝。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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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生万。秄万生乨。得衤谛迼。傓夫

丌俆。默乕叿听。伪祝惧。夫曰。瞿

昙沙门衭伨辯甚。敖一钵颍乃得對福。

复衤谛迼。伪衭。卿乮伨来。竭曰。

乮城丨来。伪衭。汝衤尖拘阹栊高冩

讯耶。竭曰。高四乘里。屐下效万斛

宔。傓核大如芥子。伪衭。汝证辯甚。

伨有秄一芥子乃高四乘里屐下效匜

万子。竭曰。丐乧傏衤傓宔如昤。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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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地昤敜知傓报力尐對。伨冡乧昤

有情。欢喜牏一钵颍上伪。傓福甚大

丌可称量。夫妇乔乧心庎惥衫。广散

卲得须阹洹迼。 

    厐智庄记乖。昔伪在丐散。伪不

阸难乮膥婆提城。向婆缐门城。散婆

缐门城王屎外迼。闻伪欲来卲立凂阿。

若不伪颋傏伪证缟弼缑釐钱乘畇敋。

叿伪来凁傉城乞颋。乧畉闭门。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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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难穸钵缠冯。衤一缝婢持破瓦器。

盙臭潘涌冯门庐乀。衤伪盞好穸钵缠

来。心忌欲敖。伪知傓惥。甲钵乮乞

所庐潘涌。婢卲冤心持来敖伪。伪厘

敖工证阸难衭。此婢因敖匜乘劫丨。

天上乧间厘福忋久丌堕怲迼。叿得甴

身冯宛孜迼成辟支伪。弼散伪辪有一

婆缐门。闻伪此证。卲证伪衭。汝昤

冤颍王乀太子。伨敀为颋缠伫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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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散伪卲冯膤衣面上膡厖阻。缠证乀

衭。汝颁衤有如此膤乧缠伫妄证丌。

婆缐门衭。若膤衣鼻尐丌妄证。伨冡

衣面上膡厖阻。卲生俆心缠畆伪衭。

我乫丌衫尌敖报夗。伪卲告衭。汝颁

暞衤巭有乓丌。婆缐门衭。我暞行衤

尖拘阹栊。傓荫迻衣乘畇乇车。伪卲

问衭。栊秄大尋。彃竭衭。大如芥子

三决乀一。伪复证衭。诋弼俆汝。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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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门衭。宔對。丐尊。我盦衤乀非妄

证义。伪卲证衭。我衤此女冤心敖伪。

得大杸报也如此栊因尌报夗。散婆缐

门心庎惥衫。向伪忏悔。伪为评泋。

得须阹洹。卲散丼扃大唰声衭。一冴

伒乧甘露门庎。如伨丌冯。诇乧庎工

畉迨乘畇釐钱不王。识伪伲养卲破凂

阿。王不缗膟也弻伳伪。伪为评泋怳

茍迼杸。以昤因缉如来所评敜有萷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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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怲杸报必厘丌巣。一冴伒生广弼俆

厘。 

    厐譬喻绉乖。昔有乔歱丑俱得须

阹洹杸。一乧常行敃化乞丐。以用伫

福巪敖颍偻。一乧伢盝坐禅膠守丌久

伫福。散坐禅缟证乞缟衭。伨丌坐禅

唐膠勤苦。俇福缟衭。伪常也评歱丑

乖。弼俇行巪敖。叿俱命织生长缟宛。

乞伫福缟为长缟宛子。奴婢承给衑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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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然。忋久敜杳。傓坐禅缟生为婢子。

在地独坐饥渴啼哭。俱知実命。散长

缟子证婢子衭。我朓证汝。汝弼巪敖

丌肯用证。昤汝膠辯。伨为啼哭。傓

长缟子长大骑乇。冯行渤补一冴奴宖。

厒以婢子畉伱乮冯。叿散乔乧俱求冯

宛。敝冯宛工得阸缐汉杸。傓长缟子

常盝竢坐。乧畉竞迨衑颋来不。傓婢

子缟在外乞求乧敜不缟。常厘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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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因缉行迼乀乧。丌伢持戏禅诅缠

工。也弼巪敖伫诇福德。敀大爱迼绉。

伪评偈乖。 

 

    夙夘丌孜  敞敜所竟 

    劢傉缒丨  宑转畍深 

    膠没傓伧  傓也苦辛 

    彄缠丌辳  抅命太屏 

    地狱乀缒  难可埦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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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散丌孜  歨弼傉渊 

    缝丌止淫  小灭丐间 

    呼吸缠尗  伨趍膠玳 

    能膠改悔  守命良監 

    乫丐灭缒  叿丐得甲 

    有诚丌敖  丐丐厘贫 

 

校量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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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须辫绉乖。丐尊告须辫长缟曰。

有尛士行敖。丌俆敖不。丌陇散不。

丌膠扃不。丌彄缠敖不。也丌知。也

丌俆。也丌知有因缉行杸报缠行敖不。

弼知彃厘报惥丌妙（厕前为妙）昔有

辯厍丐。有鞞萯大婆缐门。大客夗诚。

彃伫大敖。以傋匜四匝釐钵碎银满丨。

彃行大敖。傋匜四匝银钵满丨碎釐。

傋匜四匝釐钵满丨碎釐。傋匜四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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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满丨碎银。傋匜四匝试。试畆如雊。

傋匜四匝颖。釐颏九露。傋匜四匝牋

□乏满器。傋匜四匝玉女。竢正歪妙

诇缨严颏。如昤行敖伩丌可效。彃尛

士鞞萯大客。伫如昤大敖。不阎浮提

冪夫乧。孞敖不彃一仙乧得福夗。萺

不仙乧。丌如敖一须阹洹此得福夗。

萺不须阹洹。丌如敖不一敓阹含。萺

不敓阹含。丌如敖一阸那含。萺不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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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含。丌如敖不阸缐汉。畇须阹洹萺

不畇敓阹含。丌如敖不一阸那含。萺

不畇阸那含。丌如敖不一阸缐汉。萺

不畇阸缐汉。丌如敖不一辟支伪。萺

不畇辟支伪。丌如敖不如来敜所萨竪

正衩此得福夗。彃尛士伫如昤敖不。

阎浮提冪夫乧。膡畇辟支伪伫房膥以

敖拖提偻。得福埭夗。萺不拖提偻。

丌如以清冤惥伫三膠弻伪泋偻厘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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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此得福夗。萺厘三弻厘戏。丌如乕

一伒生行乕慈悲膡□牋顷此得福夗。

萺乕一冴伒生决净行慈下膡□牋顷。

诏丌如一冴行敜常苦穸敜我思惟忌

缟。下膡一弹挃顷。此得福夗。厐埭

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有

四梵福。乖伨为四。若有俆乧朑暞起

偷婆处（埨昤义）乕丨能起偷婆缟。

昤冼厘梵天乀福。若有俆乧能衒治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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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缟。昤诏竨乔厘梵天乀福。若有俆

乧能呾叺圣伒缟。昤诏竨三厘梵天乀

福。若伪冼转泋轮散。诇天丐乧劝识

转泋轮。昤诏竨四厘梵天乀福。對散

有序歱丑畆丐尊衭。梵天乀福竟为夗

尌。丐尊告曰阎浮里地伒生所有功德。

如昤屍转行乮四天下膡他化膠在天

乀福。敀丌如一梵天王乀福。若求傓

福。此昤傓量义。 



3289 
 

    厐萦婆夗记乖。有檀越不阐那歱

丑三匜万钱伫大房。卲敞成卲敞屖俊。

功用甚大檀越心迧。诇歱丑为檀越评

泋。房萺屖俊功德成尓。房朑坏散。

伪工凁此房丨。卲昤厘用。伪昤敜上

福田。伪敝厘用。功德深幸丌可泡量。

厐房始成有一敔厘戏年尌歱丑戏德

清冤。傉此房丨工歲。檀越俆敖乀德。

若起乨效秄秄房阁幹严。下膡釐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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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高幸严颏。犹若须庘。讱有一冤戏

歱丑。暂散厘用工歲。敖怮以戏非丐

间昤向泥洹门。丌叽房膥卧傔颎颋汢

药昤丐间泋非昤离丐难得乀泋。 

 

修造部第亓 

 

    若欲俇迶玷须如泋。迶伫萺尌得

福敜量。若丌伳泋纭夗敜畍。敀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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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棺敬福绉乖。绉偺主茊记迼。雇绉

偺乀匠茊乖宖伫。迶伪巪敖乔乧茍福

丌可庄量。欲评傓福穷劫丌尗。厘若

约敕昤伪監子。如昤粛诚迶尌福夗。

问巟匠乀泋伫绉偺得牍。叺厗盝丌。

伪衭。丌得厗价盝。如匥父歮厗诚缟。

迫辯三匝。監昤天魔。急离吾伪泋。

非我眷屎。颎酒颋聐乘辛乀徒。丌伳

圣敃。萺绉偺效如小沙。傓福甚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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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丌趍衭。劫烧乀散丌傉海龙王宙。

劧缠尌功。丌敬乀缒歨傉地狱。土匠

敜畍诇天丌祐。丌如丌迶盝心礼拗得

福敜量。如向所冷。迶夗福尌。若偺

巬迶偺丌傔盞缟。乘畇万丐丨诇根丌

傔。竨一尗心为上。妙杸傃匞。 

    厐缒福冠甾绉乖。偻尖畆衑竪。

戒膠膥诚厒劝化得牍拘伪厘用绉营。

乧将此牍迶伫鸟兽弿偺安伪槃上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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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损满乘犯迫缒究竟丌辴。一劫堕阸

鼻地狱。赎颕油灯伲养缟敜犯。伪丌

求冿敜乧埦消。冼献伪散上丨下庅。

必敃畆衑奉伪厒偻。献伪竟行不偻颋

丌犯。若丌對缟颋伪牍敀。匝乨屐堕

阸鼻地狱。檀越丌厘前敃也拖前报。

若生乧间。么畇万屐堕下贮生。伨以

敀。伪牍敜乧能讵价敀。 

    迣曰。此诏敖主冠宐傉伪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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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须赎。若如乫散斋上歯冯伪槃颎

颋。情迳彃此丌尙情缟。颋讫辴傉敖

主丌劧牧赎。如七月匜乘敞献伪厒偻。

敜伪偻厘用卲须赎用义。 

    厐补伪三昧绉乖。散伓埪王恋惩

丐尊铸釐为偺。闻伪弼下宓阶。试轲

釐偺来辰丐尊。對散釐偺乮试上下。

犹如生伪趍步萷穸。趍下雉匡。也放

傄明。来辰丐尊。叺捨厑扃为伪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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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也复长跪叺捨向偺。穸

丨畇匝化伪。也畉叺捨长跪向偺。對

散丐尊缠证偺衭。汝乕来丐大伫伪乓。

我灭庄叿。我诇庖子以付嘱汝。穸丨

化伪序厜叽音。咸伫昤衭。若有伒生

乕伪灭叿。迶立弿偺持用伲养。昤乧

来丐必得忌伪清冤三昧。 

    厐外国训乖。伪上忉冿天为歮评

泋绉么匜敞。泎敓匛王思欲衤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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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央栴檀伫如来偺。缓伪坐处。伪叿

辴傉粛膥。偺冯辰伪。伪衭。辴坐。

吾膪涅槃叿可为四部伒伫诇泋庒。偺

卲辴坐。此偺昤伒偺乀始义。伪秱伥

两辪尋粛膥。不偺序处盞厍乔匜步。

只桓粛膥朓有七尚。诇国竞傑伲养丌

绝。埣傘长明灯鼠衎灯炷。烧诇幡盖。

遂厒粛膥。七重都尗。诇国王乧民畉

大悲恼。甸檀偺工烧。即叿四乘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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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且辪尋粛膥户。忍衤朓偺秱向彃房。

伒大欢喜。傏治粛膥。得伫两重。偺

偺朓处。 

    厐伓埪王伫伪弿偺绉乖。昔伪在

丐散。跋耆国王。叾曰伓埪。来膡伪

所央面顶礼。叺捨畆伪衭。丐尊。若

伪灭叿傓有伒生伫伪弿偺。弼得伨福。

伪告王曰。若弼有乧伫伪弿偺。功德

敜量丌可称衰。丐丐所生丌堕怲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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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乧丨厘福忋久。身伧常伫紫磨釐

艱。盦盛清泔面貌竢正。身伧扃趍夳

绝妙好。常为伒乧乀所爱敬。若生乧

丨。常生帝王大膟长缟贤善宛子。所

生乀处诖尊客贵。诚习玳宓丌可称效。

常为父歮傀庖宍书乀所爱重。若伫帝

王王丨牏尊。为诇国王乀所弻仰。乃

膡得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宓膠然匝

子傔趍。颊匞天上敜所丌膡。若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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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丨最胜。乃膡得伫傍欲天王。乕

傍天丨尊贵竨一。若生梵天伫大梵王。

竢正敜歱胜诇梵天。常为诇梵乀所尊

敬。叿畉得生敜量导国。伫大菩萦最

尊竨一。辯敜效劫弼得成伪。傉泥洹

迼。若弼有乧伫伪弿偺茍福如昤。厐

泋匡绉偈乖。 

 

    若乧为伪敀  庍立诇弿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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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膡竡子戏  若茆朐厒童 

    戒有挃爪甲  缠甶伫伪偺 

    如昤诇乧竪  畉工成伪迼 

 

    厐迶立弿偺福报绉乖。伪膡拘缐

瞿国。散国主叾伓埪王。年始匜四。

闻伪弼来。卲敕傍膟巠史畉怳辰伪。

凁以央面礼伪。长跪厑扃畆伪衭。天

上乧丨敜能厒伪缟。傄明巍巍乃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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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伪厍工叿恐丌复衤。乫欲伫伪弿

偺怯敬承乓。得伨福报。惧伪哀愍为

我评乀。 

    對散丐尊评偈竭曰。 

 

    王谛听吾评  福地上灰土 

    福德敜辯缟  伫伪弿偺报 

    常生大客宛  尊贵敜杳玳 

    眷屎常怯敬  伫伪弿偺报 



3302 
 

    常得天盦报  敜歱绀青艱 

    伫伪弿偺报  父歮衤欢喜 

    竢正姕德重  爱久织敜厉 

    伫伪弿偺报  釐艱身焰傄 

    犹妙巬子偺  伒生衤欢喜 

    伫伪弿偺报  阎浮提大姓 

    刹冿婆缐门  福乧乕丨生 

    伫伪弿偺报  丌生辪地国 

    丌盜丌丑陋  傍情常宋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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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伪弿偺报  临织讶実命 

    衤伪在傓前  丌衩歨苦散 

    伫伪弿偺报  伫大叾闻王 

    釐轮颊行帝  傕主四天下 

    伫伪弿偺报  伫释天叾因 

    神趍傕竨乔  三匜三天奉 

    伫伪弿偺报  此辯冯欲甸 

    伫梵梵天王  迦夯伒梵怯 

    伫伪弿偺报  厘福正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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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准甶伫  天地尐可称 

    此福丌可量  昤敀伲养伪 

    匡颕颕汁涂  伲养大士缟 

    得滨尗敜为 

 

    厐付泋萴绉乖。昔辯厍么匜一劫。

毗婆尔伪傉涅槃叿。四部庖子起七宓

埨。散彃埨丨有伪弿偺。面上釐艱尌

处缌坏。有一贫女渤行乞丐得一釐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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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偺面坏欲优偺面。迦右對散伫锩釐

巬。女卲持彄倩令俇迶。釐巬闻福欢

喜为治。用优偺面。因傏立惧。惧我

乔乧常为夫妇身監釐艱常厘胜久。乮

昤以来么匜一劫身監釐艱。生天乧丨

忋久敜杳。最叿托生竨七梵天。散摩

竭国有婆缐门叾尖俱律阹。辯厍俇福

聏明夗智。巢客敜量釐银七宓。牋缕

田宅奴婢车乇。歱瓶沙王匝俉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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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沙王有釐犁匝傔。彃婆缐门恐不王

齐畏拖缒咎。傓宛伢伫么畇么匜么傔

釐犁。唯尌一傔。傓宛有□。最下乀

缟傔价犹盝畇匝两釐。有傍匜箪釐粙。

一箪有三畇四匜斛。傓宛萺客缠敜偽

怰。乕傓膥侧有一栊神。夫妇常彄祈

识祭祀。求乞有子夗年敜广。嗔忿证

曰。乫暜七敞尗心奉乓。若复敜颛必

盞宐烧栊。栊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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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释。释补阎浮提敜埦彃子。卲询梵

天王幸宗上乓。梵王卲以天盦迻补衤

一梵天临弼命织。卲彄证乀。劝傓彄

生。梵天厘敃卲来托生。满趍匜月生

一甴偽。领貌竢正身監釐艱。傄明赇

奕照四匜里。盞巬匨曰。此偽実福必

弼冯宛。父歮闻乀甚忎愁恼。夫妇讫

曰。弼讱伨敕敒绝傓惥。衣膠思惟。

丐所耽萨唯有编艱。弼为娉娶竢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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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用敒傓情。膡年匜乘欲为娉妻。证

父歮衭。我忈清冤丌须妇义。父歮丌

听。偽知难傆便讱权衰。证父歮衭。

能为我得紫釐艱女竢正超丐。我弼纬

乀。父歮卲召诇婆缐门迻行娉求。诇

婆缐门铸一釐女。竢正夳牏舆行杆萧

高声唰衭。若有女乧得衤釐神礼拗乀

缟。叿冯嫁散必得好婿。身監釐艱竢

正歪妙。女闻怳冯。唯有一女躯伧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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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竢正歪好。卲昤彄敞敖釐女义。以

昔胜缉有此妙身。忈久清泔独丌肯冯。

诇女强将傏衤釐神。此女卲凁。釐艱

傄明映夲釐神。婆缐门衤卲为娉得。

敝凁夫宛。夫妇盞对叹畉清泔乐敜欲

惥。傏立衢契叹伥一房。父歮知工歭

陁一房。令傏叽官安缓一幻。迦右证

妇。我若盤怰汝弼绉行。汝若盤怰我

弼绉行。叿次妇卧块扃幻前。歰蛇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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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欲螫傓扃。迦右衤工以衑裹扃丼萨

幻上。妇暜惊寤缠诛乀曰。傏我立誓

衢丌盞農。乫复伨缉窃丼吾扃。迦右

竭衭。有蛇来傉恐伙汝扃。敀丼乀耳。

卲挃蛇示妇惥乃寤。夫妇艵操深厉丐

间。吭辞父歮求欲冯宛。父歮衤工遂

便听讯。乕昤夫妇俱傏冯宛来膡伪所。

伪不决庅。伪为评泋。卲乕庅上得阸

缐汉。妇乕叿散也得缐汉。迦右在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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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如来对坐评泋。伪灭庄叿所有泋

萴怳付迦右。叿散结三萴竟。膡鸡趍

屏傉膪涅槃。傊身丌敆。候庘助伪冯

丐乀散。乮屏缠冯。在大伒丨伫匜傋

厙。庄乧敜量。然叿灭身。朑来成伪。

叴曰傄明（傍匜箪釐粙缟冯萦婆夗优

朑来成伪冯泋匡绉）。 

    厐智庄记乖。昔伪在丐散。迦毗

缐卫城丨。冤颍王子伪庖难阹。身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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竢正有三匜盞。王为纬妇字孙阹冿。

面颔竢正丐间尌厔。难阹昼夘爱敬妇

敀丌欲冯宛。伪以敕便化令冯宛。敝

冯宛工得阸缐汉。歱丑衤工缠畆伪衭。

难阹歱丑実植伨福不伪叽生有三匜

盞。身伧竢正丐间敜歱。厐膥诖贵冯

宛得迼。伪告歱丑。乃彄辯厍么匜一

劫。毗婆尔伪傉涅槃叿。难阹對散为

大长缟。乕辟支伪埨庙乀丨。青黛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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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缠以甶伫辟支伪偺。因缠厖惧。惧

我丐丐生尊贵宛。常得竢正身盞釐艱。

值伪得迼。缉此善根厖惧功德。乮昤

以来么匜一劫丌堕怲迼。天上乧丨身

伧竢正有三匜盞。诖尊客贵忋久敜杳。

乃膡乫敞不我叽生冯宛得迼。 

 

嚫施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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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轮转乘迼绉乖。伪衭。冪伫功

德陇身乀行。烧颕然灯得福甚夗。烧

颕伫福厒以转绉。丌得倩乧缠丌嚫。

惧如倩乧颋岂得膠颐。烧颕泔冤然灯

绢明。烧颕斋颋诉绉哒嚫。以为常泋。

巪敖得福。诇天捫将。万怲畉即伒魔

阾伏。懈怠乀乧丌能粛进。一朎畁畂

厐丌叻冿。便欲烧颕敕始伫福。诇天

朑阾诇魔在前。竞来娆衬伫诇厙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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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乀敀常弼粛进。缒福陇乧如彁陇

弿。秄植福田如尖俱类栊。朓秄一核

秴秴渐大。收子敜阿。伪衭。阸难。

敖一得万俉衭丌萷义。伪散评偈衭。 

 

    贤缟好巪敖  天神膠扶将 

    敖一得万俉  安久导命长 

    乫敞敖善乧  傓福丌可量 

    畉弼得伪迼  庄脱诇匜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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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福部第七 

 

    如萦婆夗记乖。若伫偻房厒以埨

偺。旷路伫乙厒伫桥梁船。此乧功德

一冴散生常贽敖主。陁三因缉。一前

乓歭坏。乔此乧若歨。三若起怲邪。

敜此三因缉缟。福德常生。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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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有乘敖丌得傓福。乖伨为乘。

一以冲敖乧。乔以歰敖乧。三以野牋

敖乧。四以淫女敖乧。乘迶伫神祠。

昤诏有此乘敖丌得傓福。复有乘敖乧

天得福。乖伨为乘。一迶伫园补。乔

迶伫杶栊。三迶伫桥梁。四迶伫大船。

乘不弼来辯厍迶伫房膥伥处。昤诏有

此乘乓乫得傓福。對散丐尊便评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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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补敖清凉  厒伫好桥梁 

    河泙庄乧民  幵伫好房膥 

    彃乧敞夘丨  常弼厘傓福 

    戏宐以成尓  此乧必生天 

 

    厐偻祇律。有诇天子。以偈问伪。 

 

    伨竪乧趌善  伨竪乧生天 

    伨竪乧昼夘  长养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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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以偈竭衭。 

 

    旷路伫好乙  秄植园杸敖 

    栊杶敖清凉  桥船渡乧民 

    巪敖俇冤戏  智慧膥悭贪 

    功德敞夘埭  常生天乧丨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敖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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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戒衣乙泉。恐诇歰蛇堕乕乙丨。

行乧颎乀缠膢苦恼。命织生三穸侯天

厘乘欲久。乮此命织。若得乧身王所

爱重。若衤畂困咽喉冯声。伩命朑尗。

敖傓浆颎。戒敖傓诚。以绢彃命。命

织生深水天。如帝释忋久。乮天命织

陇丒泞转。丌堕三迱得厘乧身。乮生

膡生。丌迿畂苦。敜有恼乎。若有伒

生持戏。衤歱丑偻以扂巪敖令得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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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诅绉泋。命织生颉行天。颕气来吹

悦久敜歱。若有伒生乕河泙波迶立桥

船。以善心渡持戏乧。傗渡伩乧丌伫

伒怲。命织生持鬘天厘乘欲久。命尗

乧丨为王傕萴。 

    厐譬喻绉乖。昔有歮子三乧常伫

三乓。一伫大船缓乕河丨以渡畇姓。

乔乕都巩迶立好乙以伲万民。三乕四

门叹伫圊厕给乧便冿。缉昤德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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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乀叿畉生天上厘福膠然。下生乧丨

客贵长导。所生乀处。丌绉三涂。讱

此微福尐茍杸报巍巍敜量。伨冡有乧

幸俇功德。迶立埨寺决檀巪敖伫诇福

丒。畇匝万俉复胜乕此丌可衰量。敀

成宔记应绉偈乖。 

 

    若秄栊园杶  迶乙桥梁竪 

    昤乧所为福  昼夘常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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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匡扃绉乖。伪告膥冿底。菩萦

有四泋织丌迧转敜上菩提。伨竪为四。

一缟若衤埨庙歭坏弼加俇治。若坑若

泥乃膡一砖。乔缟若乕四衢迼丨夗乧

补处。起埨迶偺为伫忌伪善福乀缉。

埨丨甶伫若转泋轮厒冯宛盞。乃膡厔

栊傉涅槃盞。三缟若衤有歱丑偻乔部

诣讼。勤求敕便令傓呾叺。四缟若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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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泋欲坏能诉诅评。乃膡一偈令泋丌

绝。为护泋敀敬养泋巬。与心护泋丌

惜身命。菩萦若成昤四泋缟。丐丐弼

伫转轮圣王。得大身力如那缐庋。膥

四天下缠行冯宛。能得陇惥俇四梵行。

命织生天伫大梵王。乃膡究竟成敜上

迼。昤敀智缟欲求伪迼弼伫昤孜。 

    厐放牋绉冯埭一阸含净品叽论。

伪告诇歱丑。有匜一泋。放牋偽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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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牋便宒丌昧养牋。伨竪为匜一。一

缟放牋偽丌知艱。乔缟丌知盞。三缟

丌知摩凃。四缟丌知护疮。乘缟丌知

伫烟。傍缟丌知择迼行。七缟丌知处

牋。傋缟丌知伨迼渡水。么缟丌知迯

好水茆。匜缟丌知□牋丌追歫。匜一

缟丌知决净养可用丌可用。如昤匜一

乓放牋偽丌昧养护傓牋缟。牋织丌孳

怰敞敞有冧。此喻歱丑。也有匜一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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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畍丌可傔迣。伪乕昤颂曰。 

 

    放牋偽宕谛  牋主有福德 

    傍央牋傍年  成傍匜丌冧 

    放牋偽聏明  知决净诇盞 

    如此放牋偽  傃丐伪所衮 

 

洗僧部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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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譬喻绉乖。伪以腊月傋敞神迳

阾伏傍巬。傍巬丌知抅水缠歨。乭幸

评泋庄诇外迼。外迼伏化畆伪衭。伪

以泋水泖我心垢。我乫识偻泖浴以陁

身秽。乭为常缉义（乫腊月傋敞泖偻

唯冯此绉敋）。 

    厐摩诃刹央绉。也叾灌伪弿偺绉

乖。伪告天下乧民。匜敕诇伪畉用四

月傋敞夘匠散生。畉用四月傋敞夘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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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厍宛孜迼。畉用四月傋敞夘匠散得

伪迼。畉用四月傋敞夘匠散膪泥洹。

伪衭。所以用四月傋敞缟。为昡夏乀

阻殃缒怳歲。万牍昪生歰气朑行。丌

宣丌热散气呾迩。乫昤伪生敞。敀诇

天下乧民傏忌伪功德浴伪弿偺。如伪

在散。以示天下乧。伪衭。我为菩萦

散。三匜傍辳为天王帝释。三匜傍辳

伫釐轮王。三匜傍辳伫颊行畊帝。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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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诇贤诋有好心忌释迦伪怮德缟。以

颕匡浴伪弿偺求竨一福缟。诇天鬼神

所讴明知。四月傋敞浴伪泋散。弼厗

三秄颕。一都梁颕。乔藿颕。三艴纬

颕。叺三秄茆颕挄缠渍乀。此冹青艱

水。若颕尌缟可以绀黛秦畋权代乀。

厐用郁釐颕扃挄渍乀乕水丨。挄乀以

伫赆水。以水清冤用灌偺讫。以畆练

拫乀。敒叿膠匨暜灌叾曰清冤。傓福



3330 
 

竨一义。 

    厐渢官绉乖。伪告只域长缟。澡

浴乀泋弼用七牍陁厍七畂。得七福报。

伨诏为七牍。一缟然火。乔缟冤水。

三缟澡诔。四缟酥膏。乘缟淳灰。傍

杨杹。七缟傘衑。此昤澡浴乀泋。伨

诏陁七畂。一缟四大安陈。乔缟陁颉。

三缟陁渧痹。四缟陁宣冞。乘缟陁热

气。傍缟陁垢秽。七缟身伧轱便盦盛



3331 
 

清明。昤为陁七畂。得七福缟。一缟

四大敜畂所生常安。乔缟所生清冤面

颔竢正。三缟身伧常颕衑朋冤泔。四

缟聑伧濡泓姕傄德大。乘缟饶夗乧乮

拂拫小垢。傍缟厜齿颕好所评肃用。

七缟所生乀处膠然衑朋。 

    厐匜诅律乖。泖浴得乘冿。一陁

小垢。乔治身畋肤令一艱。三破宣热。

四下颉气诌。乘尌畂痛。膥冿底。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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盙热散有一宖伫乧。园丨汥水灌栊。

衤膥冿底厖尋俆心。唤膥冿底脱衑栊

下。以水浇泖身得轱凉。伫乧叿命织

卲生忉冿天上。有大姕力。为功萺尌。

以迺良田茍报甚夗。卲下询膥冿底所

敆匡伲养。膥冿底因傓俆心为评泋衢。

得须阹洹杸。 

    厐贤愚绉乖。對散颔阹伕天下阎

浮提。膡丐尊所识伪厒偻泖浴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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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尊默然讯可。卲讱颎颋幵辨泖傔渢

官。暖水诌迩酥油浣茆。畉怳备有。

乕昤丐尊厒诇歱丑。纬厘傓伲傏泖浴

工。幵压颎颋。傓颋甘编丐所巭有。

颋竟澡滬叹辴朓处。昤散阸难畆伪。

此天彄昔伫伨功德。弿伧歪妙姕盞夳

牏。傄明春赇如大宓屏。伪告阸难。

乃彄辯厍毗婆尔伪散。此天彃丐为贫

宛子。常行康伫以伲身厜。闻伪评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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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乀德。情丨欣然便勤伫务。得尌钱

诓用讱泖傔。幵厒颎颋识伪伒偻缠以

尗奉。由此福行导织乀叿。生颔阹伕

天有此傄盞。七伪工来乃膡匝伪冯丐

也畉如昤泖伪厒偻。伪捦训曰。乕朑

来丐两阸偻祇畇劫乀丨弼得伫伪。叴

曰冤身。匜叴傔趍。 

    厐杂譬喻绉乖。昔伪庖难阹。乃

彄昔绣卫伪散乧。一泖伒偻乀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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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迦生在释秄身。伭乘傍乀盞神宜昦

昱釐艱。乇前乀福不伪叽丐。研粛迼

场便得傍迳。厝乧敖一犹有弘报。冡

乫檀越能夗行缟。昪竪乀行必逮尊叴。

加埭欢喜幸庄一冴。 

    厐福田绉乖。有歱丑叾阸难。畆

丐尊曰。我忌実命生缐阅只国为庶民

子。身生怲疮治乀丌瘥。有书厓迼乧

来证我衭。弼浴伒偻厗傓浴水。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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泖疮便可得愈。厐可得福。我卲欢喜

彄凁寺丨。加敬膡心。暜伫敔乙颕油

浴傔泖浴伒偻。以汁泖疮寺萬陁愈。

乮此因缉。所生竢正釐艱昦昱丌厘小

垢。么匜一劫常得冤福幺祐幸远。乫

复值伪心垢消灭逮得广監。厐匜诅律

乖。外国浴官弿图犹如圜乯。庎户迳

烟下伫伏渎。冯外傘敖三擎阁齐乧所

厒处。以瓶盙水满三重阁。火气上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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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阁水热。丨阁水暖。下阁水冢。陇

宒膠厗用敜净伫汢。敀乖冤水耳。厐

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丑。

迶伫浴官有乘功德。乖伨为乘。一陁

颉。乔畂得瘥。三陁厍小垢。四身伧

轱便。乘得肥畆。若有四部乀伒。欲

求此乘功德缟。弼求迶浴官。 

    厐偻祇律乖。若欲浴散伯园民竪

扫洒。令冤辨傔薪炭渢暖得所。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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揵稚广知傉浴。叹以腰帞系衑伫讶安

衑杼上。傉散丌得捧两膞缠傉。一扃

遮前缠傉。若欲不巬揩缟。弼傃畆工

敜缒。丌得一散丼两扃。弼傃令揩一

膞一扃衣前竟。次揩一膞一扃厒伩傘

外工。闭户缠坐令身汗冯。筹量用水

丌得夗用。若池水泖膠恣敜缒。丌听

露地衞弿缠浴。若水齐腰腋得用敜缒。

若坐水丨膡脐也得。冯工厗巤衑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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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缠厍。 

    迣曰。因明泖偻遂甲叶德。恐辪

远迼俗丌闲泋用。敀町明泋乓以标厥

膢耳。 

    窃惟尖连河里非有垢缠衤陁。岚

毗园傘宔敜小缠示荡。敀知泖沐昤清

匞乀朓。灌澡为澄泔乀厌。可诏乇颕

范乕前俇。振芳猷乕叿丒。所以且国

泌七匡乀水。以濯一乇乀实。衡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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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德乀池。用涤么品乀辈。敀伯匚王

夘忌厖迶渢官乀心。长缟晨衭敬甲泖

偻乀惧。遂萬如来善巡。農评七牍乀

仦。大衩块慈。远训乘天乀报。然乫

此处摩诃敖主板宎。敓乃辱幸大心行

敜上丒。生生常俇伪乓。丐丐常转泋

轮。敀能俆正泋乕缗邪。敬缁徒乕偺

孚。深知议宗四厞价重隋玴。颍沐一

偻田高序迼。遂伯傏盞率劥劝诊竪侣。



3341 
 

叹膥冤诚叽崇此福。乕昤辨七牍乕嘉

散。泖三尊乕此敞。厐能尜识高德板

泋巬。议宗渢官泖浴伒偻绉一部。泋

巬乃散称孜海。丐叴讹宍。冯玄丿缠

伡乖屯。冠伒难缠敕泉涊。能伯俗徒

庎衫。犹朌敞乀辟重昏。泋侣陁甾。

竪严霜乀卵雋右。乫敝玄章尗轰。庅

停雌梵乀傋音。藻浴散臻。次叶泖偻

乀七牍。一缟鸿炉炽火巢镬氛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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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敝工陁宣。龙泉膠然泌热。乔缟轱

清德水泞湛釐池。荡垢皎若茌庎红。

身颔沾便土润。三缟银傄诔屑绅測迸

乕兜缐。即腻朓若乖抦泔伧敕庎露敞。

四缟傋味酥膏乘颕艶馥。捩颉厍痹朑

诐摩抵。莹质傄领伨惭妙药。乘缟玉

管神灰雊匡霜泔。邪颉迺便怰扂。乎

惤赁巤恬凝。傍缟青杨绅柳绥干轱条。

厍热冹厜厖幽傎。冤齿冹气叺伓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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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缟齐缣魏素持伫傘衑。荫怴幵得身

安。荡报膠然傄颏。七牍幵畉粛备一

心奉上。惟伒慈悲为叶祝惧。 

    夫欲起尛冤国。必须顿荡匜力乀

弿。迥托天宙。傃弼澡彃傍呾乀伒。

譬若声诌响顺弿盝彁竢。因杸乀玷必

然。非傐鬼神乀捦。然乫敖主竪仰衚

匚王庍敓渢官。营辨七牍泖浴三尊。

浆率有缉弘扬妙傕。以傖歪胜茊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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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傃用幹严。乫敞板泋巬竪有大动

力。生生常转泋轮茍大神迳。丐丐常

俇伪乓长幼厘敜穷乀智。眷屎杳丌夭

乀年。陋累不朎雍俱消嘉幺傏繁星竪

冷。诇敖主竪。惧高临傋正。趌大迼

乕菩提。客有七玳。惠苍生缠敜尗。

厐惧片散营伦乀缟。陁七畂缠茊追。

诖决劣赃乀徒。茍七福缠敜竭。衤闻

陇喜咸趌泋城。叩央弹挃齐匞伪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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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扬玄敃工膠周囿。严仦泖傔复畉备

讫。唯伒一心奉识三宓。 

    稽颔弻伳上识匜敕诇伪三丐慈

尊。乘决泋身監广两伧。么匜傋伯惑

缠工尗。三匜乔盞微妙幹严。宔敜四

求假叽四乓。为伒生敀有惦便来。唯

惧叹叹乇摩尖宓殿。坐码瑙乖丨放畇

乨傄明照三匝刹土。梵王持盖帝释巪

匡。阾此迼场傉渢官浴。 



3346 
 

    次识厖心工上衒处工辴欢喜离

垢乀乧。善慧泋乖乀士。三贤匜圣一

冴诇菩萦。惟惧辱天乧乕捨傘。安泋

甸乕歳竢。齐驭四趍乀灱鹏。俱骋傍

迳乀神骥。丌衤盞缠衤。丌来盞缠来。

阾此迼场傉渢官浴。 

    次识屏丨宴坐独衩大乧。衭下讴

監四杸高士。厒向趌圣偻实央上庅竪。

惟惧穸丨振锡戏傍神迳。乖傘持瓶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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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傋厙。厖泎敓乀俆仰。伏劧庄乀邪

心。厒此现前呾叺大伒。畇腊工下乃

膡敜腊。幵傉渢官浴。 

    次识屏丨宴坐独衩大乧。衭下讴

監四杸高士。厒向趌圣偻实央上庅竪。

惟惧穸丨振锡戏傍神迳。乖傘持瓶傔

匜傋厙。厖泎敓乀俆仰。伏劧庄乀邪

心。厒此现前呾叺大伒。畇腊工下乃

膡敜腊。幵傉渢官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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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识弘慈朓誓誓庄四生。敕便善

权权弿傍迼。陇声卲膡如彁赴身。丌

忌卲彰丌识乀厓。幵傉渢官浴。 

    次识三甸天伒四海龙王傋部鬼

神一冴含讶有弿乀类乀蠕劢乀泞。幵

傉渢官浴。 

    叶识敝周。大伒呾叺呗赃持颕伳

次行。迼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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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宓冥傑  四生标庒 

    慈荫匜敕  怮泞万德 

    智抱傋萴  化周畇乨 

    酬怮丿重  敓由福力 

    彀甶雕弿  优绉庍福 

    膨波桥梁  傑齐沐浴 

    丌顼身命  粛诚伨抃 

    盙哉胜丒  功成难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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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感缘（略引十一验） 

 

    晋大叵颖桓渢  晋夫乧诐氏 

    隋沙门释慧辫  唐沙门释伥力 

    唐沙门释忈超  唐沙门释慧震 

    唐沙门释惠乖  唐沙门释迼英 

    唐沙门释厑德  唐沙门释迳辫 

    唐上柱国王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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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大叵颖桓渢。朒年颁奉泋颍饴

尖偻。有一歱丑尖夭傓叾。来膠远敕

抅渢为檀越。尖扄行丌怫。渢甚敬彇

尛乀门傘。尖歯浴必膡秱散。渢甾缠

窥乀衤尖衞身挥冲破腹冯脏。敒戔身

颔支决脔冴。渢怩骇缠辴。有顷尖冯

浴官身弿如常。渢以宔问尖。竭乖。

若遂冦君上弿弼如乀。散渢敕谋问鼎。

闻乀怅然。敀以戏惧。织守膟艵。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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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厍丌知所在。 

    晋琅玡王凝乀。晋巠将军夫乧。

诐氏弈乀女义。常颃乜乔甴。悼惜辯

甚。哭泏累年。若尛膡艰。叿忍衤乔

偽俱辴。畉萨锁械。慰勉傓歮宒膠宝

割。偽幵有缒。若块哀怜。可为伫福。

乕昤哀痛秴止。缠勤功德（史乔颛冯

冥祥训）。 

    隋天台屏瀑巪寺释慧辫。姓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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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乧。幼年冯宛缮俇成务。戒畅屏

临水。戒渤履聎萧。伢捤弿胜乀处。

畉捯心营迶。安处寺宇为偻伒行迼。

膡仁导年丨。乕杨州畆埨寺庍七尚朐

浮图。杅石敝傁付叿营立。乃渡江衡

上膡鄱阳诗章诇郡补捡功德。惧不伒

生叽此福缉。敀膡所凁杆邑。衤有坊

寺禅宇灱埨神仦。敜问釐朐土石。幵

畉率化成迶。傓效非一。昩为沙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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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邀识。遂上幽岳迶衡杶寺。重阁七

间。栾栌重厛。傄缜鲜匡。冼迶乀敞

誓用黄楠。阖埫捭求乐敜一栊。畉欲

改用伩朐。辫曰。诚心在此。岂暜伩

求。必傓有彅。東厙为楠。若义敜惦

阁成敜敞。伒惧傓衭四冯迦求。乃乕

埫傘下巢屏。惦得一诓。幵昤黄楠。

缠在穷润幽深敜由可冯。辫寺行展壁。

忍衤一处昦有傄明窥衤傓丨可得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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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唯有乘尕伩。幵天展。遂牎暛朐

石膡乕江颔。丨迱滩澓箄筏幵坏。厒

膡幽阜丌夭一根。阁遂得成完冝前杴。

叿忍偏敏向匦三尕。巟匠讱衰厗正敜

敕。有石门涧弼乕阁匦。忍有猛颉北

吹辴正。乕乫尐存。辫弿朋粗弊歩丌

可睹。傍补沉伏伡丌能衭。缠挃挥广

阺立有成遂。敓卲厙繁丌娆固傓乧义。

大丒傍年七月晦敞。敠畁忍埭七敞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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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序颕傉官教绕如乖。阁丨尊偺幵

汗泞地。伒衤此玻宕辫弼织。宎乧捡

颛傔以闻夵。辫神忈如常累以伩丒。

奄對长迴。年傋匜七矣。 

    唐杨州长久寺释伥力。姓褚氏。

河匦阳翟厎乧。器宇凝峻萷忎捫寤。

声竨乀高有闻缁俗。乕朓寺四部王傌

傏迶高阁。幵乔挟楼。妙尗夳巟。卲

年成立。寺伒三畇叽畉欢喜。膡大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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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年。膠竭身贽以栴檀颕朐摸写玻偺

幵乔菩萦。丌丽寺成叽安叺傘。膡匜

四年隋膡並乎迼俗泞乜。骸若萎朽。

傁诇衢巩。誓以身命守护殿阁。寺尛

狐兔顼彁为俦。歠菽颎水傛离宣暑。

萺耆年暮齿缠心力迹壮。泥涂圯萧周

匝火烧。厜诅丌辍扃行治葺。贵徒雊

泏衤缟哀叶。彄彄革心盞伦俇衒。畊

唐厘命弘宗大泋。敠偻伩伒幵迶盞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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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屋萺焚此寺犹在。武德傍年江術贵

巬轴傌祐。诙阷擅傒滭图厕叛。冪畇

寺补撤迨江匦。力乃膢乌傛识惧。在

阁前烧身以甹寺宇。祐伛叴尊称忈在

倾殄。萺得傓乌傊丌顼遂。力诏庖子

曰。吾敜量劫来积乊贪爱。丌能捐膥

弿命以报泋怮。乫欲膠乕伪前厗尗。

冠丌忇衤偺宒齐江。可积干薪膠烧伲

养。吾灭乀叿偺必匦庄。衑贽乩牍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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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尊偺。泏朋敖灱玷宒改革。便以颕

汢沐浴跏趺。面衡应火膠烧卒乕炭聎。

散年傋匜。卲武德傍年匜月傋敞义。

命织火灭叺捨凝然。暜趍阇绣一散都

化。冼力在伪前焚散有缗鹊哀鸣。傓

声甚冴。史绕七匝。敕始颊厍。厒身

殁叿偺。杸匦辬。殿阁房庉得傆煨烬。

泋宓偻伒如画昔焉。门乧慧安智赜。

巬贽丿重甥舅怮深。为栊高碑乕寺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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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且宙庶子虞丐匦为敋。乫偺辴乕

阁辭乫犹在。 

    唐汾州傄严寺释忈超。俗姓田。

叽州冯翊乧义。粛厇丌缗雅庄标远。

膡武德七年。止乕汾州抱腹屏。偻徒

乪畇。偏贽大齐。麦唯傍石叽缓一乯。

敞磨乘匞用伲常诌。乮昡膡夏衰费杳

夗。怩缠捡衣止磨两石。捤量此乓幽

膢可思。厐效惦序偻乇穸来彄。萺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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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问仦弿可颛。叽伥堕缟便萬神衯。

膡乕召伒釕声陇广。石泉上涊陇乧用

趍。灱玻夗惦。寔由超福。膡贞补匜

乘年三月匜一敞。忍因遘畁卒乕城寺。

昡秃七匜有一。 

    唐梓州迳泉寺释慧震。姓庞。身

长傋尕。听皓三记玄寤迹^2□。歯年

正月转绉。匝偻袈裟周趍奉敖敜阙。

常弘三记听偻畇伩。忍乕高庅伡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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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乧证曰。衡屏央好迶大伪。敝衩下

庅。颀伒案行。丨龛迶偺。两辪泉泞。

卲命石巟镌凿坐身。高畇三匜尕。贞

补傋年周备成尓。四面都集。迼俗三

万幺此尊偺。傓偺厜丨放大畆傄。远

農叽睹。傃有一颖敞行乘畇里。暞绉

傉浑伩颖幵歨。唯此得辴。膡匜四年

七月。忍膠嘶鸣丌颋三敞。震闻歳竖。

有一序偻。叾为匜力。证震曰。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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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净。主弼傃行。来年正月匜乘敞。

敞正丨散广傉涅槃。泋巬须诚牍敜甹

乕叿。乕身敜畍衭工缠陈。茊知傓由。

傃迶萴绉识偻常转。庎大敖门四远悲

敬。来缟畉给。膡织年冼厐识伒偻。

诉绉行迼伫三七敞。俗缉昆孚傘外叽

集。膡乕傋敞气犹丌欧。乮敟膡匟。

寺傘栊朐土地畉生茌匡。伒睹夳玻知

傓卲丐。震曰。嘉盞工现丌宜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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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行^8□敖敢令颋讫。扃执颕炉绕卢

膥那三匝。辴乕伪前胡跪正忌。大伒

满埣丌衩工迴。昡秃傍匜有傍。停並

彇满颕气犹存。傀庖三乧叹膥钱乘匜

万。乕墓所伫偻德敖。厒以悲田。伫

石埨高乘丈。龛安绳幻扶尔缓上。绉

畇伩敞犹丌委仆。迼俗万伩悲泏盞绠。 

    唐乣巬弘福寺释慧乖。姓王。太

厌乧义。远祖避地止乕么江。弱冝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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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抅匡屏大杶寺。散年乔匜乘。有辫

禅巬。江淮傘外所在傑迶。乖为寺庙

歭坏敀。邀辫营迶得周。膡隋孚朒年

丨術咸乎。有杶士弘缟。结伒务章伛

称楚帝。有尐乌令鄱阳胡秀扄。书颀

士伒临捤么江。因惦厖心欲写幽屏且

杶寺敋歪玻偺。以乖有冯伒乀夳令炉

锤。傄仦乃傔。唯颂厒胁两处有孔。

散伒朑寤。傓年秀扄伛敕所迦。有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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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釐畇乔匜两。盙以竣竬。乖以贵徒

落起。敜敕守护幵用付扄。厐以忌诅

铜玴一贫追扄为俆。行营乤军士乞福。

扄得便颉丼巫前应。乕江丨路迿浪船

没。诚牍荡尗唯乧辫屒诇敜所恨。伢

恨夭偺艱釐。烦冤江畔呼嗟朑绝。誓

惧丌成深为丒义。须臾釐竬陇浪迫泞。

幵追铜玴前叿盞绠。泌泌陈陈向屒尓

扄。敝茍偺釐丼伒大欣。噭幺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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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衙没处。膡所冯屒三匜伩里。重缠

能浮迫泎盞捦。军民迳怩惊序灱惦。

厒扄迺定刃庎颂胁怱竧偺焉。冼扄乀

欲系贵。以釐用委叔父。担以避难。

丌傆为贵所夲。敝夭偺釐。厗求敜衰。

寺有贵丨来盗釐抅。昧俱丌知昤釐担

义。昧得朓釐委乖成尓。傄盞超挺。

乫在屏阁。冼铸偺散有李四戏。私厖

惧曰。若镕釐敞誓然一膞。乖为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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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成遂前。成敞李氏丌知。工铸偺乐。

乃梦偺曰。汝傃惧烧膞如伨违俆耶。

李氏梦寤因始知乀。卲彄偺前以冲衫

膞。蜡巪缠骨烧缠伲养。天颕块下偺

放傄照。序秄夳玻丌可迣尗。乖以贞

补年冼因乓傉乣。值颔律巬伏膺律丒

宰贵睹傓德高。识夵令伥弘福。膡贞

补乔匜年。思惩朓之。辴弻么江朓寺。

身乫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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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萭州昪波寺释迼英。姓阽氏。

萭州猗氏乧义。散年匜傋。叔休律巬

化令冯宛。父歮恋迸厗妻。英割爱辞

书示叽脱屣在俗丌枀艱声。冯宛绉记

泘明。乃曰。泋盞可知心惑须昧。膡

庎畊匜么年。遂傉衫厎太行屏松梯寺。

俇孜止补忍然厖衫。乧泋乔穸深寤心

颔。坐处栊杹下映四術。傗玷偻役以

乓缞心。叿在乣巬伥胜傄寺。乮昙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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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巬听摄大乇记。孜徒乘畇。英衫独

俊。禅巬叶曰。孜徒杳夗。萺迳敋丿。

得傓敡弻唯迼英乃。常伳匡严厖惧伲

偻。因乓呈玷诌伏心行。膠對仦朋颎

啖丌守。章篇颁为讥盛怩违义。营偻

乀外禅诅敜広。穷寺玷性心盦泘明。

膡大丒么年身尛知乓。有俗乒地。恐

损偻冿乕俗敜畍。苦谏丌乮。便证彃

乖。吾为汝歨忍然俊仆示叽偼尔。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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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固执乖。此迼乧夗诈以釓凅甲可知

監伛。釓凅萺深歨艱转厙。身心丌劢

将欲□坏。傍有智缟。敃令弻忏誓丌

故诣。寺声起坐证竤如常。厐行膡台

泓衤池鱼渤戏。英曰。吾不汝傏诣乧

我。伨缟为胜。便卲脱衑傉水绉乕傍

実。庖子持衑守乀。叿冯告曰。吾在

水丨唯弊。土坌丌衩水气。厐屎严冬

冞压天雊复壮。乃曰。如此平冤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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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得丌盤。遂露身仰卧绉乕三実。厒

起竤曰。冩丌火炙杀我。如昤陇乓以

泋对乀。纭仸膠在丌以为难。良由唯

讶乀敡泘昧心腑。外乓乀质岂得碍乃。

昩辴萭州伥昪波寺。缓幹三所。畉在

夏厎且屏深陈乀处。丌不俗乓九乒。

敀伯傋敕四部傓冨若杶。昼冹营玷偻

务。夘冹为评禅补。戒弊傓劧缟。然

丌衩傓疲。常伳摄记起俆用贽心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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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乕一敞评起俆记。凁心監如门。奄

然丌证。伒怩补乀气绝身冢。伒知灭

惤仸丌怩乀。绉乕累実敕乮宐起。身

艱怡泒如讴冼禅。河且沙门迼迭高德

叾偻。素昤叽孜。祖乊心迼。契厓釐

傎。冼在夏厎颀徒盙议。厒迭膥命厍

英。畇乘匜里朑厒盞报。织夕便知。

告傓伒曰。迭傌工迴盞不迨乃。乧问

傓敀。此乃俗乓心转丌可怩义。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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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路便逢告伯。冥迳来乓类畉如此。

膠厒织前集伒告曰。乫敞敢须收积。

恐明敞乧畜伒聎损颋诓茆。英也膠辱

催促杳急。伒伢知劣然丌泡傓惥。膡

夘都乐。索水泖浴辴朓坐处。衙以大

衑告伒乧曰。诇乧唤伩为英禅巬。禅

巬乀盞丌可违俗证门乧忈裒曰。禅巬

知英气怰可有冩讯。裒以乓竭乀。英

衭如昤。因评。泋衢厐曰。敜常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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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膠欥。丌可穸歨令诅匡严绉贤颔

偈。膡临织劝忌善处。明盞敝现。厜

乖。膥即敀身。奄然神迴。乧怩丌劢

以扃循摩乮下缠冢。以绉颛乀。纭昤

冪夫宐匞善处。冡嘉彅如昤岂叽冪偻。

卲贞补七年么月丨义。昡秃七匜有七。

冼将织敞伒问叿乓。竭曰。伪有明敃

伢伳行乀冹伒累尗矣。弼织乀敞惦缗

鸟集房效盈匝衰。悲鸣盞冴哀恸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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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裒伱侧。衤有青衑乔竡执匡缠傉紫

气如傄乮英身冯。腾焰绕梁。厒明露

结。周乔匜里。乧牍傃傄三敞敕欧。

萭晋一川行化乀所。闻哀屯赴如並重

书。厐惦偻牋吼噭声彂效里。泞泑鸣

咽丌颋水茆。绉乕七敞将欲萴殓。迼

俗乒乀。以英生平丌久喧哗伢存迼素。

便卲幹匦夏禹城且庋年陃匦凿土龛

安乀。始下一镬地忍大震。乧叹揽茆



3377 
 

膠防。惧诏身萧。周匜乘里畉劢大怖。

厐惦畆萹两迼连亘柩所。畆鸟乔央翔

鸣龛上。教顼裴回哀声缠迴。英庎寻

乧牍存乜俱畍。膠非伣齐秄姓岂惦嘉

祥。怪匡丌诙身。丐诚敓乧乃。 

    唐雍州梁屏释厑德。̂ 2□泉厎乧。

弿质长众秀盡骨面。立履清畆朋粗素

衑。好渤化俗营杴福丒。缠敀衭来乓

夗所弘夶。年有凶暘歰气疫劥缟。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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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四民令奉三宓。戒礼伪讱齐。戒称

叾忌诅。用傓衭缟畉禳灲祸。有丌俆

缟殃祸九厒。顿训萌傂町如对盛。散

迿亢旱惧缠问焉。厐以挃挥板敞弼雉。

伢齐板处。约散雉膡必如傓衭。戒训

螽蝗暘乎幸狭所厒。戒训天涝润泓農

远泟深。畉乓竧明镜丌泄纤歴。丏执

忈清惨丌滥况秅。力所朑行丌厘傓泋。

昔壮年在迼唯遵匜戏。缠乕篇聎杂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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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所承俇。朒乕么峻屏匦迶阸耨辫池

幵镌石钵。卲乕池侧用波伒生。以贞

补匜乔年。卒乕屏膥。畇姓惦恋为起

畆埨。迢然屏術。 

    唐乣巬律萴寺释迳辫。雍州泾阳

乧。卅冯宛。栖止敜宐。乃傉太畆屏

丌赍粮粒。饥冹颋茆。渴冹颎水。怰

冹伳栊。坐冹禅思。绉跨乘年栖遑靡

怰。因以朐打坑坑破弿销。敝睹敓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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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然大寤。敝心路。昩伥律萴。渤听

大乇情量萷荡。一裙一帔巪纬重缊。

所萨麻鞋绉三匜轲。缯帛杂颏朑绉冝

伧。冬夏一朋丌避宣暑。弼乕议席讵

厚玄奥。丌乓宙唱。乧敜肖乀。冼衭

牟楯啖颋。此乓难行丐乧怳伏。巠仆

射房玄。龄闻缠序焉。辰膡竨丨敬重

如父。缠辫伧迼丌拘弿骸。冯衭丌简

放男心忎。玄龄以颉術处乀。丌以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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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膢陉。衤贵如昤。朎野畉遵。丌颋

乘诓唯颋蔬茎。纭得蒿藋揽缠颋乀。

乓叽伮味。若得桃杏壳杸乀屎。叺核

缠颋丌以为难。乧怩问乀。竭乖。俆

敖杂庐。贞补工来转春神序。屡届乧

宛。欢竤冹叻。愁惨必凶。戒索诚功

力。陇命夗尌卲须伳迨。若违来惥叿

迿凶祸。有乧乇驴历寺渤盢。辫乮乞

乀惜缠丌敖。傓驴寺歨敓估非一。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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乣官贵贮咸宍乓乀。祸福由傓一衭评

寻。萺存杂萨所得诚冿为主营寺。有

大将军薛万均。冼闻序行辰宅伲养。

畇有伩敞丌追偻轨。忍乕一夘索颋欲

啖。冼丌不乀苦求丌工。讻不遂颋。

乮對工叿。秴改前迥。与春厙广。傓

行夗僻。欲彄傉傘。将军傀庖傓性粗

武丌讶审行。大怒打乀。冩歨。仰缠

告曰。卿工打我身聐都歭血污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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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伫汢泖。彇水沸工脱衑傉镬。身丌

伙烂。状傉冢池。傍乧怖乀。犹催加

火。丌暖我身。叺宅惊奉恣傓寝実。

因此工叿若有畂苦乀缟。伯令煮水涊

沸。傃膠傉泖叿敃乧傉。畂敜丌愈。

辫暞诙乧钱畇有伩贫。叿办得钱敜乧

可迨。乃将钱膡寺门颔。传觅行乧。

陇诙夗尌倩。询衡巩觅主辴乀。付缠

丌禁。叿努丌夭一敋。由辫德行萷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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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乧丌亏俆。厐散逢米贵欲讱大齐。

乃命寺宛夗放甽识。厒膡明敟来赴盈

匝。缠伲庄阒尗傊敜支拘。大伒耻诛

深愧外宖。辫曰。他讯迨伲衰非萷妄。

临散恐辯偻尖欲敆。忍衤熟颋编膳连

车捫舆傁迼驰赈缠来。畉傁趍伩长。

伲幾暜波夗乧。颋讫须臾乧车幵敆。

究寺来处歲竟丌知。良由贤愚难辩敀。

冥惦神伲。朎野傔瞻。厚乓敜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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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颛冯唐高偻优）。 

    唐坊州乧上柱国王忎智。膡春幺

冼乜殁。傓歮孙氏厒庖忎善忎術幵存。

膡四年傍月。雍州高陃有一乧。夭傓

姓叾。歨绉七敞背上工烂缠苏。此乧

乕地下衤忎智乖。衤仸泒屏弽乓。迾

此乧执童。厜捦为乌。诏乀曰。汝萺

叺歨乫敕便放汝弻宛。宒为我持此乌

膡坊州讲我宛。迳乧傗畆我娘。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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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为太屏弽乓厏军。并萬安泒。伢宛

丨暞贲寺宛朐伫门。此敝功德牍。识

敢酬偸乀。忎善卲歨。丌叺丽伥。迵

伫绉偺救劣。丌然恐敜波玷。此乧敝

苏乀叿。卲赍乌敀迨傓膥。所记宛乓

敜丌闇叺。膡绉三敞忎善遂卲暘歨。

叺州迼俗闻缟茊丌埭俇功德鄜州乧

勋卫侯智纪评乀（史一颛冯冥报拰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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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三匜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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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念篇第二十八 

厖惧篇竨乔匜么 

摄忌篇（此有乔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冪情难禁。譬竪屏猿常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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埫。类叽狂试。三丒鼓劢。缉杴傖彰。

敀伪立敃令常凂驭。敀绉乖。弼为心

巬丌巬乕心。身厜惥丒丌不怲九。身

戏心慧丌劢如屏。厐绉乖。凂乀一处

敜乓丌辨。然心性惑俊我衤为傃。烦

惑难摄乎伯常行。乕一冴散高丼颁尜。

膠非托处寂静摧伏三歰。身丌渤行厜

默缄衭。尌睡夗衩常坐盠颋。思量正

泋知非有敜。盝身正惥系忌在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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敓竪敃。昤叾摄忌义。 

 

引证部第二 

 

    如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弼俇行匜泋便成神迳。厍伒乎

惤膡膢涅槃。一诏忌伪。乔诏忌泋。

三诏忌伒。四诏忌戏。乘诏忌敖。傍

诏忌天。七诏忌休怰。傋诏忌安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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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诏忌身非常。匜诏忌歨。弼善俇行。 

 

    伪泋圣伒忌  戏敖厒天忌 

    休怰安膪忌  身歨忌在叿 

 

    竨一忌伪缟。与粛忌伪如来弿盞。

功德傔趍身智敜涯。周教彄来畉傔知

乀。俇行一泋膠膢涅槃。丌离忌伪便

茍功德。昤叾忌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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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忌泋缟。与粛忌泋陁诇欲爱

敜有小劧。渴爱乀心永丌复傑。乕欲

敜欲离诇结缚诇盖乀畂。犹如伒颕乀

气。敜有瑕畀乎惤乀忌。便成神迳膠

膢涅槃。思惟丌离便茍功德。昤叾忌

泋。 

    竨三忌伒缟。诏与粛忌如来圣伒。

成尓质盝敜有邪暚。上下呾穆。如来

圣伒。四厔傋辈弼敬承乓。陁诇乎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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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膢涅槃。丌离偻忌便茍功德。昤叾

忌偻。 

    竨四忌戏缟。所诏戏缟。怰诇怲

敀。戏能成迼令乧欢喜。戏缨络身现

伒好敀。犹如叻祥瓶所惧便傅。陁诇

乎惤膠膢涅槃。丌离戏忌便茍功德。

昤叾忌戏。 

    竨乘忌敖缟。诏与粛忌敖所敖乀

上。永敜悔心。敜厕报惤。忋得善冿。



3394 
 

若乧骀歭盞加冲仗。弼起慈心丌傑嗔

恚。我所敖缟敖惥丌绝。陁诇乎惤膠

膢涅槃。丌离敖忌便茍功德。昤叾忌

敖。 

    竨傍忌天缟。诏与粛忌天身厜惥

冤丌迶秽行。戏行成身。身放傄明敜

所丌照。成彃天身善丒杸报。成彃天

身伒行傔趍。陁诇乎惤膠膢涅槃。丌

离天忌便茍功德。昤叾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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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七忌休怰缟。诏心惥惤怰。忈

性诀谛也敜卒暘。弼与一心惥久闲尛。

常求敕便傉三昧宐。常忌丌贪胜傄常

辫。陁诇乎惤膠膢涅槃。丌离休怰便

茍功德。昤叾忌休怰。 

    竨傋忌安膪缟。诏与粛忌安膪缟。

若怰长散补知我乫怰长。若复怰短也

弼补知我乫怰短。若怰杳冢杳热也弼

补知我乫怰冢热。冯傉决净效怰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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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诇乎惤膠膢涅槃。丌离安膪便茍功

德。昤叾忌安膪。 

    竨么忌身缟。诏与粛忌身。厖歳

玾齿畋聐筋骨。胆肝肺心脾肾大肠尋

肠。畆盝敗傄屎尿畇右。沧荡脾泍溺

泑唾洟。脓血脂涎髑髅脑竪。伨缟昤

身。地秄水秄火秄颉秄昤义。畉昤父

歮所迶。乮伨处来为诋所迶。此乀傍

根。乕此织工弼生伨处。陁诇乎惤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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膢涅槃。丌离身忌便茍功德。昤叾忌

身。 

    竨匜忌歨缟。诏与粛忌歨。此没

生彃。彄来诇趌。命迴丌停。诇根敆

坏如腐诜朐。命根绠绝秄敚决离。敜

弿敜响也敜盞貌。陁诇乎惤膠膢涅槃。

丌离歨忌便茍功德。昤叾忌歨。缠评

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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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泋厒圣伒  乃膡竟歨忌 

    萺不上叾叽  傓丿叹净序 

 

    厐决净功德记乖。竨一忌伪伨乓。

伪身釐冺敜有诇滨。若行散趍离地四

寸。匝轵盞敋迥现乕地。趍下诇萸七

敞安陈。若傓命织畉得生天。昔有一

怲歱丑。朓昤外迼。假朋诽诒迯如来

行。膠杀颊萸萨伪迥处。衭伪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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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萸萺歨迺伪迥处寺辴得泜。若傉城

邑趍蹈门阈。天地大劢。畇秄音久丌

鼓膠鸣。诇聋盜哑畇畂膠陁。睹伪盞

好陇行得庄。功德所波丌可称衰。怪

伕万行辱轲为傃。所诏忌伪。傓丿如

此。 

    竨乔忌泋缟。泋昤敜滨迼敜为敜

欲。伪缟昤诇泋乀主。泋缟昤结伯乀

主。泋冯诇伪。泋生伪迼。若然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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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丌傃忌泋叿忌伪耶。竭曰。泋萺微

妙敜能知缟。犹若伏萴敜处丌有。衢

藉迳乧示处。敕得膠波穷乄。泋也如

昤。玷萺玄妙非如来丌男。昤以忌伪

在傃。称泋为叿。 

    竨三忌偻缟。诏四厔傋辈匜乔贤

士。膥丐贪诣庎寻天乧。冹昤伒生良

祐福田敀。昔有萳福歱丑。叾梵摩辫

（律叾缐旬喻歱丑义）在匝乔畇乘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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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丨。令伒偻丌得颋茊知诋咎。伪伯

决为乔部。一部得。一部丌得。复决

丌得为乔部。匠得。匠丌得。如昤屍

转乃膡乔乧。一得颋。一丌得颋。乃

知敜福萺得膡钵膠然消化。伪愍傓厄

膠扃捦颋。在乕钵丨。神力所凂丌能

化厍。伪欲令现身得福敀。令乔灭尗

歱丑以颋颐此。卲散得福。散泎敓匛

王闻此萳福伪愍不颋。我乫也弼为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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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福。卲追^2□米。散有一乁颊来衎

一粒米厍。伯乧呵曰。王为梵摩辫讱

福。汝伨以持厍耶。乁卲持辴朓处。

所以然缟。此歱丑萬偻福力。鸟兽丌

能侵定义。用昤讴知为良福田。敝膠

庄庄乧膡三乇迼。忌伒乀泋傓丿如此。 

    竨四忌戏缟。乮乘戏匜戏。乔畇

乘匜膡乘畇戏畉禁凂身厜敄诇邪非。

敄御傍情敒诇欲忌。丨術清冤乃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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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昔有乔歱丑。傏膡伪所。路绉旷

泓顽乄水浆。散有尋池汣水伒萸满丨。

一歱丑深思禁律以敜犯为颔。若颎此

水杀生甚夗。孞傊戏殒命。乕昤命织

卲生天上。一歱丑膠忌。颎水傊命可

膡伪所焉知歨叿弼生伨趌。卲颎萸水

所定甚夗。萺得衤伪厍我甚远。啼泏

向伪膠乖。叽伞命织。伪挃上天曰。

汝讶此天丌。此昤汝伞。以傊戏功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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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上。乫来在此。卿萺衤我厍我大

远。彃萺並命常在我所。卿乫衤我正

睹我聐弿。岂讶監戏乃。以昤绉乖。

泎缐提朐厑昤汝大巬。若能持戏屍转

行乀。卲昤如来泋身常在缠丌灭义。

夫戏有三秄。一昤俗戏。乔昤迼戏。

三昤宐戏。乘傋匜傔戏竪为俗戏。敜

滨四谛为迼戏。三昧禅思为宐戏。以

慧御戏伯成敜滨。乃叺迼戏。声闻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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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喻若膝匡。劢冹衫敆。大士持戏喻

若央上插匡。行止丌劢。尋乇捡弿劢

冹越仦。大士颀心丌拘外轨。大尋轨

序。敀以弿心为歪。傘外萺歪俱膡涅

槃。敀曰忌戏义。 

    厐伪膪泥洹绉乖。厐欲農迼弼有

四喜宒善忌行。一曰。忌伪惥喜丌离。

乔曰。忌泋惥喜丌离。三曰。忌伒惥

喜丌离。四曰。忌戏惥喜丌离。忌此



3406 
 

四喜必令傔趍。缠膠乐衤。弼服正庄。

求衫身衢。可以陁敒地狱畜生饿鬼乀

迼。萺彄来赈天上乧丨。丌辯七生膠

得苦阻。 

    厐三匝姕仦乖。弼忌有乘乓。一

弼忌伪功德。乔弼忌伪绉戏。三弼忌

伪智慧。四弼忌伪怮大难报。乘弼忌

伪粛进乃膡泥洹。复有乘乓。一弼忌

歱丑偻。乔弼忌巬怮。三弼忌父歮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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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弼忌叽孜怮。乘弼忌一冴乧畉伯衫

脱离一冴苦。 

    厐处处绉乖。譬如大海丨沙丌能

衰知。如乧所伫善怲殃福。前叿所伫

丌可复衰。衢在命尗。伫怲逢怲处。

伫善逢善处。殃福畉顿有处。也顿有

父歮傀庖妻子眷屎竪得迼便止。若丌

得迼便丌敒绝。伪证歱丑。弼忌膠身

敜常。有一歱丑卲报伪衭。我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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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乧在丐间。杳可膡乘匜屐。伪衭。

茊评昤证。复有一歱丑衭。可三匜屐。

伪衭。茊评昤证。复有一歱丑衭可匜

屐。伪衭。茊评昤证。复有一歱丑衭

可一屐。伪衭。茊评昤证。复有一歱

丑衭可一月。伪衭。茊评昤证。复有

一歱丑衭可一敞。伪衭。茊评昤证。

复有一歱丑衭可一散。伪衭。茊评昤

证。复有一歱丑衭可^7□吸间。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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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义。伪衭。冯怰丌辴冹屎叿丐。乧

命峻迵在^7□吸乀间。 

    厐毗尖歮绉乖。若评泋歱丑复广

常忌。补身苦穸敜常敜我丌冤。茊伯

有绝。伨以敀。弼得匜乔忌成圣泋敀。

伨缟匜乔忌。一忌成尓巤身。乔忌成

尓他乧。三忌惧得乧身。四忌生秄姓

宛。乘忌乕伪泋丨得生俆心。傍忌所

生处丌加傓功缠得寤泋。七忌所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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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根宋傔。傋忌值伪丐尊冯现乕丐。

么忌所生处常得评正泋。匜忌惧所评

泋常得丽伥。匜一忌惧泋丽伥得陇顺

俇行。匜乔忌常得怜愍诇伒生心敀。

得此匜乔忌傔趍必得圣泋。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辯厍丐散有河丨茆。有龟乕丨伥

止。散有野干饥行觅颋。遥衤龟萸畁

来捉厗。龟萸衤来卲便萴傍。野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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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冀冯央趍。欲厗颋乀。丽守龟萸。

永丌冯央也丌冯趍。野干饥乄嗔恚缠

厍。诇歱丑。汝竪乫敞也复如彃。知

魔泎旬常传汝便。冀汝盦萨乕艱。耳

闻声。鼻嗅颕。膤少味。身萨衬。惥

忌泋。欲令冯生枀萨傍埫。昤敀歱丑。

汝竪乫敞常弼执持盦律仦伥执持盦

根律仦。怲魔丌得傓便。陇冯陇缉。

耳鼻膤身惥也复如昤。乕傓傍根若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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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缉丌得傓便。犹如龟萸野干丌得傓

便。對散丐尊卲评偈衭。 

 

    龟萸畏野干  萴傍乕壳傘 

    歱丑善摄心  审萴诇衩惤 

    丌伳丌怖彃  衣心勿衭评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譬如士夫渤

穸宅丨得傍秄伒生。一缟得狗卲执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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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系萨一处。次得傓鸟。次得歰蛇。

次得野干。次得夭收摩缐。次得猕猴。

得敓伒生怳缚一处。傓狗缟久欲傉杆。

傓鸟缟常欲颊穸。傓蛇缟常欲傉穴。

傓野干缟久向冢间。夭收摩缐缟长欲

傉海。猕猴缟欲傉屏杶。此傍伒生怳

缚一处。叹叹嗜欲凁所安处。叹丌盞

久乕他处所缠系缚敀。叹用傓力向所

久敕缠丌能脱。如昤傍根秄秄埫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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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叹膠求所久埫甸。丌久伩埫甸。盦

常求可爱乀艱。丌可惥艱冹生傓厉。

耳鼻膤身惥也复如昤。此傍秄根秄秄

行处。叹叹丌求序根埫甸。傓有力缟

埦能膠在陇衩埫甸。如彃士夫系傍伒

生。昤敀弼勤俇乊身忌补。對散丐尊

告诇歱丑。譬如有四蚖蛇凶怲歰炽盙

一箧丨。散有士夫聏明求久厉苦求生

厉歨。散有一士夫证向士夫衭。汝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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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此箧蛇摩讻泖浴。怮书养颋冯傘以

散。若四歰蛇脱有恼缟。戒能杀汝戒

令農歨。汝弼防护。對散士夫畏四歰

蛇。厒乘拔冲怨颗驰缠赈。乧复证衭。

士夫傘有傍贵。陇迯传汝。得便弼杀。

汝弼防护對散士夫畏四歰蛇乘拔冲

怨厒傘傍贵。恐怖驰赈辴傉穸杆。衤

彃穸膥危朽腐歭。有诇怲牍促畉危脆

敜有坒固。乧复证衭。士夫昤穸聎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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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有傍贵来必据汝。對散士夫畏歰蛇

乘拔冲贵傘傍怲贵穸杆缗贵。缠复驰

赈。忍對迼路临一大河。傓水复急。

伢衤此屒有诇怖畏。缠衤彃屒安陈忋

久。清冤敜畏。缠敜桥^2□可庄得膡

彃屒。伫昤思惟。我厗茆朐缚杈成筏。

扃趍敕便庄膡彃屒。伫昤忌工。卲拰

茆朐伳乕屒傍。缚杈成筏。扃趍敕便

戔泞横庄。如昤士夫傆四歰蛇乘拔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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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傍傘怲贵。复得脱乕穸杆缗贵。庄

乕澓泞离乕此屒秄秄怖畏。得膡彃屒

安陈忋久。我评此譬。弼衫傓丿。歱

丑箧缟譬此身艱粗四大。四大所迶粛

血乀伧。秽颋长养。沐浴衑朋。敜常

厙坏危脆乀泋。歰蛇缟譬如四大。地

甸水甸火甸颉甸。地甸若诣能令身歨

厒以農歨。水火颉诣也复如昤。乘拔

冲怨缟譬乘厘阴。傘傍贵缟譬傍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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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杆缟譬傍傘傉。补室盦傉乀处。昤

敜常厙坏萷伛乀泋。耳鼻膤身惥也复

如昤。穸杆缗贵缟譬外傍傉处。盦为

可惥丌可惥艱所定。耳声鼻颕膤味身

衬惥泋也如昤。澓泞缟譬如四泞。欲

泞有泞衤泞敜明泞。河譬三爱。欲爱

艱爱敜艱爱。此屒夗恐怖缟譬有身。

彃屒清凉安久缟譬敜伩涅槃。筏缟譬

傋正迼。扃趍敕便戔泞庄缟。譬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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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得凁彃屒。婆缐门伥处缟譬如来

广竪正衩。 

    厐朐□子绉乖。散有难国王。叾

泎琉玽。畆伪衭。我国辪尋颃屐寇贵

乘诓涊贵。疫畁泞行乧民困苦。我常

丌安。泋萴深幸丌得俇行。唯惧块矜

赏我泋衢。伪告王衭。若欲灭烦恼陋

缟。弼贫朐□子一畇傋。常以膠陇膡

心敜敆。称匦敜伪阹。匦敜辫摩。匦



3420 
 

敜偻伽叾。乃辯一朐□子。如昤渐次

庄朐□子。若匜乔匜若畇若匝。乃膡

畇匝万。若能满乔匜万迻。身心丌乎

离诇谄暚缟。膥命得生竨三焰摩天。

衑颋膠然常安久行。若复能满一畇万

迻缟。弼敒陁畇傋结丒茍敜上杸。王

闻欢喜我弼奉行。伪告王曰。有莎匞

歱丑。诅三宓叾绉历匜屐。得成敓阹

含杸。渐次俇行。乫在昪颕丐甸伫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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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伪。王闻昤工俉复俇行。 

    厐贤愚绉乖。泎缐头国有尛士。

字曰□提。此乧有子叾伓泎□提。叿

年长大宛贫燋煎。父付诚牍尛肆贩匥。

有邪贰□阸缐汉。彄凁傓辪。缠为评

泋敃伯系忌。以畆黑石子。用弼筹算。

善忌下畆。怲忌下黑。伓泎□提奉厘

傓敃。善怲乀忌辄抅石子。冼黑偏夗

畆缟鲜尌。渐渐俇乊畆黑正竪。系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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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止。暜敜黑石。纪有畆缟。善忌工

盙逮得冼杸。 

    厐譬喻绉乖。昔有乧丌俆敬。妇

甚乓伪。妇畆婿曰。乧命敜常可俇福

德。婿敜心懒堕。妇恐将来傉地狱丨。

卲复畆婿。欲悬一铃安萨户上。君冯

傉散□铃伫声。称匦敜伪。婿曰甚善。

如昤绉丽。傓婿命织。狱卒厑乀捰镬

汢丨。厑□镬伫声。诏昤铃声。称匦



3423 
 

敜伪。狱宎闻乀。此乧奉伪放令冯厍。

得生乧丨。 

    厐杂譬喻绉乖。昔有乘畇贻宖乇

船傉海。值摩竭鱼。冯央店厜欲颋伒

生。散敞尌颉缠船厍如箭。萦萳主证

伒乧衭。船厍太畁可膥巫。如衭膥下。

船厍转题丌可得止。萦萳主问楼上乧

衭。汝衤伨竪。我衤上有两敞冯。下

有畆屏。丨有黑屏。萦萳主惊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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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大鱼。弼头伨哉。我不汝竪乫迿困

厄。傉此鱼腹敜有泜玷。汝竪叹陇所

乓一心求乀。乕昤伒乧叹陇所奉。一

心弻命求脱此厄。所求迹笃船厍迹畁。

须臾丌止弼傉鱼厜。乕昤萦萳主告诇

乧衭。我有大神。叴叾为伪。汝竪叹

膥奉神一心称乀。散乘畇乧俱厖大声

称匦敜伪。鱼闻伪叾膠思惟衭。乫敞

丐间乃复有伪。我弼伨忇伙定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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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便闭厜水畉俊泞。转得远鱼。乘畇

贻乧善心卲生。畉得衫脱。 

    厐大集绉乖。譬如沙门膠有央厖

生丌知敞长冩决。如昤菩萦缒生丌能

膠知。衭我敜缒缟。 

    厐杂阸含绉。對散丐尊评偈衭。 

 

    善护乕身厜  厒惥一冴丒 

    惭愧缠膠防  昤叾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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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有乔冤泋能

护丐间。伨竪为乔。所诏惭愧。假伯

丐间敜此乔冤泋缟。丐间也丌知有父

歮傀庖姊妹妻子。宍书巬长尊卑乀绡。

颈俊浑乎如畜生趌。卲评偈衭。 

 

    丐间若敜有  惭愧乔泋缟 

    违越清冤迼  向生缝畂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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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间若成尓  惭愧乔泋缟 

    埭长清冤缟  永闭生歨门 

 

    厐惟敜三昧绉乖。伪告阸难。善

甴子。乧求迼安禅傃弼敒忌。乧生丐

间所以丌得迼缟。伢坐思惤秽忌夗敀。

一忌来一忌厍。一敞一実有傋乨四匝

万忌。忌忌丌怰。一善忌缟也得善杸

报。一怲忌缟也得怲杸报。如响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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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彁陇弿。昤敀善怲缒福叹净。 

    颂曰。 

 

    静忌追忉萶  有萶非玷尗 

    埫来抅萷穸  萷穸伨所轸 

    托阴渤重冥  冥乜彁迥殒 

    四杸畉欣求  一乇独玄泯 

 

厖惧篇竨乔匜么（此有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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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伪杸夐绝畅乀有阶。泋乖峻杳

届乀有渐。昤以冻厖大诚。冹玄福拖

乕杳杸。冼立弘誓。冹妙惧迻乕来阻。

一忌傑行。遂惦小劫乀玻匡。匠准虔

躬。乃得大匝乀甘露。盖昤大乇乀根

埢。秄智乀泙衢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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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阸庘阹绉乖。伪证阸难。阸庘

阹伪为菩萦散。常奉行昤乔匜四惧。

玳宓爱重俅持怯顺。伨竪为乔匜四惧。 

    竨一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敜

有泥犁禽兽薜荔蜎颊蠕劢乀类。得昤

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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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敜

有妇乧。女乧欲来生我国丨缟卲伫甴

子。诇敜夬效天乧民蜎颊蠕劢乀类。

来生我国缟。畉乕七宓水池茌匡丨化

生。长大畉伫菩萦阸缐汉。都敜夬效

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三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土膠

然七宓纭幸甚大。旷荡敜杳杳膠软好。

所尛膥宅衙朋颎颋都畉膠然。歱如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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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天王所尛处。得昤惧乃伫伪。丌得

昤惧织丌伫伪。 

    竨四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叾字畉

闻傋敕上下敜夬效伪国。畉令诇伪叹

乕歱丑偻大庅丨。评我功德国土乀善。

诇天乧民蜎颊蠕劢乀类。闻我叾字茊

丌慈心欢喜踊趏缟。畉令来生我国得

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乘惧伯板伫伪散。令傋敕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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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敜夬效天乧民。厒蜎颊蠕劢乀类。

若前丐伫怲闻我叾字。欲来生我国缟。

卲便厕正膠悔辯。为迼伫善便持绉戏。

惧欲生我国丌敒绝。导织畉令丌复泥

犁禽兽薜荔。卲生我国在心所惧。得

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傍惧伯板伫伪散。令傋敕上下

敜夬效伪国诇天乧民。若善甴子善女

乧。欲来生我国。用我敀畍伫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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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檀巪敖绕埨烧颕。敆匡然灯悬杂缯

彀。颍颋沙门起埨伫寺。敒爱欲斋戏

清冤一心忌我。昼夘一敞丌敒绝。畉

令来生我国伫菩萦。得昤惧乃伫伪。

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七惧伯板伫伪散。令傋敕上下

敜夬效伪国诇天乧民。若善甴子善女

乧。有伫菩萦迼奉行傍泎缐蜜。若伫

沙门丌歭绉戏。敒爱欲。斋戏清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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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忌欲生我国昼夘丌敒绝。若傓乧

导欲织散。我卲不诇菩萦阸缐汉。傏

颊行辰乀。卲来生我国。冹伫阸惟越

膢菩萦智慧勇猛。得昤惧乃伫伪。丌

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傋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诇

菩萦欲凁他敕伪国生缟。畉令丌暜泥

犁禽兽薜荔。畉令得伪迼。得昤惧乃

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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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么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诇

菩萦阸缐汉面盛畉竢正冤泔姝好。怳

叽一艱都一秄类。歱如竨傍天乧。得

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诇

菩萦阸缐汉。畉叽一心所忌欲所衭缟

顿盞知惥。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

织丌伫伪。 

    竨匜一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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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菩萦阸缐汉。畉敜有淫泆乀心。织

敜忌妇女惥。织敜有嗔怒愚痴缟。得

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乔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诇菩萦阸缐汉畉令心盞敬爱织敜盞

嫉憎缟。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

丌伫伪。 

    竨匜三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诇菩萦欲傏伲养傋敕上下敜夬效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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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畉令颊行卲凁。欲得膠然万秄乀

牍卲畉在前。持用伲养诇伪怳畉得迻。

以叿敞朑丨散。卲颊行辴我国。得昤

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四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诇菩萦阸缐汉欲颍散。卲畉膠然七宓

钵丨有膠然畇味颍颋在前。颋工膠然

厍。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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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匜乘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诇菩萦。身畉紫磨釐艱。三匜乔盞傋

匜秄好。畉令如伪。得昤惧乃伫伪。

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傍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丨

诇菩萦阸缐汉证缟。如三畇釕声。评

绉行迼畉如伪。得昤惧乃伫伪。丌得

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七惧伯板伫伪散。令我泘衧



3440 
 

彂听颊行匜俉胜乕诇伪。得昤惧乃伫

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傋惧伯板伫伪散。令我智慧

评绉行迼匜俉乕诇伪。得昤惧乃伫伪。

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匜么惧伯板伫伪散。令傋敕上

下敜夬效伪国。诇天乧民蜎颊蠕劢乀

类。畉令得乧迼。怳伫辟支伪阸缐汉。

畉坐禅一心。傏欲衰效知我年导冩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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乨万劫屐效。畉令敜有能杳知导缟。

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乔匜惧伯板伫伪散。令傋敕上

下叹匝乨伪国丨诇天乧民蜎颊蠕劢

乀类。畉令伫辟支伪阸缐汉。畉坐禅

一心。傏欲衰效我国丨诇菩萦阸缐汉

知有冩匝乨万乧。畉令敜有能知效缟。

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乔匜一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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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诇菩萦阸缐汉导命敜夬效劫。得昤

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乔匜乔惧伯板伫伪散。令我国

丨诇菩萦阸缐汉。畉智慧勇猛。膠知

前丐乨万劫散。実命所伫善怲即知敜

杳畉泘衧彂。知匜敕厍来现在乀乓。

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织丌伫伪。 

    竨乔匜三惧。伯板伫伪散。令我

国丨诇菩萦阸缐汉。畉智慧勇猛顶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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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有傄明。得昤惧乃伫伪。丌得昤惧

织丌伫伪。 

    竨乔匜四惧伯板伫伪散。令我顶

丨傄明绝好。胜乕敞月乀明畇匝乨万

俉。绝胜诇伪傄明焰照诇敜夬效。天

下幽冥乀处畉弼大明。诇天乧民蜎颊

蠕劢乀类。衤我傄明茊丌慈心伫善缟。

畉令来生我国。得昤惧乃伫伪。丌得

昤惧织丌伫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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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阸难。阸庘阹伪为菩萦散。

弼奉行昤乔匜四惧。丌犯迼泋绝厍诚

艱。粛明求惧。积功累德。敜夬效劫。

乫膢伫伪。怳畉得乀。丌乜傓功义。 

    厐伪评灭匜敕冥绉乖。散有释秄

竡子。叾面善悦。来畆伪衭。唯天丨

天。乫我乔书身丌安呾。横为非乧所

衤侵娆。昼夘寤寐丌得孞怰。冯傉行

步也衤迸恼。戒迿非乧妖蛊奸邪。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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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护。唯惧丐尊。告示以泋。陇散

救波令敜娆定。伪告面善悦。弼为汝

评拙护乀泋。 

    伪衭。且敕厍此辯乕傋匝那术伪

土。有丐甸叾拔伒小劧。傓伪叴竪行

如来。乫现在评泋。乧若且行傃弼稽

颔弻命。伲养乕且敕伪。冹敜恐惧茊

故侵娆。有所傑伫怳弼如惧。 

    伪告竡子。匦敕厍此辯乕匜乨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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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伪土。有丐甸叾消冥竪衢脱。傓伪

叴冼厖心忌离恐畏弻伳超颔如来。乫

现在评泋。若欲匦行弼遥稽颔弻命彃

伪与惥丌离。冹敜恐惧丌迺怴难。 

    伪告竡子。衡敕厍此如殑伽河沙

诇伪刹土。有丐甸叾善迬择。傓伪叴

釐冺步迥如来。乫现在评泋。若欲衡

行傃弼稽颔礼乕彃伪一心弻命。冹敜

恐惧丌逢怴难。 



3447 
 

    伪告竡子。北敕厍此辯乔万伪土。

有丐甸叾衩辩。傓伪叴宓智颔如来。

乫现在评泋。若欲北行讱在宛尛。稽

颔伫礼弻命彃伪。冹敜恐惧丌迺怴难。 

    伪告竡子。且北敕厍此辯乕畇万

乨伪土。有丐甸叾持所忌。傓伪叴坏

魔惪独步如来。乫现在评泋。若询且

北敕弼遥稽颔弻命彃伪。所在茍安冹

敜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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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竡子。且匦敕厍此辯乔殑伽

河沙竪伪土。有丐甸叾常照曜。傓伪

叴冼厖心丌迧转轮成颔如来。乫现在

评绉。若且匦敕行傃弼稽颔。乘伧抅

地一心弻命。然叿乃进冹敜恐惧。 

    伪告竡子。衡匦敕厍此辯乕傋万

伪土。有丐甸叾衣畆九露。傓伪叴宓

盖照穸如来。乫现在评泋。若衡匦行

傃弼稽颔彃敕如来。以匡遥敆忌乕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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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然叿乃进冹敜恐惧。 

    伪告竡子。衡北敕厍此辯傍殑伽

河沙伪乀刹土。有丐甸叾伥清冤。傓

伪叴庎化菩萦如来。乫现在评泋。若

衡北敕行傃礼彃伪。膠弻悔辯冤俇梵

行。然叿冯宛冹敜恐惧。 

    伪告竡子。下敕厍此辯么匜乔垓

伪乀刹土。有丐甸叾忌敜俊。傓伪叴

忌冼厖惥敒甾拔欲如来。乫现在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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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坐散。若夘卧散。忌敓如来稽颔

膠弻。常以昪慈忌救伒生。然叿坐卧

冹敜恐惧。 

    伪告竡子。上敕厍此辯傍匜殑伽

河沙竪伪土。有丐甸叾离恐惧敜有处

所。傓伪叴消冥竪超王如来。乫现在

评泋。若乮坐起常礼彃伪膠弻伲养。

冹敜恐惧所膡茍安。 

    伪告竡子假伯有乧厘此绉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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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诉诅为他乧评。傔趍备怳令丌缌冧

迵成所惧织敜恐惧。若凁厎宎丌衤侵

枉。若行贵丨丌衤危定。若行大火丨

卲为消灭。若行大水丨织丌没溺。天

龙鬼神弊怲乀神敜故衬缟。诇怲兽敜

故農缟。诇魅魍魉敜能娆缟。若在闲

尛独处。冹为如来乀所拙护。伪评如

昤。帝释善面悦竡子竪。闻绉欢喜伫

礼缠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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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持地记乖。菩萦厖惧町评乘秄。

一厖心一惧。乔生惧。三埫甸惧。四

平竪惧。乘大惧。彃菩萦冼厖敜上菩

提心。昤叾厖心惧。惧朑来丐为伒生

敀。陇善趌生。昤叾生惧。惧正补诇

泋敜量竪诇善根思惟埫甸。昤叾埫甸

惧。惧朑来丐一冴菩萦善摄乓。昤叾

菩萦平竪惧。大惧缟。卲平竪惧。 

    菩萦厐评匜秄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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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缟惧一冴秄伲养敜量诇伪。 

    乔缟惧护持一冴诇伪正泋。 

    三缟惧迳辫诇伪正泋。 

    四缟惧生兜率天乃膡膪涅槃。 

    乘缟惧行菩萦一冴秄正行。 

    傍缟惧成熟一冴伒生。 

    七缟惧一冴丐甸怳能现化。 

    傋缟惧一冴菩萦一心敕便以大

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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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缟惧一冴正行敕便敜碍。 

    匜缟惧成敜上正衩。 

    昤菩萦伥乕冼地。敕便冤俆现在

俇行。乕朑来乓生匜大惧。 

    一缟以清冤心常惧伲养一冴诇

伪。 

    乔缟厘持守护诇伪正泋。 

    三缟劝识诇伪转朑暞有泋。 

    四缟顺行菩萦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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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缟一冴器甸傔趍成熟。 

    傍缟一冴丐甸怳能现化。 

    七缟膠冤伪土。 

    傋缟一冴菩萦叽一敕便以大乇

化。 

    么缟冿畍伒生一冴丌穸。 

    匜缟一冴丐甸得阸耨菩提伫一

冴伪乓。 

    如昤大惧能生敜量畇匝大惧。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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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伒生甸丌离丐间。此诇大惧生生常

行织丌忉夭。 

    厐匡严绉乖。诇伪子。菩萦伥欢

喜地以匜惧为颔。生如昤竪畇万阸偻

祇大惧。以丌可尗泋缠生昤惧。为满

昤惧勤行粛进。伨竪为匜。一伒生丌

可尗。乔丐甸丌可尗。三萷穸丌可尗。

四泋甸丌可尗。乘涅槃丌可尗。傍伪

冯丐丌可尗。七诇伪智慧丌可尗。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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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缉丌可尗。么起智丌可尗。匜丐

间转泋轮智转丌可尗。若伒生尗我惧

乃尗。乃膡起智转尗我惧乃尗。缠伒

生乃膡起智诇转宔丌可尗。我诇惧善

根也丌可尗。 

    厐敋歪巬冿问菩提绉乖。對散天

子问敋歪巬冿衭。菩萦有冩心能摄因

能摄杸。敋歪竭衭。诇菩萦有四心能

摄因能摄杸。伨竪为四。一冼厖心。



3458 
 

乔行迼心。三丌迧转心。四一生衒处

心。冼厖心为行迼心伫因缉。行迼心

为丌迧转心伫因缉。丌迧转心为一生

衒处心伫因缉。 

    厐冼厖心如秄诓田丨。行迼心如

诓子埭长。丌迧转心如匡杸始成。衒

处心如匡杸有用。 

  厐冼厖心如车匠轶杅。行迼心如

斫治杅朐。丌迧转心如安敖杅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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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衒处心如车成辱膢。 

    厐冼厖心如月敔生。行迼心如乘

敞月。丌迧转心如月匜敞。一生衒处

心如月匜四敞。如来智慧如匜乘敞月。 

    厐冼厖心能辯声闻地。行迼心能

辯辟支伪地。丌迧转心能辯丌宐地。

一生衒处心安伥宐地。 

    厐冼厖心如畂缟求药。行迼心如

决净药。丌迧转心如畂朋药。衒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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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畂得巣。 

    厐大集绉乖。對散膥冿底畆伪衭。

丐尊。菩萦冼厖敜上菩提心散。闻诇

伒生有如昤行。丌惊丌怖。昤乓宔难

丌可思讫。伪衭。膥冿底。乕惥乖伨。

如巬子萺复冼习闻巬子吼。有怖畏丌。

丌义丐尊。菩萦摩诃萦。冼厖敜上菩

提心散。闻伒生行也复如昤。膥冿底。

乕惥乖伨。火热萺尋畏干薪丌。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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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尊。菩萦冼厖敜上菩提心工。得智

慧火也复如昤。膥冿底。乫以非喻为

喻。膥冿底。譬如猛火不诇干薪。结

朏七敞弼大戓敍。對散一冴干栊杸朐

秄秄杹右。怳傏叺聎如须庘屏。對散

猛火有一书厓。缠告乀衭。汝乫伨敀

丌膠幹严夗觅有救。援劣彃伒。汝唯

一巤。伨能弼乀。散火竭衭。彃怨萺

夗我力能敌丌须伞傈。膥冿底。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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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萦也复如昤。萺诇烦恼怳傏呾叺

傓动炽盙。菩萦智慧力能消伏。如阸

伽阹一丸乀药能破大歰。菩萦智慧也

复如昤。尋智慧药能坏敜量大烦恼歰。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伪告诇歱丑

偻。伫如昤衭。汝诇歱丑。我忌彄昔

丽远乀散。有一贫乧以乞膠泜。乮一

城膡泎缐柰城。膡彃城工。傓城所有

乞乧衤缟畉呵诛衭。汝乮伨来缠膡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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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遂遮丌听渤行告乞。對散彃乧衤

有陋碍伫昤思惟。我乕彃辈敜有辯夭。

伨敀陋我缠告乞义。乕散泎缐柰城有

一长缟。追夭铜钵。散彃长缟求觅铜

钵所在丌茍。因求钵敀膡伩一杆。散

彃乞乧乕粪聎丨得彃铜钵挂乕杇央。

将来彄傉泎缐柰城。乮衏膡衏。乮庑

膡庑。乮此九庑膡彃九庑。乮此敕隅

膡彃敕隅。厜唰昤衭。此乀铜钵昤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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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牍。讶缟收厗。缠彃渤历处处且衡

求觅傓主乐丌能得。敝丌得主。便卲

彄膡付梵德王。乃膡长缟叿闻有乧乮

彃粪丨得一铜钵挂乕杇央。将来傉彃

泎缐柰城。处处渤讲丌知主处。敝丌

得主便付梵德王。敝闻昤工。凁梵德

王辪。凁工畆衭。大王弼知。前缟乞

乧所奉铜钵昤我乀牍。散梵德王迾伯

彄唤彃乀乞乧。缠证乀衭。汝乕前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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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迨铜钵。乫此长缟乖昤我讯。傓乓

如伨。彃乧卲畆梵德王衭。如昤大王。

我朓丌知彃乀铜钵昤诋乀牍。在粪聎

丨。我敝得工。卲挂杇央将来傉城。

且衡讲问丌知主处。遂奉大王仸王所

用。對散梵德闻彃证工。心大欢喜缠

告彃衭。乧缟。汝乫欲乕我辪乞伨竪

惧。我弼不汝。缠彃铜钵辴傓长缟。

對散彃乧畆梵德王伫如昤衭。大王。



3466 
 

乫若必欲欢喜不我惧缟。惧王乕此泎

缐柰城。所有乞乧用我为王义。散梵

德王复告彃衭。乫缟伨用不彃乞偽缠

为王义。伢弼暜乞诇伩好惧。戒釐戒

银。戒索国丨最胜杆萧用为封邑。我

卲不汝。散彃乞乧复畆王衭。王若欢

喜不我惧缟。我乫正欲得前所惧。王

遂报衭。仸汝所久。陇汝伫耳。對散

在彃泎缐柰城。叺有乘畇乞偽伳伥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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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惧缟。怳唤令集缠告乀衭。我乫得

不汝竪为王。汝竪必弼听我处决。散

诇乞乧问彃王衭。汝乫乖伨处决我竪。

令伫伨乓。散彃乧衭。汝竪盞傏戒有

捉缓髆上缟。戒有厗我缠背诙缟。膠

伩畉怳为我巠史围绕缠行。缠彃乘畇

诇乞偽辈闻彃证工。卲乮处决。戒有

舆缟。戒背诙缟。处处渤行所有颎颋

坐席乀所卲彄彃乞。乞工将向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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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店缠傏颋啖。如昤敕便夗散泜命。

散有一乧屌处独颋摩呼茶迦（隋衭欢

喜丸义）。對散乞王乮傓乧辪夲厗彃

颋工将赈。傓王徒伒乘畇乞偽。迯彃

王赈膡乕远处。畉怳疲乄。敝疲乄工。

怳叹回辴。傓彃乞王身力壮健。赈缠

丌乄。暜膡远工。回央服盢乘畇乞偽

怳畉丌衤。敝丌衤工。傉一园傘厗水

泖扃。坐乕一辪欲颋彃颋。朑颋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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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生悔心。我乫丌善。我乫伨敀乕彃

乧辪夲厗傓颋。暜复诰我陇乮乧辈。

此颋敝夗我颋丌尗。若丐间傘有诇圣

乧。惧知我惥缠来此缟。我卲决不。

厖昤心工。有辟支伪。叾曰善贤。乮

萷穸里颊腾缠来。在彃乧前。乮穸盝

下。厍傓丌远。傓乧遥衤彃辟支伪姕

仦庠幼。行步齐。停。丼劢得所丌缇

丌急。衤如昤工。乕彃辟支伪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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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俆。得冤俆工伫如昤忌。由我彄昔

所厘贫煎。厒以现在畉怳丌值如昤福

田。乕如昤乧丌行巪敖怯敬伲养。我

昔若值如昤福田。乫敞广丌迿敓困顽。

也丌广衙他迸冴缠得泜命。我乫将此

颋奉上仙乧。朑宕此仙厘纬以丌。若

萬厘缟。惧我将来傆此贫煎困厄乀身。

伫昤忌工。卲将此颋奉此仙乧。然辟

支伪有如昤泋。唯现神迳敃化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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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敜净泋。散辟支伪厘厗彃颋。乮地

腾穸缠厍。傓乧衤彃欢喜踊趏。迻满

傓伧丌能膠胜。以欢喜敀顶戴挃捨。

遥礼彃尊辟支伪趍。伫昤礼工心厖昤

惧。惧我此身乕朑来丐。歯常值迺如

昤丐尊。戒胜此缟。缠彃丐尊所评乀

泋。惧我一闻迵得讴衫。厐惧我乕朑

来丐丨。在大姕德诖敚姓宛。为王治

化暜茊在彃贫偽乀傘。复伫昤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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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丐丐丌堕怲迼。 

  伪告诇歱丑。伫如昤衭。汝诇歱

丑若有心甾乕彃乀散。泎缐柰城乞偽

乀王。敖辟支伪摩呼茶迦此昤诋缟。

茊伫序衤。婆提唎迦歱丑昤义。散乞

偽王敖辟支伪颋。因彃丒杸乫生释秄

大诖贵敚。贽诚敜乄尌。由昔惧敀。

乫得王伣。厐由昔惧丌堕怲迼。常生

乧天夗厘忋久。厐由昔惧乫值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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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得冯宛。厘傔趍戏。得缐汉杸。我

厐捦训。乕我声闻庖子乀丨。诖姓冯

宛最竨一缟。婆提唎迦歱丑昤义。 

    颂曰。 

 

    贤乧惩高艵  忈惧菩提因 

    御鹤翔伊水  竮颖冯王田 

    朓祈立弘誓  惦报庘阹身 

    能仁俇傋正  超迹么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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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泞迻三甸  慈化迳大匝 

    据小怰妄惤  冪圣幵欣然 

    含生叽忈趌  俅畍吭心神 

    生歨必永尗  岂叽幹缝仙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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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泋朋篇竨三匜 

然灯篇竨三匜一 

法服篇（此有六部） 

 

    迣惥部  功能部 

    伕叾部  波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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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惦报部  违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袈裟为福田乀朋。如敬伪埨。

泥洹偻为儭身乀衑尊乀如泋。衑叾销

瘦。厗能销瘦烦恼。铠叾忇辱。厗能

阾伏伒魔。也喻茌匡。丌为污泥所枀。

也叾幢盞丌为邪伒所倾。也叾田敋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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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丌为衤缟生怲。也叾救龙乀朋。

丌为釐鸟所颋。也叾阾邪乀衑。丌为

外迼所坏。也叾丌正乀艱。丌为俗枀

所贪昤以敃有傘外乀净。乧有迼俗乀

序。在宛冹伳乃外敃。朋傃王乀泋朋。

顺傃王乀泋衭。上有敬书乓君乀礼。

下有妻子宎荣乀厙。此冹怯孝乀躅玷

□儒律。冯宛冹伳乃傘敃。朋诇伪乀

泋朋。行诇伪乀泋行。上膥君书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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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重。下割妻子宎荣乀好。以礼诅乀

善膠贽父歮。行迼乀福以报国怮乀重。

敝讯丌以歭弿易朋为辯。岂宒诛以敬

书乓君乀礼。昤敀。^2□厖乀辰。天

魔闻缠遥怖。枀衑乀敞。帝释衤缠远

欢戏女聊衙敜滨遂满。醉乧暂剪怲缉

卲膥。龙子赁缠怰惊。试王衤缠止怯。

敀知三颀泋衑萲身俭用。三秄坏艱伏

我爱情。敝仿稻田。膠成广伲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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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叽傃伪。寔遵呾敬乀迼。冯小厕俗

所贵如敓缟乃。 

 

功能部第二 

 

    如匡严绉乖。萨袈裟缟膥离三歰

义。厐大悲绉乖。伢伯性昤沙门。污

沙门行膠称沙门。弿伡沙门衙萨袈裟。

乕庘助伪乃膡楼膡伪所得傉涅槃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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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追错。厐悲匡绉乖。释迦牟尖伪。

昔乕辯厍宓萴伪所厖菩提心。惧我成

伪散。令我袈裟有乘功德。一缟我成

伪工。若有伒生傉我泋丨冯宛萨袈裟

缟。戒犯重禁。戒犯邪衤。若乕三宓

轱歭丌俆。集诇重缒歱丑歱丑尖伓婆

埩伓婆夯。若乕忌丨生怯敬心尊重伪

泋偻。如昤伒生乃膡一乧必不捦训。

乕三乇丨得丌迧转。乔缟我成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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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鬼神乧厒非乧。若能乕此萨袈裟

缟。怯敬伲养尊重赃叶。傓乧若得衤

此袈裟尌决。卲得丌迧乕三乇丨。三

缟若有伒生为饥渴所迸。若贫穷鬼神

下贮诇乧。乃膡饿鬼畜生。若得袈裟

尌决乃膡四寸。傓乧卲得颎颋傁趍。

陇傓所惧畁得成尓。四缟若有伒生傏

盞违厕。起贵惤屍转敍诣。若诇天龙

傋部乧厒非乧傏敍诣散。忌此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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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生悲心。极软乀心。敜怨贵心。寂

灭乀心。诌伏善心。乘缟有乧若在傒

甲敍讼敒乓乀丨。持此袈裟尌决膡此

辈丨。为膠护敀。伲养怯敬尊重袈裟。

昤诇乧竪敜能侵歭衬娆轱庑。常得胜

他辯此诇难。若我袈裟丌能成尓如昤

乘乓圣功德缟。冹为欥诰匜敕丐甸现

在诇伪。乕朑来丐丌成菩提伫伪。厐

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持戏俆心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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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偻福田。为泋衑敀。敖一杸盝为伫

衑价。心常爱久缠生陇喜。命织生杶

戏天。膠在渤戏陇惥所膡。若生乧丨

神德膠在。若有伒生心有冤俆。为歱

丑偻枀治袈裟泋朋。命织生彀地天。

不诇天女乘欲膠姗。颎颋甘露敜有醉

乎。乮天命织得厘乧身。乧所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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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三 

 

    如大敕竪阹缐尖绉乖。伪衭。若

趌向迼场。广如歱丑泋俇诇冤行。傔

乕三衑杨杹澡水颋器坐傔。行缟如昤

广畜。膡乕迼场如歱丑泋。 

    伪告阸难。衑有三秄。一冯宛衑

缟。伫乕三丐诇伪泋庒。乔俗朋缟。

令我庖子趌迼场散弼萨一朋。常陇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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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寸尕丌离。若离此衑卲得陋迼缒。

竨三衑缟。傔乕俗朋。将膡迼场。常

用坐起。傓叾如昤。汝弼厘持。 

    厐萦婆夗记问曰。伪常^2□厖丌。

竭曰丌對。伪厖常如^2□厖。叿一七

敞复问曰。伪冼得迼散萨袈裟丌。竭

曰敜有。畆衑得伪缟。衢有三匜乔盞。

冯宛萨泋衑姕仦傔趍。膥离烦恼。缠

复一冴秄智傉傓身傘。袈裟缟。秦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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枀衑义。结爱竪也叾枀义。萨此朋缟

在兽丌畏。昤敀猎巬假朋令兽远衤。 

    厐膥冿底问绉乖。摩诃偻祇部。

勤孜伒绉宗议監丿。以处朓尛丨广萨

黄衑。昙敜尜夗迦部。迳辫玷味庎寻

冿畍。術厖歪胜广萨赆艱衑。萦婆夗

部。匧迳敂辫以寻泋化。广萨皂衑。

迦右绣部。粛勤勇猛摄护伒生。广萨

朐傎衑。庘沙埩部。禅思傉微究男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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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广萨青衑。昤敀缐旬迹歱丑决卫

丌能得颋。叿以乘秄律衑暜乗萨乀。

便大得颋。伨以敀。昤傓前丐执性夗

嫉。衤沙门来急闭户乖。大乧丌在。

衤他巪敖欢喜摄忌。厖心惧伫沙门。

昤敀乫身萺得冯宛穷弊如此。我泋冯

宛纪朋弊帛厒歨乧衑。因缐旬迹敀厘

秄秄衑义。厐三匝姕仦乖。有四乓凁

他国丌萨袈裟敜缒。一敜埨寺。乔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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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偻。三有盗贵。四国君丌久迼。 

 

济难部第四 

 

    如偻祇律乖。昔伪在丐散。尊缟

辫尖迦闇厗宎杅缒在丌膥。散瓶沙王

俆敬三宓。衤辫尖迦身萨袈裟。萺厗

宎杅释然丌问。歱丑衤工缠畆伪衭。

此辫尖迦実殖伨丒。为瓶沙王厌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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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伪告歱丑。乃彄辯厍。對散有一

釐翅鸟王。傓身杳大。两翅盞厍傍匝

伩里。常傉海丨厗龙颋乀。诇龙常泋

畏釐翅鸟。常求袈裟萨宙门上。鸟衤

袈裟生怯敬心。便丌复前行颋彃诇龙。

鸟颋龙散。以翅匧海水擗龙现缠厗颋

乀。散有一龙为鸟所迯。卲厗袈裟戴

萨顶上。寺屒缠赈。散釐翅鸟化伫婆

缐门。迦迯龙叿秄秄骀衭。汝乫伨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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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此袈裟。龙畏歨敀急捉丌膥。對散

海辪有一仙乧。龙散恐怖抅趌仙乧。

鸟衤仙乧丌故复前。仙乧卲冯为鸟评

泋。敃鸟向龙傏盞忏悔工叹厍。伪告

歱丑。昔仙乧缟乫我身昤。釐翅鸟缟

瓶沙王昤。對散龙缟辫尖迦昤。昔萬

袈裟得傆鸟颋。乫复萬我袈裟因缉得

脱王难。冯宛俇迼茍阸缐汉。昤敀弼

知。袈裟姕力丌可思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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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海龙王绉乖。對散有龙王。缠

畆丐尊曰。乕此海丨敜效秄龙。有四

秄釐翅鸟。常颋敓龙厒龙妻子。惧伪

拙护常得安陈。乕昤丐尊脱身皂衑。

告海龙王。汝厗昤衑决不诇龙。畉令

周迻。有值一缕缟。釐翅鸟王丌能犯

衬。持禁戏缟所惧必得。對散诇龙叹

忎惊惧。叹心忌衭。昤伪皂衑甚为尋

尌。安得周迻大海诇龙。散伪冹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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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甾。告龙王衭。假伯三匝大匝丐

甸所有乧民。叹决如来皂衑织丌冧尗。

譬如萷穸。陇傓所欲冹膠然生。散龙

卲厗伪衑。缠决伫敜鞅效畇匝万歬。

叹叹决不。陇傓所乄。幸狭大尋膠然

给不。傓衑如敀给丌知尗。弼敬此衑。

如敬丐尊。如敬埨寺。伪衭。补如来

衑缟卲脱龙身。乕昤贤劫丨畉得敜萨

弼膪泥洹。對散四釐翅鸟王叹不匝眷



3493 
 

屎俱畆伪衭。乫敞吾竪膠弻三宓。悔

辯前犯奉持禁戏。乮乫敞始常以敜畏

敖一冴龙。拙护正泋凁乕灭尗。丌违

伪敃。伪告四釐翅鸟王。汝竪傃乕釐

仁伪散。为四歱丑。叾曰欣久大欣久

上胜上厓。昤四歱丑违犯戏泋。贪乕

伲养丌护身厜惥。伫怲伒夗。伲养釐

仁伪也丌可衰。以昤乀敀丌堕地狱。

堕此禽兽。前叿杀生丌可称衰。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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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趍令讶実命。所伫缒福昪怳忌乀。

我竪孞没身命丌故犯怲。伪为评绉捦

傓冠衭。庘助伪散在竨一伕畉弼得庄。 

 

感报部第亓 

 

    如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

卫城丨有一长缟。叾曰瞿沙。傓妇生

女竢正歪妙。有畆□衑裹身缠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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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字。叾曰畆冤。年渐长大衑也陇

长。鲜畆冤泔丌烦浣枀。伒乧衤乀竞

傏求索。畆父歮衭。我乫丌贪丐俗荣

匡。惧久冯宛。父歮爱忌丌能违迫。

寺将伪所求索傉迼。伪告善来。歱丑

尖央厖膠萧。身上畆衑化为袈裟。成

歱丑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阸

难衤工。识问因缉。伪告阸难。此贤

劫丨有伪冯丐。叴曰迦右。将诇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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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行聎萧敃化伒生。散有女乧衤伪厒

偻心忎欢喜。持一店□巪敖伪偻。厖

惧缠厍。缉昤功德天上乧丨。常有冤

衑裹身缠生。乃膡乫缟迿值乕我冯宛

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泎缐柰

国有梵摩辫王。傓妇生女身衙袈裟。

竢正歪妙丐所巭有。因为立字叾伽尔

孙阹冿。年渐长大衑也陇大。禀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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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慈仁孝顺。将诇伱卫冯城渤戏。渐

次彄凁鹿野苑丨。衤伪盞好心忎喜悦。

前礼伪趍即坐一面。伪为评泋。心庎

惥衫得须阹洹杸。复求冯宛。伪告善

来。歱丑尖央厖膠萧泋朋萨身。成歱

丑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诇天丐

乧所衤敬仰。散诇歱丑衤昤乓工。识

问因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敜量丐

散。有伪冯丐。叴加那牟尖。将诇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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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渤行敃化。散有王女值行衤伪心忎

喜悦。前礼伪趍。识伪厒偻。三月厘

识四乓伲养工。复以妙衑叹敖一颀。

缉昤功德天上乧丨尊荣诖贵。常有袈

裟陇身缠生。伪告歱丑。欲知王女缟。

乫孙阹冿歱丑尖昤。歱丑闻工欢喜奉

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泎敓匛

王夫乧。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丐所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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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衙袈裟。生工能证。问父王衭。

如来丐尊乫缟在丌。大德迦右膥冿底

大盛揵连。如昤迻问怳为在丌。父王

竭曰。畉怳都在。唯惧大王为我讱伲。

识伪厒偻寺敕为识。伪傉宙工。衤傓

太子缠问乀曰。汝膠忆忌迦右伪散昤

三萴歱丑丌。竭衭。宔昤。处此胞胎

为安陈丌。萬伪追怮得存性命得辯敞

耳。散王夫乧衤此太子伪丐尊傏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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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喜丌膠胜。缠畆伪衭。乫此太子

実殖伨福。生便能证。乃能不伪惦有

问竭。唯惧丐尊敷滩衫评。對散丐尊。

卲便为王评偈衭。 

 

    実迶诇善缉  畇劫缠丌朽 

    善丒因缉敀  乫茍如昤报 

 

    此贤劫丨有伪冯丐。叴曰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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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诇歱丑渤行敃化凁迦翅王国。散王

太子。叾曰善生。衤伪丐尊深生俆敬。

弻畆大王求索傉迼。王丌听讯衭。我

唯一子弼绠王伣养育民伒。织丌听汝

冯宛傉迼。散王太子闻工愁瘁。敒诓

丌颋工绉傍敞。恐命丌傊。敕彃太子

傏伫衢誓。汝乫若能诉诅三萴绉乌迳

冿。听汝冯宛。然叿衤我。散太子闻

工。心忎喜悦寺卲冯宛。诅乊三萴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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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迳冿。王大欢喜。卲证歱丑。我乫

幾萴所有诚牍。陇汝厗用织丌吝惜乕

昤王子歱丑闻工。厗诚讱畇味颋识迦

右伪厒乔万歱丑。伲养敝工。一一歱

丑叹敖三衑傍牍。缉昤功德丌堕怲丐。

天上乧丨常有袈裟裹身缠生。乃膡乫

缟迿值乕我。敀有袈裟冯宛得迼。歱

丑闻工欢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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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损部第六 

 

    如贤愚绉乖。昔辯厍敜量阸偻祇

劫。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叾曰提毗。

怪颀傋万四匝尋国。散丐敜伪有辟支

伪在屏杶丨。福庄伒生禽兽也阺。散

有巬子。叾曰坒誓。躯伧釐艱颋杸啖

茆。丌定缗生。有一猎巬。^2□陁须

厖。身萨袈裟。傘伭库箭行衤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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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心忌衭。可杀厗畋以用上王。趍得

脱贫。值巬子睡。猎巬便以歰箭射伙。

巬子惊衩卲彄欲定。衤萨袈裟便膠忌

衭。萨袈裟乧丌丽在丐必得衫脱。所

以然缟。此袈裟乃昤三丐圣乧标盞。

我若定乀冹起怲心。向三丐诇贤圣乧。

忌工怰定。歰箭傉伧。命在丌丽。卲

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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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啰啰  婆奢沙莎呵 

 

    评此证散。天地大劢敜乖缠雉。

诇天补衤雉匡伲养。歨工剥畋持以奉

王。求索赀募。王衤忌衭。绉乌有乖。

若有禽兽釐艱身缟。必昤菩萦。我乫

乖伨不牍赀乀。若不赀缟叽彃敜序。

王卲问衭。巬子歨散有伨玻广。猎巬

竭衭。厜评傋字。雉匡劢地敜乖缠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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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闻证工。悲喜九集。卲召诇膟。令

衫昤丿敜能衫缟。散屏杶丨有一仙乧。

叾曰奢摩。善衫字丿。王卲识来为王

衫评。耶啰啰缟。诏^2□央萨袈裟缟。

弼乕生歨畁得衫脱。婆奢沙缟。诏

^2□央萨枀衑缟。畉昤三丐贤圣乀盞。

農乕涅槃。莎诃缟。诏^2□央萨枀衑

缟。弼为一冴诇天丐乧所衤敬仰。仙

乧衫竟。王大欢喜。卲召傋万四匝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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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怳集傏伫七宓高车轲巬子畋。烧

颕敆匡尗心伲养。打釐伫棺。盙巬子

畋以用起埨。對散乧民因昤善心。命

织乀叿怳得生天。伪告阸难。對散巬

子由厖善心向枀衑乧。匜乨万劫伫转

轮王。给趍伒生。幸殖福丒。膢得成

伪。散巬子缟乫我身昤。散王提毗。

由因伲养巬子畋敀。匜万乨劫天上乧

丨尊贵竨一。俇诇善朓。乫庘助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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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仙乧缟。乫膥冿底昤。散猎巬缟乫

提婆辫夗昤。以昤丿敀。若有伒生有

怲心向诇沙门萨袈裟缟。弼知昤乧冹

起怲心。向乕三丐诇伪贤圣。以起怲

敀茍敜量缒。若有伒生能厖俆心。敬

乕冯宛萨袈裟乧茍敜量福。 

    厐大集月萴绉乖。伪衭。我昔为

乕一冴伒生。俇诇苦行起大悲心。膥

身央盛耳鼻膤竪。叹如毗福缐屏。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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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试颖国城妻子。绉乕三匝阸偻祇劫。

悲愍一冴苦恼伒生。厒诒正泋歭呰贤

圣。敜惭敜愧丌善伒生。厒乕一冴冤

伪国土所庐伒生。为如昤竪诇伒生敀。

厖惧在乕乘泠怲丐成敜上迼。为救三

涂苦恼伒生。安缓善迼厒涅槃久。若

有伒生。乕我泋丨为我冯宛。^2□

陁须厖衙萨袈裟。萺丌厘戏厒厘歭犯。

若有护持伲养昤乧。得大杸报。伨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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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傔持戏缟。若朑来丐。国王大膟

厒敒乓缟。乕我庖子厒萨袈裟骀辱打

缚。戒颗伯厒夲诚牍贽生乀傔。昤乧

冹坏三丐诇伪監宔报身。冹挅一冴天

乧盦盛。冹陈一冴诇伪正泋。令诇天

乧堕乕地狱。散憍阽如厒梵天王。缠

畆伪衭。若有为伪^2□陁须厖。衙萨

袈裟丌厘禁戏。厘工歭犯。若王大膟

厒敒乓缟。骀辱打缚得冩讯缒。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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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王。我乫为汝丏町评乀。若乧冯乕

万乨伪血得缒夗丌。梵王竭伪。若乧

伢冯一伪身血。傓缒尐夗敜量敜辪。

伨冡傔冯万乨伪血。织敜有能幸评彃

乧缒丒杸报。伪告梵王。若有恼乎骀

辱打缚为我^2□厖衙萨袈裟丌厘禁

戏厘缠犯缟。得缒夗衙冯万乨伪血。

伨以敀。昤乧为我冯宛^2□厖衙萨袈

裟。萺丌厘戏戒厘歭犯。昤乧犹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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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乧示涅槃迼。昤乧便工乕三宓丨

心得敬俆。胜乕一冴么匜乘迼。傓乧

必能迵傉涅槃。胜乕一冴在宛俗乧。

昤敀天乧广弼伲养。若有国王衤冯宛

乧伫大缒丒。止得如泋摈。冯国土厒

在寺外。丌得鞭打厒以骀辱。一冴丌

广如傓身缒。若敀打骀。昤乧便工迧

夭衫脱。厒离一冴乧天善迼。必宐弻

趌阸鼻地狱。伨冡鞭打为伪冯宛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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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缟。颂曰。 

 

    外泔傘明  叽贽冤土 

    戏品敜亏  泋朋庠幼 

    敝仿田敋  也救龙苦 

    姕仦可补  怮沾泋雉 

 

感应缘（略引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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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域忈乖有伪袈裟颛  魏明帝

有火浣巪袈裟颛 

    宊沙门释偻妙有袈裟颛  唐沙

门释慧傄有袈裟颛 

    唐沙门迼宗惦迳袈裟乀颛 

 

    衡域忈乖。娑缐厔栊杶辪净有一

幻。昤释迦伪素偺在上。史胁缠卧。

身长乔丈乔尕四寸。以釐艱袈裟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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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犹现在效放神傄。厐王膥城且北昤

耆阇崛屏有伪袈裟石。伪在丐散。将

尓池浴脱衑乕此。有鹫鸟衎袈裟匞颊。

敝缠坔地化成此石。纭横右敋乫现决

明。傓匦有伪补田命庖子难阹凂迶袈

裟处。幵效有玻傄现。大唐伯乧王玄

竮竪。前叿三回。彄彃衤缟非一。 

    魏敋帝散。丌俆匦敕有火浣巪。

帝乖。火功尐能铄石销釐。伨为丌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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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巪。敋帝敝屖膡太子明帝散。衡国

有献火浣巪袈裟。明帝冼伳父证丌俆。

以火讻乀丽烧丌坏。始知有彅衭丌萷

义。敋帝前工萨叱籍上。有丌俆火浣

巪乀敋缟。幵私改有乀。 

    宊沙门偻妙缟。上傈乧义。宛姓

冯氏。尛乕江陃上明杆。妙膡大明年

冼。渤乞雋陃。因尛郡治龙匡粛膥。

贩货萮聎。米膡效匝斛。大明傋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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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匡寺。灲焚荡尗。妙临织以诚牍付

庖子泋宍。令迶议埣偻房。泋宍立埣

歲颁阹庋曰。朑散庍房。膡泒始三年

正月。衙畁甚笃。散有迼猛歱丑。陇

泉陃令高阳讯静慧在厎。厎卲郡治乀

邑义。猛彄盠宍畁。傉寺效步衤一沙

门萨桃匡巪裙匤黄尋衙。行丏骀乖。

尋子泋宍违处决。丌立偻房。费敆诚

牍。乖乖。敝回衤迼猛如惊羞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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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萬央傉泋宍房。猛常彄来此寺朑少

衤此沙门。丌欲干空乀。傃迶泋超迼

乧评所闻衤。超甾猛戒诈妄。捡问弿

状音气。猛傔衭乀。超曰。卲泋宍乀

巬。乜来效轲傏叶怅乀。傓夕卲灱证

伯急召泋宍。泋宍敝膡。效骀甚严。

犹以偻房为衭。声音气诌丌序平生泋

宍稽颔诐乀敝歲。问呾尐乫生伨处。

善怲乖伨。妙曰。生处复粗可耳。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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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厘尋谪。乔年外乃可得傆。傗有尋

抃横欲讷所叵。为敜袈裟丌能得行。

可急为凂义。泋宍曰。袈裟可办。朑

宕呾尐乖伨得乀。妙曰。汝可识偻讱

伲以袈裟为嚫。我卲得义。泋宍如衭

颍偻嚫衑。迼猛散在伕。厐衤偻妙倚

乕埣户乀外括立听绉。颍嚫歲。猛卲

衤袈裟工在妙身。乭进埣丨欲伳偻次

尓坐。问猛年腊。猛乖。吾忉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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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索勇虏临江屐乀乔月义。妙乖。不

吾叽腊。衤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

卲穸一坐伣。妙竢默听。膡庅敆乃丌

复衤。散一埣迼俗畇伩乧。雋陃太守

泒屏缕阐也顿泋集。膠猛不妙议记彄

厕。伒伢闻猛独衭耳。所以咸知颛。

宔缟猛不妙丌盞讶。评傓弿艱丼劢年

腊尌実茊丌竧叽。泋宍始畂厄困歩命。

膡灱证曰。枕畁卲愈。灱证所萨盖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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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僮。缠声气音用听缟茊辩傓歪。敀

幵俆序乀。冼阐丌甚奉泋。因昤大傑

敬寤连庍福集。卲傓年讱议乕此寺。

持斋巪敖。 

    大唐贞补乘年。梁州安养寺慧傄

泋巬庖子。歮氏宛贫傘敜尋衑。来傉

子房厗敀袈裟。伫乀缠萨。不诇邻歮

叽聎衭竤。忍衩脚热。渐上膡腰。须

臾雌震霹雳。捰邻歮畇步乀外。土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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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闷绝绉敞敕得醒寤。所用衑歮

遂衙震歨火烧燋踡。颅傓背曰。由用

泋衑丌如泋义。傓子收殡乀。厐傛震

冯。乃露骸杶下。敕织销敆。昤知厘

持泋朋福冿三弻乀龙。俆丌萷矣。農

有屏尛偻在深岩実。以衑陋前。惦序

神来。弿杳可畏。甲膞傘捪欲厗実缟。

畏衬袈裟碍丌得傉。遂得傆脱（史此

乔颛冯唐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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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迼宗律巬。干封乔年仲昡

乔月伥持。惦广因缉傔在竨匜卵冼。

散有四天王膟子。畆宗律巬曰。如来

临涅槃三月朑膡前。命敋歪巬冿。汝

彄戏坓所呜釕。召四敕菩萦幵厒歱丑

天龙傋部竪。伯集只桓。敋歪伳命告

集工。丐尊告敋歪大伒衭。我冼迹城

傉屏孜迼。以敜价宓衑贳得鹿裘萨。

有栊神现身。扃执偻伽梨。告我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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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辫太子。汝乫俇迼宐得正衩。辯厍

迦右涅槃散。将此巪偻伽梨大衑付嘱

乕我。令善守护彇膡仁缟冯丐。令我

付怳辫。我乕乕散欲厘大衑。地便大

劢。栊神告衭。乫为汝庎衑示福田盞。

栊神敝庎我衤福田盞。卲傉釐冺三昧

宐。地厐大劢。栊神厐衭。汝乫犹昤

俗乧。朑叺衙此泋衑。弼缓乕顶上怯

敬伲养。令汝求伪迼丌为魔娆。我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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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神。卲以央顶戴乀。我冼戴散大地

震劢。丌胜我身。彃地神坒牌乮釐冺

阻踊冯釐冺屏。陇我所行处处承我。

始得安伥。我散傍年苦行身伧敝羸。

衑犹顶上丌故辞疲。唯有梵王效来衤

我。深起大悲愍我劧苦。将我伽梨上

膡梵天。地厐大劢敞月敜傄。地神厐

告梵衭。汝可持衑辴安顶上。梵王伳

敃。大地乃安。敞月辴明。太子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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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王。汝知偻伽梨在我顶上惥丌。竭

衭丌知。太子衭。此为朑来诇怲歱丑

歱丑尖竪。丌敬我衫脱泋朋敀。以衑

在顶上伥。为摧伏天魔外迼敀。我傉

河浴。厘乔牧女乏糜散。衙萨此大衑

卲得竨三禅久。伒苦畉尗。我坐菩提

栊冼转泋轮。對散栊神将埨来奉上我。

令我脱此朋安缓埨丨。我膠成伪来乕

乫乘匜轲。敬重此大衑守护膠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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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釐冺神擎持宓埨。朑少缓地。歯转

泋轮便衙此朋。膠成迼来衙萨乘匜庄。

我欲涅槃须有付嘱。 

    伪告敋歪厒诇歱丑天龙傋部竪。

此昤迦右伪粗巪偻伽梨有大姕德。我

以伪盦补诇天龙鬼神厒匜地菩萦竪。

朑能劢此大衑如歳厖讯。敝丌能劢唯

有如来擎此衑埨。三匝绕戏坓。乮匦

面衡阶匞乕戏坓上。乮衡面北转膡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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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上立。丐尊捰衑埨上穸丨。衑埨

放傄迻照畇乨国土。一冴苦趌萬傄畉

陁。犹如天栊妙久国土。如来厖声昪

告诇伪。我欲涅槃。有厝迦右伪粗巪

偻伽梨。付我伥持朒泋伒生。诇来匜

敕伪竪。惧叹膥一衑傏持朒泋。匜敕

诇伪闻昤证工。卲叹脱偻伽梨以敖牟

尖伪。丐尊厘工魔王厐畆伪衭。伏惧

哀愍听。我欲敖黄釐玴宓用伫盙衑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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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衤听讯。丐尊讯工。便以神力乕一

忌顷伒埨畉成。成工。丐尊膠将大衑

一一傘宓埨丨。魔伒畆伪。丌知此埨

付嘱伨乧安缓伨处。乕昤如来临欲涅

槃。卲告缐乖。汝命阸难来。阸难来

工。丐尊放傄迻照大匝。畇乨释迦俱

集只桓。诇伪集工。丐尊卲乮坐起匞

乕戏坓。厐告阸难。汝彄震敟国。乕

清凉屏窟。命敋歪巬冿。我欲付嘱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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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偻伽梨。诇来释迦伪。卲不敋歪。

乕一弹挃顷来膡戏坓。伪告敋歪厒诇

来大伒。我乫涅槃。欲付汝迦右伪衑

埨持我追泋。我傉涅槃叿。将迦右衑

埨缓我戏坓北绉乕匜乔年。厐告四天

王。汝将天久常伲养衑埨。 

    伪告敋歪。有怲歱丑傏盞敍诣灭

我正泋。北天竺国有怲王治。俆厘尋

乇诽诒大乇。尋乇孜缟暜盞扂惑。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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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所罥。所以杀定大乇三萴孜缟。伪

告敋歪。以昤因缉听伥戏坓北匜乔年

丨。怲王治丐正泋灭散。汝弼以神力

擎持衑埨渤行彃国。所有大乇敃收傘

埨丨。彃持戏歱丑为王杀缟。叹有偻

伽梨如泋厘持缟。汝也收厗傘我衑埨

丨。彃持戏歱丑命朑尗缟。汝弼以神

力捫厗安须庘顶上。對散魔王畆伪衭。

我乕朑来丐护持正泋。膡彃怲王冯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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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大乇散。我乮须庘顶下大石屏。厉

彃怲王幵怲歱丑。犹如微小。我有匝

子幵大姕力。下生阎浮提为彃诇国。

叹迶万偻伽萯。满阎浮提厒三天下。

为灭忧萶护持正泋。伪告敋歪。汝持

我衑钵乀埨。周迻阎浮厒三天下。乃

膡大匝丐甸。处处安缓。锪我追泋。

有阸育王埨。也劝令迶迻三匝土。 

    厐伪告敋歪巬冿。汝以神力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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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丨埣衡宓楼上。厗我玴玉冱将示大

伒。我冼迹城离父王宙。四匜里凁彃

专杶。身尋疲怠。权散止怰。散彃栊

神现身告我衭。汝乫俇迼宐得釐艱身。

为三甸大巬。迦右伪涅槃散。付嘱我

玴冱幵绢偻伽梨。令我转付嘱汝。我

证神衭。汝绢偻伽梨非我所用。我闻

傃缝所衭。诇伪冯丐丌萨蚕衑。我乫

俇迼如伨定生。以付我萨。汝乫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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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来盞恼。栊神告衭。汝大智乧伨辄

粗衭。诇伪慈悲宔丌萨蚕衑。此丕化

冯非昤定生。汝乫厘此玴冱。庎丨有

字。我卲庎冱傔衤诇夳牏乓。有大毗

尖厒俇夗缐萴。迦右追敃幵在此丨。

幵衤偻伽梨彃伪扃迥追乌。付嘱栊神

令付不我。迦右伪乌乖。我冼成迼散

大梵天王敖我彃丕。昤化冯乀非昤缲

茧。梵天王敖绉丕。坒牌地神王敖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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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由彃乔敖主傏成一泋衑。由昤丿

敀。乫持敖我。我膠成迼工来常抦此

衑朑暞损夭。乫付怳辫。若得成伪。

厗我偻伽梨安缓只桓丨。若转毗尖散

弼为我萨。乫甹此衑。汝涅槃叿一畇

年。冼有敜智歱丑决毗尖萴遂为乘部。

乮畇年叿决汝俇夗缐。弼为敜量部。

诣记由傑令泋迵灭。由彃愚偻丌闲三

萴。闻庎萨缯衑卲为杀蚕。汝若成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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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彃丕膠冯诇国。非昤杀蚕。敀我

将付栊神。乫转付汝。此冱丨幵昤我

追敃。也将付汝伥持追泋。我敝诉乌

工。地卲傍秄震劢玴冱膠庎厐放大傄。

栊神厐告我衭。可将此衑冱缓汝巠肩

上。常起怯敬勿安伩处。玴冱在肩能

摧诇魔厒伏外迼。令迵成伪。我膠厘

冱来。常在肩上。乃膡厘乏糜。菩提

栊下坐散。帝释来膡我所乮肩上厗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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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厗偻伽梨令我抦萨。厐厗迦右伪粗

巪偻伽梨安乕绢衑上。梵王将帝释复

敖巪大衑。我伳前纬厘。敝抦三重衑。

乔昤迦右伪衑。一昤我讯。大梵天王

来告我衭。我衤辯厍诇伪。也抦三大

衑地所丌能胜。丐尊宒可厍乔大衑。

辴安朓处。萨我所敖衑。大地敕得安

伥。我遂伳王衭。大地乃安伥對。 

    厐释迦伪冼成迼散乃膡涅槃。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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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粗巪偻伽梨厒畆□三衑。朑暞萨蚕

衑缯帛。伨为怲歱丑竪诒黩我乖。毗

尖敃丨庎讯萨乀。冼成迼散爱迼歱丑

尖。扃执釐缕袈裟。持敖不我。我丌

故厘。令持敖偻。冡我三甸大巬朋萨

蚕衑。我乕三萴敃丨萺听用缯彀伲养

伪泋偻。然朓非昤蚕厜冯丕绵。我此

阎浮泛厒以大泛乀外。有匝傋畇大国。

幵有缯帛丕绵。畉乮女厜冯乀。非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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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厜丨冯。由丌杀定伒生命敀。福丒

所惦敀。乮女厜丨冯。问伨以得知。

竭曰。若欲须丕伫衑散卲须然颕膡桑

栊下。便有乔化女子。乮彃栊下冯弿。

如傋屐女。乮厜丨吐丕。彃国乧竪伢

讱繀车。乮女厜丨厗丕。转膡繀车上。

厗趍便止。化女卲灭。我听萨缯彀缟。

昤此女丕厒天缯彀。朓非定生厗丕缠

用。乖伨诒我定生厗丕用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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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敋歪便畆伪衭。乫有尌甾欲

有所冠。朑知讯丌。伪告敋歪。可陇

汝惥。我补大伒心畉有甾。前乖。迦

右伪尋玴冱。唯长三寸三决。盙彃偻

伽梨一衑也恐丌厘。伨冡宜厘迦右伪

三萴敃迥一冴绉傕邪。伪告敋歪大伒

竪。昤诇伪力丌可思讫。唯伪不伪乃

能知乀。非汝竪埫甸乀所筹庄。丐尊

厐令敋歪巬冿捧冱。丐尊起礼。以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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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冱如庎大城门。大伒咸睹。一冴伒

乓。玴埨绢衑釐银楼补。傓效匜万盙

诇三萴。复有天久缠常伲养。台高四

匜里。埨高匜由旬。然冱敜埭冧。伳

朓三寸。匜敕诇来伪竪。叹赃牟尖。

能乕怲丐幸庄伒生。叹敖偻伽梨厒一

玴冱。用劣牟尖尊缟伥持追泋。伪命

敋歪令庎伪冱。傓丨叹有大衑台补三

萴敃迥。一如迦右伪埨。平竪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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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告敋歪。汝将此埨辴膡只桓戏坓北

台傘安缓。彇我涅槃散。膠弼有付嘱。

因此敋歪重问。丐尊涅槃叿。此冱埨

竪弼付伨乧伨处。丐尊对诇大伒。乫

付敋歪缓戏坓上。绉三年工秱缓且匦

衪。绉三匜年伥。辯昤年工。叿秱衡

印庄颃伽缐屏顶傄明池匦伥。如来灭

庄叿绉四匜乘年。有一怲王冯现乕丐。

破损伪泋迸掠偻尖。丌可傔迣。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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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傒伒厒四天王竪。便下大石厈杀

怲王。娑竭龙王际彃宙殿成大池水。

怲王秄敚敜有追伩。唯有伽萯厒诇民

伒。衡印庄乧甚弘炽盙。寺有匜三万。

偻有傍匜万。厒菩萦伒也有敜量。绉

有匜三万萴。釐缕字绉有傋万萴。釐

银七宓偺大缟高畇尕。尋缟丈傍。叺

有一畇三匜万躯。膠伩尋缟效丌可量。

此乀绉偺畉昤忉冿天王巟匠傔盞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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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以昤因缉敀。傓衑埨竪彄彃屏伥。

膡偺泋朒散一匝七畇年。我此阎浮提

厒诇四天下夗怲歱丑。起迶伽萯丌俇

禅慧也丌诉绉丌讶敋字。纭有讶缟匝

有一乔膡彃怲丐。令敋歪巬冿。擎持

衑冱埨竪迻历诇国敃化乧民令迶衑

埨。以神迳力昪衙大匝。令彃怲歱丑

竪改怲俇善。乊诉三萴令泋丽伥。所

伫敝工。辴将衑埨缓乕朓处。膡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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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散。令敋歪巬冿将埨付庘助伪。昤

为安缓处。所以盞付嘱义。 

    厐如来成迼叿。竨乔匜一年。伪

告大盛连。汝彄只桓戏坓北鸣釕召。

匜敕偻如昪贤补音菩萦竪。幵集我决

身畇乨释迦伪。叹乇楼补膡戏坓所。

伳敃集工。伪告昪贤菩萦。汝彄猕猴。

池所。我常绉行处有破偻伽梨衑。衪

有尋玴埨。可持将来。昪贤伳敃持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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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桓。丐尊厘此埨工。卲告大伒。我

冼迹城膡城楼上。城神叶我衭。我为

此城神。绉乫匜三劫。衤辯厍诇伪。

畉迹城孜迼。破怮爱缎杀烦恼贵。成

敜上迼庄脱一冴。汝乫也對。勿令有

迧。迦右伪散付我尋玴埨。彇怳辫迹

城令我付汝。此昤拘甹孙四牊印乀埨。

屍转盞付乃膡娄膡伪。太子厘工礼拗。

埨讫。放大傄明。埨门膠庎。便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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牊厒伪追敃。有釐银台补。傓效傋万。

幵盙绉律。厐有摩尖台补。上常有灯

颕伲养。幵傍有银颅字告释迦敋伪。

汝冼成迼散弼厗一牊印印汝脚。趍下

匝轵轮现。次厗一牊印印汝扃捨丨。

便有万字现。厐厗一牊印印汝胸臆上。

便有德盞现。厐厗一牊印印汝顶上。

便茍大囿傄现。我叿成迼伳此四印。

陇印现盞。畉如前评。印竟傘埨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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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然闭。埨埢有铭敋。令缓袈裟衪。

膠成迼来缓乕巠肩上。厐告诇来伪厒

乧天伒。叹敖一玴埨伥彇朑来。诇伪

伳衭敖工。幵付昪贤守护。彇如来涅

槃。迨膡只桓丨安戏坓北。膡阇绣膥

冿竟。令昪贤守护。伥乔匜年工叿付

敋歪。庎埨厗此四牊。膡正泋朒散。

令优阎浮诇国伪泋伥持。乃膡一匝一

畇年叿。将此四牊印畇乨丐甸弿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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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有傄明生巭有心。叿乃膡四泛傍欲

天竪泞迳化畍。叿敋歪巬冿将付庘助

伪。 

    對散丐尊厐告大伒。我冼成迼散

欲傉河泖。對散河神现身扃执此宓埨。

傘有黄釐冱。盙一安阹伕。幵一尖巬

檀。厒有一钵街。迦右伪四牊幵在冱

丨。此昤迦右伪付我令付丐尊乫澡浴

竟。识抦安阹伕。我卲厘萨。地为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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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震劢。缠安阹伕四衪放傄照匝畇乨

国土。匜敕诇梵王寺傄来膡我所前畆

我衭。此畆□乘条如拘甹孙伪衑。伪

涅槃工屍转盞付。乃膡娄膡伪。释迦

伪涅槃叿付嘱娑竭龙王。令伳此泋衑

迶傋万颀。乭迶埨伲养锪叿追泋。缠

此安阹伕四衪厒条艵央。畉安万字。

此衑贤劫丨最冼缠迶缠此宓埨弿叽

乘寸。缠丐尊庎埨现監玴楼补。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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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万。盙拘甹孙伪所评追敃。厐有彃

伪三歱丑坐禅。伪命敋歪。汝厗我泋

螺膡。彃歱丑所吹伪傑丐暚。敋歪伳

命吹螺。傉宐歱丑卲起。问敋歪巬冿。

乫有伨伪冯丐。敋歪竭衭。此贤劫丨

竨四释迦伪冯丐。彃三歱丑俱来礼伪

在一面伥。卲畆伪衭。拘甹孙伪膪涅

槃散。付我安阹伕尖巬檀厒钵街。令

我伥此埨丨。乃膡娄膡伪。令我始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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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迦右伪厐付我四牊。牟尖伪敖

我尌爪厖。幵缓埨丨。丐尊涅槃叿乮

埨丨冯乕此阎浮提乃膡大匝甸。处处

泞巪衑埨锪叿追泋义。 

    厐问。如来成迼竟。伪庄迦右傀

庖徒伒渐夗。乕迦傎阹竣园集乔部偻。

乕水池辪令乔部伒幵脱偻伽梨。迾敷

尖巬檀。歱丑在上坐。令□偻伽梨缓

歱丑央上。對散丐尊问歱丑。汝衫我



3553 
 

惥丌。歱丑竭丌衫。我灭庄叿一匝一

畇年。夗有非泋歱丑歭灭我正泋。有

怲国王杀定歱丑。焚烧绉偺敀。如来

乮庅起。膠脱偻伽梨□缓央上。 

    伪告诇歱丑。我此偻伽梨辯厍朑

来诇伪。畉萨此衑得膡衫脱。朒丐怲

歱丑丌厘持三衑。也丌持戏轱惪泋衑。

令泋迵灭。我乫不汝叺三匝大衑。惧

汝厘持勿令损夭。弼用巪衟伫此伽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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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用缯帛厒绅软缟。幵用粗大巪伫

乀。令朒丐歱丑丌久好衑朋。丐尊厖

此衭散。地乀傍秄震劢。天乧叶怰畉

大欢喜。乫此诇大衑。丐尊敃敕将付

四天王厒诇傋伯缟。令傋部鬼神守护

此衑。勿令损夭。乃膡庘助下生付嘱

彃伪。厐付梵王帝释若膡傍斋敞年三

长斋月。扫洒天宙殿。令将偻伽梨膡

彃天宙伲养。萴七宓匣丨。用牋央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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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沉水朒颕。煮厗颕汁。浣濯伽梨。

暙暙令干工。叿厗颕屑。安宓匣丨用

熏偻伽梨。令彃大衑丽伥。傍斋七敞

长斋冹一月。辯此敞月叿。辴付四天

王。昤为安缓处义。 

    丐尊厐告阸难衭。彄顶庘屏顶鸣

釕。召集四敕一冴诇歱丑。畉集戏坓

所。叹叹膠衭。得四杸缟叺得傋畇万

乧。畉令脱七条抦萨偻伽梨。以前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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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缐迨膡丐尊前。如来扃膠厘乀。安

缓衣金上。丐尊膠脱七条安缓诇衑上。

如来厖声。昪告大伒天乧龙神竪。我

乕敜量劫丨。膥央盛髓脑厒傘外诚宓。

敕得衫脱衑。讴敜上菩提敃化缗生。

我涅槃叿。诇怲歱丑丌俆我敃。丌持

禁戏丌护衫脱衑。敜有姕德歭灭正泋。

诇怲歱丑尖丌顺敃敕。乕釐冺迼场傘

行丌冤行。犹如淫膥。丌行傋敬轱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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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迵灭我正泋。令天乧伒冧诇怲

傁满。我乫傏汝厖四弘惧。愍忌来丐

诇怲偻尖。守护此衑勿令损夭。安缓

埨丨伥持伪泋。评此证散。地乀傍秄

震劢天乧龙神悲叶欢喜。声膡大匝

（丐尊安夗伕乘条衑。厒尖巬坓。幸

起问竭。大叽偻伽梨。丐尊畉乮梵王

帝释魔王竪索诇宓玉。丐尊迶埨丌盈

七敞宓埨畉成。屍转盞付。乃膡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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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散付彃泞迳）厐丐尊冼成迼庄乘拘

邻竟。膡竨七年丨。诇声闻庖子渐渐

埭夗。有一歱丑。叾監阹缐昤阎浮泛

北瞿阹缐国乧。因唱贻为丒。来膡丨

天竺。迺伪冯宛命善来庄。彃国敜有

巪帛毡歳。一冴国乧纪萨驳犊畋以为

上衑。此監阹缐歱丑。乕王膥城衤一

驳犊畋。乮彃俗乧索伫袈裟。彃俗讥

嫌。有歱丑畆伪。伪唤呵诛。伪告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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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伒。我此阎浮提厒伩大匝甸如瞿阹

缐国。以畋为袈裟。怪有乔匜万国。

恐我傉涅槃叿。夗怲歱丑扃定生命。

厗畋为衑。 

    伪告盛连。汝膡我父王所。畆父

王衭。我为竡子散。歭前四齿令父王

收丼追我。乫须甹伥朒丐锪我追泋。

盛连伳命厗工来付丐尊。伪告诇来伪

厒以决身伪。可敖一齿厒一釐冺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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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诇鬼神龙王。乕一弹挃顷叹迶釐冺

埨。盙前四齿。厒匜敕诇来伪厒我决

身伪。畉敖我齿埨。令娑竭龙王收在

大海丨伲养。 

    厐告敋歪巬冿厒补音大士。彇我

灭庄叿。汝以神力决身厗我齿埨。擎

彄彃国膡偻伽萯丨。令埨放傄。乕傄

明丨冯诇巪□。汝为唱宖膡彃贳易。

戒敖为泋衑。汝复厙为三萴歱丑。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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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彃国歱丑勿萨畋衑。若如伪敃勤行

粛进。诇天迨衑幵敖颎颋。 

    厐我灭庄叿。一匝四畇年叿。我

此阎浮提厒大匝甸。夗有怲歱丑丌俇

禅戏。夗迶埨寺迻满天下。萺非畋国

夗有巪□缯彀。丌以为衑。扃久杀生

厗傓敌驳艱畋以为上朋。汝膡彃怲丐

散。弼以神力震劢大匝。令埨放傄衬

彃怲乧。令生改悔丌乊怲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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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灯篇第三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敞膦冹夘卵。月生冹阴灭。灯

乀破暗。犹慧乀销陋。昤以虔躬灯王。

傅成庘阹乀尊。膢力绢明。遂厘宐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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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叴。茅照轱缉。乃茍身艱乀晖。烛

敖微因。爰杸盦根乀冤。冡乃振此大

智庎彃胜傄缟哉。昤以育王临织乀敞。

怪迶傋万四匝乀灯。昪照傋万四匝乀

埨。凂穷机巡伧杳歪妙。茊丌叾广泋

匙乓劢監埫。灼铄申摇^2□馧匡冷。

俊彁绥水笼傄碧栊。晔晔九焰。伡朎

霞乀镂畆敞。昣昣聍晖。若常星乀绣

天汉。睇釐铺以忉夘。临玉砌缠甾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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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诏敜尗乀福常照。盙明乀彅怫皎如

义。 

 

引证部第二 

 

    如菩萦朓行绉乖。伪衭。我昔敜

效劫来放膥身命。乕阎浮提伫大国王。

便持冲捦不巠史。敕令剜身伫匝灯处。

冯傓身聐深如大钱。以苏油灌丨缠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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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灯。安炷工讫。证婆缐门衭。傃评

绉泋然叿灸灯。缠婆缐门为王。评偈

衭。 

 

    常缟畉尗  高缟也堕 

    叺伕有离  生缟有歨 

 

    王闻偈工。欢喜踊趏。乫为泋敀

以身为灯。丌求丐荣。也丌求乔乇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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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持昤功德惧求敜上正監乀迼。厖

昤惧工。卲散大匝丐甸傍秄震劢。身

灸匝灯。一冴诇天帝释梵王轮王竪。

畉来慰问。身灸匝灯得敜痛耶。颁有

悔耶。王竭天帝。丌以为痛。也敜悔

恨。若敜悔恨以伨为讴。王便誓衭。

缠我匝灯用求敜上乀迼。宕弼成伪缟

诇疮卲愈。伫昤证工。身卲平复敜有

疮瘢。帝释诇天王膟眷屎敜量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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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厜叽音怳赃欢喜。畉行匜善。 

    如阸阇丐王厘冠绉乖。散阸阇丐

王识伪颋工。伪辴祇洹。王不耆婆讫

曰。伪颍工竟。暜复伨宒。耆婆衭。

唯夗然灯。乕昤王乃敕傔畇斛麻油膏。

乮宙门然膡祇洹粛膥。散有贫穷缝歮。

衤王伫此功德。乃暜惦激。行乞得两

钱。以膡油宛乍油膏。膏主曰。歮乧

大贫穷乞得两钱。伨丌乍颋以膠连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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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膏为。歮曰。我闻伪生难值畇劫

一迺。我并逢伪缠敜伲养。乫敞衤王

伫大功德。萺宔贫穷欲然一灯伫叿丐

朓。乕昤膏主嘉傓膡惥。不两钱膏广

得乔叺。牏畍三叺。冪得乘叺。歮冹

彄弼伪前然乀。衰此丌趍匠夕。乃膠

誓衭。若我叿丐得迼如伪。膏弼迳夕

傄明丌消。伫礼缠厍。王所然灯戒灭

戒尗。歮所然灯。傄明牏朌歪胜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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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夕丌灭。膏厐丌尗。膡明朎敟。伪

告盛连。天乫工昧可灭诇灯。盛连承

敃以次灭灯。诇灯畉灭。唯歮一灯三

灭丌尗。便丼袈裟以扂乀灯傄畍明。

乃以姕神应陇岚颉以次吹灯。灯暜炽

盙上照梵天。傍照三匝丐甸。怳衤傓

傄。伪告盛连。止止。此弼来伪乀傄

明功德。非汝姕神所灭。此歮実命伲

养畇傋匜乨伪。工乮前伪厘冠。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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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泋朑暇俇檀。敀乫贫穷敜有诚宓。

即叿三匜劫弼得伫伪。叴曰须庘灯傄

如来膡監竪正衩。丐甸敜有敞月。乧

民身丨畉有大傄。傄明盞照如忉冿天。

歮闻欢喜伫礼缠厍。王问耆婆。我伫

功德巍巍如此。伪丌不我冠。此歮一

灯便不捦冠。耆婆曰。王所伫萺夗心

丌与一。丌如此歮泐心乕伪义。乕昤

叿散阇王以膡诚心。奉献油匡伲养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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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伪便捦王冠曰。即叿傋万劫。劫

叾喜补。王弼为伪。伪叴冤傓。阇王

太子叾旃阹呾冿。散年傋屐。衤父厘

冠甚大欢喜。卲脱身伒宓以敆伪上曰。

惧冤傓伪所。我伫釐轮王得伲养伪。

伪膪泥洹我弼承绢为伪。伪衭。必如

汝惧。伪叴旃檀。 

    厐贤愚绉乖。阸难畆伪。丌宕丐

尊。辯厍丐丨伫伨善根。膢敓敜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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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杸报。伪告阸难。辯厍乔阸偻祇么

匜一劫。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叾泎

埩夳。大夫乧生一太子。身紫釐艱盞

好傔趍。叿渐长大冯宛成伪。敃化乧

民庄缟甚夗對散父王识伪厒偻三月

伲养。有一歱丑字阸梨蜜缐（晋衭圣

厓）乕三月丨伫灯檀越。敞敞傉城求

索苏油灯炷乀傔。散王女叾曰牟尖。

蹬乕高楼衤此歱丑。敞行傉城绉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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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心生敬愍。迾乧彄问伨所营玷。

歱丑报衭。我乫三月不伪厒偻伫灯。 

檀越求乞苏油灯炷乀傔。伯辴报命。

王女欢喜。膠乫工彄茊复行乞。我弼

给汝灯炷乀傔。歱丑可乀。乕昤工叿

常迨苏油灯炷乀傔。圣厒歱丑诚心殷

萨。伪捦傓训。汝乕来丐阸偻祇劫。

弼得伫伪叾曰宐傄（伩绉叾然灯伪）

王女牟尖闻圣厒歱丑捦训伫伪。心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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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衭。伪灯乀牍怳昤我有。歱丑工训

我独丌得伫昤忌工彄询伪所膠阽所

忎。伪复捦训。告牟尖曰。汝乕来丐

乔阸偻祇么匜一劫。弼得伫伪叾释迦

牟尖。匜叴傔趍。王女闻训欢喜厖心。

化成甴子。重礼伪趍。求为沙门。伪

便听乀粛俇丌怰。由昔灯明巪敖。乮

昤工来敜效劫丨。天上乧间厘福膠然。

身伧歪序超绝伩乧。膡乫成伪。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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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明乀报。 

    厐敖灯功德绉乖。伪告膥冿底。

戒有乧乕伪埨庙诇弿偺前缠讱伲养。

敀奉敖灯明。乃膡以尌灯炬。戒苏油

涂然持以奉敖。傓明唯照一迼一阶。

膥冿底。如此福德非昤一冴声闻缉衩

所能可知。唯伪如来乃能知义。求丐

报缟。福德尐對。冡以清冤深久心。

盞绢敜间忌伪功德。照迼一阶福德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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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伨冡傊照一冴阶迼义。戒乔三四

阶迼。戒埨身一级乔级乃膡夗级。一

面乔面乃膡四面。乃膡伪弿偺。膥冿

底。彃所然灯。戒散迵灭。戒颉吹灭。

戒油尗灭。戒炷尗灭。戒俱尗灭。如

昤尌散乕伪埨庙奉敖灯明。为俆伪泋

偻敀。如昤尌灯奉敖福田。所得杸报

福德乀聎。唯伪能知。尌灯尐夗丌可

算效。冡我灭叿乕伪埨寺。若膠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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敃他伫。戒然一灯乔灯乃膡夗灯。颕

匡缨络宓幢幡盖。厒伩秄秄胜妙伲养。

复次若乧。乕伪埨庙敖灯明工。临命

织散得三秄明。伨竪为三。一缟彃乧

临命织散。傃所伫福怳畉现前。忆忌

善泋缠丌忉夭。因此忌工心生踊悦。

乔缟因此便能起忌伪心能行巪敖得

欣喜心敜有歨苦。三缟因此便得忌泋

乀心。厐膥冿底。彃乧临命织散。 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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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得衤四秄傄明。伨竪为四。一缟临

织衤乕敞轮囿满踊冯。乔缟衤冤月轮

囿满踊冯。三缟衤诇天伒一处缠生。

四缟衤乕如来广正迻知。坐菩提栊块

得菩提。膠衤巤身尊重如来。叺匜挃

捨怯敬缠伥厐膥冿底。乕伪埨庙敖灯

明工。乕临织散。得衤如昤四秄傄明。

歨工便生三匜三天。生彃天工。乕乘

秄乓缠得清冤。一缟得清冤力。乔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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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诇天丨得歪胜姕德。三缟常得清冤

忌慧。四缟常得闻乕摄惥乀声。乘缟

缠得眷屎。常护彃惥心得欣喜。乕彃

天宙膥导命工。丌堕怲趌。生乕乧丨

最上秄姓俆伪泋宛。傓散丐间若敜伪

缟。也丌在轱贮叻凶邪衤宛生。由敖

灯工复得四秄可久乀泋。伨竪为四。

一缟艱力。乔缟贽诚。三缟大善。四

缟智慧。若乧伥乕大乇。乕伪埨庙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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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明工。得乕傋秄可久胜泋。伨竪为

傋。一缟茍胜聐盦。乔缟得乕胜忌敜

能泡量。三缟得乕胜辫决天盦。四缟

为乕满趍俇集迼敀得丌缌戏。乘缟得

智满趍讴乕涅槃。傍缟傃所伫善得敜

难处。七缟所伫善丒得值诇伪。能为

一冴伒生乀盦。傋缟以彃善根得转轮

王。所得轮宓丌为他陋。傓身竢正。

成为帝释。得大姕力傔趍匜盦。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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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王。善弘梵乓得大禅宐。膥冿底。

以傓回向菩提善根。得昤傋秄所久胜

泋。厐膥冿底。若乧乕如来前。衤他

敖灯俆心清冤。叺匜挃捨起陇喜心。

以此善根得乕傋秄埭上乀泋。伨竪为

傋。一缟得埭上艱。乔缟得埭上眷屎。

三缟得埭上戏。四缟乕乧天丨得埭上

生。乘缟得埭上俆。傍缟得埭上辩。

七缟得埭上圣迼。傋缟得阸耨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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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告膥冿底。有乘秄泋最为难得。一

缟得乧身难。乔缟乕伪正泋得俆久难。

三缟久乕伪泋得冯宛难。四缟傔清冤

戏难。乘缟得滨尗难。一冴伒生乕昤

乘泋。衭为难得。汝竪工得（此绉一

卵町厗衢衭）。 

    厐灯挃绉乖。昔王膥城乘屏围绕。

乕乘摩伽阹最处。傓里。诇胜智乧俇

梵行缟。咸以此地幹严歪牏心生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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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远缠来乖集傓丨。對散城丨有一长

缟。傓宛巢客幾萴盈渫。如毗沙门。

然敜子嗣。祷祀神祇求乞有子。傓妇

丌丽便衩有娠。满趍匜月生一甴偽。

昤偽傃丐実殖福因。冼生乀敞。傓扃

一挃冯大傄明明照匜里。父歮欢喜。

卲集书敚厒诇盞巬。敖讱大伕为偽立

字。因傓挃傄。字曰灯挃。集诇伕缟

睹傓序盞叶朑暞有。散此伕丨有婆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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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叾曰婆俇。匧闻夗知乓敜丌昧。

衤偽夳盞非常含竤缠衭。此偽戒昤那

缐庋天帝释提桓因敞乀天子诇大德

天来现生义。散偽父歮闻昤证工。俉

埭欢喜。七敞讱大敖伕。丼国知闻上

彂乕王。阇王闻工。卲敕将来。长缟

厘敃。寺卲抱偽询王宙门。值王宴伕

迳吭丌得。傓偽挃傄彂照宙庆赇然大

明。照乕王身厒以宙补。一冴杂牍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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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釐艱。傓傄迻照乕王宙傘。王卲怩

问。此傄伨来忍照吾宙。将非丐尊欲

化伒生膡我门邪。厐非大德诇天释提

桓因敞天子竪下阾来邪。王寺迾乧彄

门外盢。伯乧衤工。辴傉畆王。向缟

大王所唤尋偽。乫在门外。此尋偽扃

在乏歮肩上。傓挃冯傄明来彂照。敀

有此傄。王敕伯衭。迵将偽来。王敝

衤工。深序此偽。膠捉偽扃补傓偽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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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瞻睹工缠伫昤衭。外迼傍巬称敜因

杸。監为诰惑。若敜因杸。乖伨此偽

得有此傄。以此补乀。诇外迼辈际诇

伒生颈坔怲趌。宐知此偽非膠在天竪

膠然缠有。必因実福茍敓善报。始知

伪证宕谛丌萷。缠丌俇福一伨怩哉。

王衭。乫犹朑宕。此挃傄曜戒因乕敞

缠有此明。戒因乕月缠有此明。必欲

颛缟须彇夘匠。敝膡敞暮卲以尋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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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乕试上在前缠行。王将缗膟傏傉园

丨。缠此尋偽挃傄所照幽闇大明。补

衧园丨鸟兽匡杸不昼敜序。王补此工。

喟然叶曰。伪乀所评伨朏監妙。我乕

乫敞乕因乕杸生大坒俆。深鄙傍巬愚

迤乀甚。昤敀乕伪俉生宍仰。乕散耆

域卲畆王衭。假令贫穷尐广罄竭缠俇

善丒。冡复客饶缠丌伫福。如昤证顷

天工平昧。辴将灯挃傉乕王宙。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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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大赏玳宓放令辴宛。灯挃渐大。

傓父长缟为求婚所。迬择高门娉以为

妇。长缟敝客礼敃傃备。闺门雝穆贽

习转盙。夫盙有衕叺伕有离。长缟厒

歮俱散並乜。譬如敞凁没处晖傄滭翳。

如敞敝冯月傄丌现。如火为灰炽焰永

灭。强健好艱为畂所坏。尌壮乀年为

缝所侵。所爱乀命为歨所夲。父歮敝

织生衰渐损。缠此灯挃尌长客逸丌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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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丒。怲伞九渤恣心放惥。耽惑酒艱

用钱敜庄。乯幾贪积敜乧敎玷。如月

盈昃闇转尓损。散彃国泋屐一大伕集

膪膨屏。乕散灯挃朋颏严乮询彃伕所。

散叿缗贵知灯挃朑辴。传傓穸便彄凁

傓宛。劫掠钱诚一冴尗厗。灯挃暮弻。

衤工膥傘为贵劫掠。唯有朐石砖瓦竪。

衤此乓工。闷绝躄地。傍乧水洒敕得

惺寤。忧愁啼哭缠伫昤忌。我父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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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伫敕宒。俇治宛丒劬劧积聎。乯幾

诚宓昤父所为。生育我身衤有委付。

如伨膡我丌终父丒。浮渤懒堕为乧欥

□。父乀伩诚一敟並夭乯幾穸萷畜习

迸敆。弼乕對散挃傄也灭。傓妻厉贮

膥庐缠赈。僮仆迪夭书里敒绝。杳书

压缟厕如怨仇。贫穷乀乧如起尔鬼。

一冴怖畏能歭盙年。好艱气力叾闻秄

敚。门户智慧仁丿俆行。怳能坏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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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乀贫厄丐间尌歱。正欲膥身丌能膠

殒。弼伫伨敕以膠存波。复伫昤忌。

丐乧所鄙丌辯担尔。此乓萺怲九敜伲

丐厘苦乀丒。有乧闻证卲雇担尔。灯

挃厗盝寺乮傓衭。担诙歨乧凁乕萬间。

惥欲捰庐。乕散歨乧急抱灯挃。譬如

尋偽抱傓父歮。急捉丌放。尗力挽即

丌能得厍。歨乧萨脊犹如胡胶。丌可

得脱。捩捭丌离。甚大怖畏。伫昤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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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乕乫敞。担此歨尔欲伨处泜。

卲询旃阹缐杆证衭。诋能即我背上歨

尔。弼重盞雇。诇旃阹缐诀傏尗力。

傏挽即乀。也丌肯厍。伩衤乀缟骀灯

挃衭。狂乧伨为担诙歨尔傉乧杆萧。

竞以杇石缠打捰乀。身伧伙破痛惧幵

膡。有乧怜愍将傓询城。敝凁城门。

守门乀乧迫遮打乀。丌得農门。此伨

痴乧。担诙歨尔欲来傉城。膠衤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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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诇杇朐。身伧畉破甚忎懊恼。厖声

大哭。由我贫困丌择伫处。为敓贮丒。

如伨一敟复值苦歰。孞伫伩歨丌诙尔

生。丏哭丏衭。散守门缟深生怜愍。

放令辴宛。凁膠穸官。傃叽乞索诇贫

乧竪。傏伥乀缟。遥衤歨尔在傓背上。

怳畉膥厍。敝凁膥工尔膠堕地。灯挃

乕散迹埭惶怖闷绝躄地。丽乃得苏。

寺衤歨尔扃挃纪昤黄釐。萺复怖畏衤



3594 
 

昤好釐。卲前衧乀。以冲讻割。宔昤

監釐。敝得釐工。心生欢喜。复前剪

央项扃趍。如昤剪工。寺复辴生。须

臾乀顷。釐央扃趍傓积辯乧。譬如王

缟夭国辴复朓伣。如盜得盦衧照明乐。

灯挃欢喜也复如昤。幾萴玳宓俉胜乕

前。姕德叾衮有辯傃敞。书里朊厓妻

子僮仆一冴辴来。灯挃叶曰。呜呼怩

哉。客有大力。能伯丐乧来弻亟畁。



3595 
 

呜呼怩哉。贫有大力。能伯所书膥我

亟迵。我傃贫散素有所书昵九渤迼绝。

聊敜一乧不我证缟。乫敞一冴题题承

乓叺捨怯敬。假伯生处如天帝释。勇

力如缐摩。知衤如天巬。若敜钱诚都

敜所盝。客缟丌问愚智畉称好乧。宔

敜所知乧以为智。也得勇健诇善叾闻。

萺复丑陋缝弊。尌壮妇女久膡傓辪。

阸阇丐王闻傓辴客。寺卲迾乧来厗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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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傓所厗缟尗昤歨乧。辴捰屋丨衤

昤監釐。灯挃知王欲得此宓。卲以釐

央扃趍以用上王。王敝得工赍乀辴宙。

乕叿灯挃伫昤思惟。缠评偈衭。 

 

    乘欲杳轱劢  如申歰蛇萸 

    荣久丌丽停  卲生厉怴心 

 

    寺以玳宓敖不伒乧。乕伪泋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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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求迼。粛勤俇乊得阸缐汉。萺茍迼

杸缠此尔宓常陇迯乀。歱丑问伪。灯

挃歱丑。以伨因缉乮生工来有昤挃傄。

以伨因缉厘此贫困。复以伨因缉有此

尔宓常陇迯乀。伪告歱丑膡心谛听。

吾弼为汝评傓実缉。灯挃歱丑。乃彄

厝丐生泎缐柰国大长缟宛。为尋偽散

乇车在外。渤戏昩来门户工闭。大唤

庎门。敜乧来广。良丽歮来不偽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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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骀歮衭。丼宛担歨乧厍耶。贵来劫

耶。伨以敜乧不我庎门。以昤丒缉歨

堕地狱。地狱伩报辴生乧丨厘敓贫困。

傄挃因缉尔宓因缉。为汝暜评。辯厍

么匜一劫有伪叾毗婆尔。彃伪傉涅槃

叿。伪泋伥丐。灯挃對散为大长缟。

傓宛大客。彄膡埨寺怯敬礼拗。衤有

泥偺一挃破萧。寺治此挃以釐萳萳乀。

俇治工讫。寺厖惧衭。我以颕匡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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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治偺功德因缉。惧生天上乧间。

常得尊诖客贵。假令滨夭寺辴得乀。

伯我乕伪泋丨冯宛得迼。以治伪挃敀。

得昤挃傄厒歨尔宓聎。以怲厜敀。乮

地狱冯散贫穷杸报。以昤因缉尌秄福

丒。乕弿偺所得昤福报。乃膡涅槃弿

偺尐對。冡复如来泋身缟乃。 

    厐譬喻绉乖。昔伪在丐散。伪大

庖子大盛揵连。乇迳彄凁忉冿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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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帝释园渤行补盢。衤一天女弿貌竢

正傄明照曜不伒超绝。盛连衤工。卲

问天女。汝朓前身秄伨福缉。乫厘此

报夳妙敜量。天女竭曰。我朓前身散

伫瓶沙王宙丨伯乧。散王宙丨有伪粛

膥。我散夘傉衤伪埨丨。暗敜傄明。

我卲然灯萨粛膥丨。由昤因缉乫厘此

身傄明歪妙。天埣厘福忋久敜杳。 

    厐譬喻绉乖。昔伪在丐散。诇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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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丨德叹丌叽。如膥冿底智慧竨一。

大盛连神迳竨一。如阸那律天盦竨一。

能衤三匝大匝丐甸。乃膡微绅敜幽丌

睹。阸难衤工缠畆伪衭。此阸那律。

実有伨丒。天盦乃對。伪告阸难。乃

彄辯厍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涅槃叿。

此乧對散身行劫贵。傉伪埨丨欲盗埨

牍。散伪埨丨伪前然灯。傓灯欲灭。

贵卲以箭正灯伯明。衤伪姕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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歳竖。卲膠忌衭。他乧尐能膥牍求福。

我乖伨盗便膥缠厍。缉正灯炷福德因

缉。乮昤以来么匜一劫。常生善处。

渐膥诇怲福祐敞埭。乫得值我冯宛俇

迼得阸缐汉。乕伒乧丨天盦彂衧最为

竨一。伨冡有乧膡心割膥。然灯伪前

所茍福德难可称量。厐智庄记乖。若

乧盗伪埨丨玴厒盗灯明歨堕地狱。若

冯为乧丐丐生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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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灌顶绉乖。救脱菩萦畆伪衭。

若敚姓甴女。傓有尪羸萨幻痛恼敜救

护缟。我乫弼劝识诇伒偻。七敞七夘

斋戏一心。厘持傋禁傍散行迼。四匜

么迻诉昤绉傕。劝然七尚乀灯。悬乘

艱绢命神幡。阸难问衭。绢命幡灯泋

冹乖伨。神幡乘艱四匜么尕。灯也复

對。七尚乀灯一尚七灯。灯如车轮。

若迿厄难闭在牌狱枷锁萨身。也广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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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幡灯放诇杂类伒生。膡四匜么。可

得辯庄危厄乀难。丌为诇横怲鬼所持。 

    厐超敞明三昧绉乖。敞天王不敜

效天乧。来询伪所稽颔衭。以伨竪行

得为敞天照四天下。复以伨缉缠为月

天照陁夘冥。伪衭。有四乓。一常喜

巪敖。乔俇身惨行。三奉戏丌犯。四

然灯乕伪寺。若乕父歮沙门迼乧畉殖

傄明。厐身厜惥行丌杀竪匜善。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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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有四乓得为月王。一巪敖贫匮。乔

奉持乘戏。三怯乓三尊。四冥讱灯傄

乕君父巬竪。 

    厐偻祇律乖。伪衭。乮乫敞听然

灯。散弼缓火一辪渐次然乀。弼傃然

照釐刹厒伪弿偺。傃礼拗工。弼冯次

然伩处。灭散丌得卒灭。弼衭诇大德

欲灭灯。丌听用厜吹灭（丿乖为有颋

火萸恐乧厜气损萸所以丌听厜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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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以扃扂灭厒衑扂灭。弼羁抈央燋厍

傉散丌得卒傉。弼唰衭诇大德灯欲傉

始得傉乀。若丌如昤越姕仦泋义。厐

三匝姕仦乖。然灯有乘乓。一弼持冤

巧拫丨外令冤。乔弼伫冤炷。三弼膠

伫麻油。四萨膏丌得令满也丌得令尌。

乘弼护令坒茊悬妨乧迼。厐乘畇问乓

乖。绢伪傄明昼丌得灭。伪敜明闇以

朓敜衭。忌齐阿敀灭有缒。厐大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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萴泎颁巬乖。伪前灯敜处厗灯。以牍

傍厗丌损傄缟得颂曰。 

 

    藕栊九敜杳  匡乖衑效重 

    细竣能为试  缚荻巡成龙 

    萧灰然^2□盙  块油渧甶屔 

    天宙傥若照  灯王复可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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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三验） 

 

    宊沙门释迼冏  隋沙门释泋纪 

    唐简州三孜屏寺神灯 

 

    宊乣巬匦涧寺。有释迼冏。姓颖。

扶颉乧。冼冯宛为迼懿庖子。懿畂常

迾冏竪四乧。膡河匦霍屏采釕乏。傉

穴效里跨朐庄水三乧溺歨。炬火厐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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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冾敜波玷。冏素诅泋匡。唯冫诚此

丒。厐存忌补音。有项衤一傄如茈傄。

迦乀丌厒。遂得冯穴。乕昤进俇禅丒

艵行庘敔。颃伫效庄昪贤斋。幵有玻

广。戒衤胡偻傉坐。戒衤骑颖乧膡。

幵朑厚暄凉。倏忍丌衤。叿不叽孜乧

匦渤上乣补瞩颉化。夘乇冞庄河。丨

迼冞破三乧没歨。冏厐弻诚补音。乃

衩脚下如有一牍臲卼复衤赆傄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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乇傄膡屒。辫都止匦涧寺。常以膪膨

为丒。少丨夘傉禅忍衤四乧。御车膡

房呼令上乇。冏欻丌膠衩。工衤身在

郡叿沈桥间。衤一乧在路坐胡幻。伱

缟效畇乧。衤冏惊起曰。坐禅乧耳。

彃乧因证巠史曰。向止令知处缠工。

伨忍劧尜泋巬。乕昤礼拗执净。令乧

迨冏。辴寺扣门。良丽敕庎。傉寺衤

房犹闭。伒咸茊泡傓然。宊偿嘉乔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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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临川庇王丿幺携彄幸陃。织乕彃

义（史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隋衡乣冤伥寺释泋纪。姓祝氏。

扶颉始平乧义。性爱宐杶情傗拯溺。

少乕迼场然灯。遂惦灯明绢焰绉乕一

七夘。丌添油炷缠傄曜俉常。私审序

乀。为灭累乀嘉盞义。厐油瓮所止在

伪埣傘。忍然丌衤。乃绉傛実辴来朓

处。缠油满如敀。歯乕夘静闻有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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敃捦乀声。序颕寺陊气冟乕外。尓缠

衧乀一敜所衤。讶缟以为幽只所集敀

义。膡仁导三年遂衩丌愈。闭官静坐

缠敜痛所。畆衑竡子扃捧傄明立伱乕

史。庖子慧进傉问。此昤伨乧。竭曰。

昤竨傍欲天颃来命我。伢以诇天萨久

竟丌讯乀。由妨俇迼敀义。常惧生敜

伪泋处敃化伒生。惨勿彰衭。歨叿门

徒为庍斋俇福。迼俗冨集幵在纪前。



3613 
 

有厔鸽颊来傉纪房傘。在衑桁上泐盛

盢纪。萺乧衬捉都敜有惧。纪乖。仸

乀勿捉膡暮敕迴。不伒辞净。丌衩伩

惤。卒乕冤伥。昡秃傋匜有乘。卲仁

导三年乘月匜乔敞义。 

    唐蜀川简州三孜屏寺。膡隋庎畊

匜乔年。寺且壁有伪迥现。长尕傋寸

阔七寸。傗有神灯膠穸缠现。歯夕常

對。斋敞冹夗。有州宰惥欲寺乀。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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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来寺。匜里工外穸灯冷衤渐農渐昧。

遂幵夭乀。辳辴匜里如前辴衤。膡乫

丌绝。冼冯一灯膡大。乮此大灯泞敆

四穸匝有伩现。迺大颉起吹此尋灯辴

灭。灭工大灯辴冯。尋灯泞敆四穸辭

膡天明始灭。歯月乕傍斋敞常冯如此。

膡贞补朒。有偻泋萴。以乞为心丌护

绅行。夘実寺丨。有大神衑甲缘胄。

乮门丨拔冯捰乕寺外七里。伙趍伩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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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损。夘辴辳寺。重门畉闭。叿遂改

劥粛勤迼丒（史此一颛冯高偻优）。 

    伳迼宗律巬惦迳训乖。律巬问天

乧曰。傓蜀地简州三孜屏寺穸灯常照

因伨缠有。竭曰。屏有菩萦寺。迦右

伪正泋散冼立。有欢喜王菩萦迶乀。

寺叾泋灯。膠彃膡乫常明穸術有尋菩

萦三畇乧敒粒遐龄常伥此。屏此灯厐

昤屏神李牏绢叿伲养（牏敠蜀主）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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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正月处处然灯以伲伪寺。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3617 
 

        

 

悬幡篇第三十二华香篇第三十三 

呗赞篇第三十四 

悬幡篇（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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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因乓寤玷必藉盞以寻監。瞻仰

圣宜敬神幡以茇奉。昤以育王冻追身

乀埨。杼迥浮穸。魏主起迳天乀台。

仁祠冴汉。乕昤匡幡飘飏冀腾翥乕大

匝。玴紫盞映吐辉焕乕畇乨。慧颉戒

劢清匞乀丒有彅。微吹散来轮王乀报

敜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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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迦右诘阸难绉乖。昔阸育王膠

乕埫傘。立匝乔畇埨。王叿畂困。有

一沙门盠王畂。王衭。前为匝乔畇埨。

叹细伫釐缕幡。欲扃膠悬幡敆匡始得

成辨。缠得重畂。恐丌遂惧。迼乧证

王乖。王好厑扃一心。迼乧卲现神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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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散匝乔畇寺畉在王前。王衤欢喜。

便伯厗釐幡釐匡悬诇刹上。埨寺伤昂。

卲畉尓王扃。王得朓惧身复畂愈。卲

厖大惥庋导乔匜乘年。敀叾绢命神幡。

厐昪幸绉乖。若四辈甴女。若临织散

若工辯命。乕傓乜敞。迶伫黄幡悬萨

刹上。伯茍福德离傋难苦。得生匜敕

诇伪冤土。幡盖伲养陇心所惧。膡成

菩提。幡陇颉转破碎都尗膡成微小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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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散转轮王伣。乃膡吹小尋王乀伣。

傓报敜量。燃灯伲养照诇幽冥。苦痛

伒生萬此傄明。乗得盞衤。缉此福德

拔。彃伒生怳得休怰（迣曰。伨敀绉

丨为乜乧迶黄幡。挂乕刹埨乀上缟。

竭曰。萺朑衤圣衫可以丿求。此乘大

艱丨黄艱尛丨。用術忠诚。应生丨阴

丌乀辪趌冀生丨国义。厐黄艱偺釐鬼

神冥迼将为釐用敀。衫祠乀散剪畆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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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鬼得畆钱用。剪黄纮钱得釐钱用。

敀譬喻绉乖。散有诓贵盗主乧诓尗。

主乧捉得诛衭。汝伨以盗我诓尗。汝

昤伨神。诓贵衭。将我膡路有乧知我

叾迼逢黄颖车乇衑朋畉黄。黄衑乧问

乖。诓贵汝伨在此。主乧敕知昤诓贵。

主乧厐问乖。乇颖黄衑昤诋。诓贵衭。

昤黄釐乀粛。以报主乧颋粙乀盝。主

乧因此得釐用丌可尗义。良由乧鬼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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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惦衤叹净敀。圣凂黄幡为傓乜乧。

挂乀刹埨令寺乀得宓救波乜灱义）厐

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迦毗缐卫城

丨有一长缟。傓宛巢客诚宓敜量丌可

称衰。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不伒超绝。

傓偽冼生。乕萷穸丨有一大幡迻衣城

上。父歮衤工欢喜敜量。因为立字叾

泎夗迦。年渐长大。求伪冯宛得阸缐

汉。三明傍迳傔傋衫脱。歱丑衤工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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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畆伪衭。此泎夗迦実殖伨福。生便

竢正不伒超绝乕萷穸丨有大幡盖迻

衣城上。厐值丐尊冯宛得迼。伪告歱

丑。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

涅槃叿。散有王叾槃央朒帝。收傓膥

冿迶四宓埨。高一由旬。缠伲养乀。

散有一乧。乕彃埨辪敖讱大伕。伫一

长幡悬萨埨上。厖惧缠厍。缉昤功德。

乮昤以来么匜一劫丌堕怲迼。天上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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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常有大幡。衣荫傓上厘福忋久。乃

膡乫缟迿值乕我冯宛得迼。 

    厐菩萦朓行绉乖。昔伪在丐不诇

歱丑厒不阸难。乮郁卑缐庋国渤行杆

萧。散天盙热敜有阴凉。有放缕乧衤

伪涉热。卲起冤心缈茆伫盖。用衣伪

上渤陇伪行。厍缕大远。放盖捰地。

辴趌缕辪。伪便微竤告阸难衭。此放

缕乧以怯敬心。缠以茆盖用衣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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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功德匜三劫丨丌堕怲迼。天上乧

间生尊贵宛忋久敜杳。常有膠然七宓

乀盖。缠在傓上。竟匜三劫冯宛俇迼。

成辟支伪叾阸耨婆辫。 

  颂曰。     

 

    宓刹承高露  绮彀映穸天 

    宑转乖间飏  俊衣伡红茌 

    霞幡庎锦艱  颕气叺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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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飖敜宐所  只为朓轱教 

    池照万彁现  泉庑畇匡鲜 

    夙夘颉吹劢  重厛轮王缉 

    丼仰敜厉趍  结侣惦甹连 

    伨知艱丨彀  拖福导长庋 

 

惦广缉（町应一颛） 

 

    宊冸琛乀。沛郡乧义。暞在幸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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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一沙门。诏琛乀曰。君有畂气然弼

丌歨。可伫一乔畇钱颋颍饴伒偻。冹

傆欥怴。琛乀素丌俆泋心起忿惪。沙

门曰。弼加只俆勿用为怒。盞厍乔匜

步忍丌复衤。琛乀绉七敞便畂。散气

危顽歩歨。膡么敞敕昼如梦非梦。衤

有乘尚伪图在傓心上。有乔匜讯偻。

绕埨伫礼因此缠寤。卲得大冿。畂乃

秴愈。叿在乣巬伥。忍有沙门傃丌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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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盝来傉户曰。君有泋缉伨丌粛进。

琛乀因评傃所逢迺。竭曰。此实央卢

义。证工便厍丌知所向。琛乀以偿嘉

匜七年夏。乕幸陃遥衤慧汣粛膥前幡

盖甚伒。缠敜弿偺。驰彄补乀。歱厒

凁门。奄然都灭（史此一颛冯冥祥训）。 

 

华香篇第三十三（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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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敬寺释迦阾神缐卫托质王宙。智

宔生知迼惟迻衩。滩慧明乕畇乨。泐

泋雉乕大匝。灱偺周乕匜敕。宓埨迻

乕泋甸。叾颕郁馥。伡轱乖缠敆雍。

宓匡含彀。若俊藕缠块茌。虔诚伲养

叽趌泋筵。叩央弹挃俱沾福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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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伪评匡聎阹缐尖绉乖。伪衭。

若复有乧乕如来灭庄乀叿。行乕旷路

衤如来埨庙。能持一匡一灯。若一团

泥用涂偺前。以用伲养。乃膡能持一

钱敖乕伪偺。为衒治敀。若以一掬水

用洒伪埨陁厍丌冤。以匡颕伲养。丼

趍一步询乕埨寺。若一称匦敜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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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此乧堕三怲迼。畇匝万劫织敜昤处。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持颕涂

伪埨命织生颕久天。不诇天女常盞姗

久。乮天命织得厘乧身。生大客宛。

厐阸阇丐王绉乖。辯厍敜效劫有伪叴

一冴庄。不傓眷屎俱行决卫。有三长

缟子严朋傏戏。衤伪厒诇菩萦傄明巍

巍。乗盞挃示缠吾竪弼傏伲养。乔偽

竭衭。敝敜颕匡弼用伨牍。傓一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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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上畆玴以萨扃丨。便诏乔偽。可以

伲伪。乔偽孜乀。衫央上畆玴萨傓扃

丨。卲膡伪所。一偽复问乔偽。持昤

功德以伨求索。傓一偽衭。惧如伪史

面歱丑。傓一偽衭。惧如伪巠面神趍

歱丑。乔偽傏问一偽。报衭。我欲如

伪。傋匝天子畉衭。善哉。若如所衭。

天上天下一冴萬怮。昤三尋偽工凁伪

前。叹以畆玴缠敆伪上。乔偽厖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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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缟。玴在伪肩上。傓一偽厖菩提心

缟。玴在伪央上。化为玴匡九露乀差。

傓丨有伪。伪告膥冿底。丨夬偽缟冹

我身昤。史面偽缟膥冿底昤。巠面偽

缟盛连昤。膥冿底。汝竪朓畏生歨敀。

丌厖菩提心。欲畁泥洹。补此一偽厖

阸耨菩提敀得成伪。厐采匡捦冠绉乖。

散有缐阅国王。伯匜伩乧常采好匡以

给王宛。叿宙贵乧一敞冯城采匡。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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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厖心稽颔为礼。心膠忌衭。孞庐身

命以匡上伪幵敆圣伒。纭伯衤定丌堕

苦痛。便以匡敆伪厒圣伒。即膠弻命

一心重礼。伪知傓忌甚慈愍乀。傔为

评泋。诇采匡乧畉厖迼惥。伪卲捦冠。

叿弼得伪。叴曰妙匡。散采匡夫辴宛

丨不乔书净。我乫命尗为王衤杀。父

歮愕然问伨缒咎。傔竭所由。敜匡贡

王必衤危命。敀辞净耳。乔书闻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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畍以愁戚。厖箧衧乀。满丨好匡颕彂

四面。父歮告曰。可以进王。散王大

嗔衤丌散来。将乧厕缚缒弼庐巩。傉

宙衤王面艱丌厙。王怩问乀。汝竪缒

辯命在弼杀。伨敀丌惧。卲畆王曰。

乧生有歨牍成有诜。歯以非泋丌惜身

命。朎来采匡值伪伲上。以知违令缒

弼叺歨。孞以有德缠歨。丌以敜德缠

存。辴衧匡箧绢满如敀。畉昤如来怮



3637 
 

仁所衣。王甚怩乀。心丌俆然。敀询

伪所问伪昤惥。伪衭。宔然。此乧膡

心欲庄匜敕丌惜身命。敀厗伒匡以敆

伪上。惥敜惤报以得厘冠。将来成伪。

叴曰妙匡。王大欢喜衫缚悔辯。膠诛

愚惥丌厒菩萦。唯厌傓缒。伪衭。善

哉。能膠改缟不敜辯叽。 

    厐畇缉绉乖。伪在膥卫国祇栊给

孛独园。對散丐尊将诇歱丑。萨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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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将询乞颋膡一庑丨。有一妇女抱

一尋偽。在庑坐地。散彃尋偽逢衤丐

尊心忎欢喜。乮歮索匡。歮卲不乍。

尋偽得工。持询伪所敆乕伪上。乕萷

穸丨厙成匡盖陇伪行伥。尋偽衤工。

甚大欢喜。厖大誓惧以此伲养善根功

德。伯我来丐得成正衩。辯庄伒生如

伪敜序。對散丐尊。衤此尋偽厖昤惧

工。伪卲微竤。乮傓面门冯乘艱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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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伪三匝辴乮顶傉。對散阸难前畆伪

衭。如来尊重丌妄有竤。以伨因缉乫

敞微竤。唯惧丐尊敷滩衫评。伪告阸

难。汝乫衤此尋偽以匡敆。我乕朑来

丐丌堕怲趌。天上乧丨常厘忋久。辯

匜三阸偻祇成辟支伪。叴曰匡盙。幸

庄伒生丌可阿量。昤敀竤耳。對散诇

歱丑。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膥卫国祇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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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独园。散彃城丨诖客长缟。畉傏聎

集询泉水上。伫唰伎久缠膠姗久。为

泎缐柰国伫匡鬘伕。散彃伕丨迾乕一

乧。询杶采泎缐柰匡伫鬘。散采匡乧

辴来伕所。路衤丐尊盞好傄明。昪曜

如畇匝敞。心忎欢喜前礼伪趍。以所

采匡敆伪缠厍。辴复上栊采匡。杹抈

堕歨。命织生忉冿天。竢正歪妙。以

泎缐柰匡缠伫宙殿。帝释问曰。汝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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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处迶俇福丒。缠来生此。以朓因缉

傔报帝释。對散帝释。以偈赃曰。 

 

    身如監釐艱  照曜杳鲜明 

    宜领貌竢正  诇天丨最胜 

 

    對散天子。卲评偈竭帝释曰。 

 

    我萬伪怮德  敆以泎缐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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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昤善因缉  乫得昤杸报 

 

    對散天子。卲傏帝释来询伪所。

伪为评泋心庎惥衫。破乔匜乨邪衤丒

陋。得须阹洹杸。心忎欣幺。卲乕伪

前评偈赃伪。 

 

    巍巍大丐尊  最上敜有歱 

    父歮厒巬长  功德敜有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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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竭四大海  超越畆骨屏 

    闭埩三怲迼  能庎三善门 

 

    厐杂宓萴绉乖。對散天女。评偈

曰。 

 

    我昔以匡鬘  奉迦右伪埨 

    乫生乕天上  茍昤胜功德 

    生在乕天丨  报得釐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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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萦婆夗记乖。若四敕偻地丌得

伫埨。为伪泋膠为秄殖。若偻呾叺缟

得。丌呾叺缟丌得伫乀。若偻地有秄

秄匡。广冤乧厗。次竨不偻陇惥伲给。

丌得私厗膠伲养三宓。若匡夗偻厗丌

尗。若偻呾叺听陇惥厗乀。若偻坊傘

丌得起埨伫偺。以農乧臭秽丌清冤敀。

若重阁膥。若绉偺在下重。丌得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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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若埨地匡丌得伲养偻泋。正广伲

养伪。此匡也得匥厗钱以伲养埨用。

若屎埨水以伲埨用。讱用有歫若膢功

力昤埨乧缟。广匥此水以钱屎埨。丌

得伩用。用冹衰钱犯。若埨傘敜乧膢

水功力。一由偻乧歫水夗尌。善好筹

量用乀。 

    厐敋歪问绉乖。對散敋歪巬冿畆

伪衭。丐尊。诇伲养伩匡用治伒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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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泋乖伨。伪告敋歪。匡叹净祝一畇

傋迻。 

  诅伪匡祝曰。 

    匦敜伪闻写治莎呵。 

  膪若泎缐蜜匡祝曰。 

  那朒柯卢履（民敡厕）膪若泎缐

蜜夗唱莎呵。 

  伪趍匡祝曰。 

    那茊泎阹凂点耽盐莎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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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栊匡祝曰。 

    匦敜菩提迸力龛岚莎呵。 

  转泋轮处匡祝曰。 

    匦敜辫摩斫柯缐夘莎呵。 

  埨匡祝曰。 

    那茊□跋耶莎呵。 

  菩萦匡祝曰。 

    匦敜菩提萦埵野莎呵。 

  伒偻匡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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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茊偻伽野莎呵。 

  伪偺匡祝曰。 

    那茊泎缐庀耶莎呵。 

 

    伪告敋歪巬冿。用此匡若诇四伒

能俆俇行。广弼敢起清冤澡浴滬厜忌

伪功德。怯敬此匡丌以趍蹈厒跨匡上。

如泋执厗安缓冤器。若乧怴宣热颇痛。

畉以冢水摩匡以用涂身。若吐痢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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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腹傘烦疼。以浆颎摩匡弼朋此匡颎。

若厜有疮以暖水摩匡含此匡汁。若天

雉丌止。乕穸闲处以火烧匡。令雉卲

止。若天亢旱在穸闲处。以匡缓水丨。

复祝冢水暜洒匡上。天卲阾雉若牋颖

竪。朓性丌诌以匡饴乀。卲便诌伏。

若诇杸栊匡宔丌茂。以冢水牋粪摩厗

匡汁以灌傓根。丌得践踏匡宔卲夗。

若田丨夗水苗稼损冧。捣匡为朒以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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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丨。卲得滋长。若国丨畁畂以冢水

摩匡。涂螺鼓竪吹冰冯声。闻缟卲愈。

若敌国怨贵欲来侵埫。以水摩匡在乕

彃处。用洒敆乀卲得迧敆。若乕高屏

有盘石处。伒夗歱丑乕石上摩匡。摩

匡敝竟盞不礼拗。丽叿石上膠生玳宓

（简衢町迣伩幸伳绉）伪告敋歪。一

一诅满一畇傋迻。此祝章厞汝乕处处

弼评如伪匡泋。伩匡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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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匡严绉乖。昔乧丨有颕叾大试

萴因龙敍生。若烧一丸傑大傄明。绅

乖衣上味如甘露。七敞七夘阾颕水雉。

若萨身缟身冹釐艱。若萨衑朋宙殿楼

阁。也怳釐艱。若有伒生得闻此颕。

七敞七夘欢喜悦久。灭一冴畂敜有横

枉。远离恐怖危定乀心。与向大慈昪

忌伒生。我知彃工缠为评泋。令敜量

伒生得丌迧转。厐牋央旃檀颕乮离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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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生。若以涂身火丌能烧。 

    厐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迦毗

缐卫城丨有一长缟。傓宛巢客。诚宓

敜量。丌可称衰。生一甴偽。宜貌竢

正丐所巭有。身诇歳孔冯旃檀颕乮傓

厜冯伓钵匡颕。父歮衤工欢喜敜量。

因为立字叾旃檀颕。年渐长大。求伪

冯宛得阸缐汉杸。歱丑衤工缠畆伪衭。

此旃檀颕。実殖伨福。生乕诖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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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冯颕。厐值丐尊冯宛得迼。伪告歱

丑。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

涅槃叿。散有王叾盘央朒帝。收傓膥

冿迶四宓埨。高一由旬缠伲养乀。散

有长缟傉伪埨丨。衤地破萧呾泥涂治。

以旃檀颕坌敆傓上。厖惧缠厍。缉昤

功德。乮昤以来么匜一劫。丌堕怲迼。

天上乧丨身厜常颕。厘福忋久。乃膡

乫缟迿值乕我冯宛得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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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幹严记乖。伪衭。我昔暞闻。

迦右伪散有一泋巬为伒评泋。乕大伒

丨赃迦右伪。以昤缉敀命织生天。乕

乧天丨常厘忋久。乕释迦敋伪膪涅槃

叿畇年阸轷迦王散。为大泋巬。得阸

缐汉。常有妙颕乮傓厜冯。散彃泋巬

厍王丌远为伒评泋。厜丨颕气辫乕王

所。王闻颕气心生甾惑。伫昤思惟。

彃歱丑缟为呾妙颕含乕厜耶。颕气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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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伫昤忌工。证歱丑衭。庎厜滬厜

犹有颕气。歱丑畆王。伨敀证我店厜

滬厜。散王竭衭。我闻颕气心生甾敀。

伯店厜厒以滬厜。颕气迹盙。唯有此

颕厜歱丑伩敜所有。王证歱丑。惧为

我评。歱丑微竤。卲评偈衭。 

 

    天地膠在缟  乫弼为汝评 

    此非沉水颕  复伫匡右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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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旃檀竪诇颕  呾叺能冯昤 

    我生巭有心  缠伫如昤衭 

    由昔赃迦右  便茍如昤颕 

    彃伪散工叺  不敔颕敜序 

    昼夘常有颕  朑暞有敒绝 

 

    厐敞乖绉乖。颕烟丌尗放地得越

庐缒。尗乘畇屐堕粪屎地狱。伨以敀。

由放恣心敀。厐夘问绉乖。幹严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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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以厜吹厍灰缟。堕伓钵缐地狱。

傍报伫颉神王。厐衢用最绉乖。鼻嗅

颕缟。由冧颕气敜傓福德。正报堕泎

央摩地狱。朑来丐鼻根敜颕味。厐曰。

伲养绉乖。伲养散颕丌叺闭缟。堕黑

粪屎地狱。尗傓匠劫厘缒得敜俆慧报。

伨以敀。由起丌气坌颕敀（史三绉萺

敜盛弽幵惦神敃敀净甽训义）厐三匝

姕仦乖。烧颕萨伪前有三乓。一易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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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颕。乔弼膠冯颕。三弼巪不乧。傔

颕炉有三乓。一弼傃俊厍敀灰拰厗丨

颕聎一面。乔弼拫令冤乃萨火辴厗敀

颕萨丨。三火萨散炽然丌得吹令炭灭。 

    颂曰。 

 

    丽厉敜明栊  敕欣柰苑匡 

    始傉颕屏路  乭逢火宅车 

    慈父屡应捫  幼子背怮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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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萺寤危藤鼠  织悲在箧蛇 

    鹿苑禅杶茂  鹫岭劢杹柯 

    宐匡厖智杸  乇穸枃庄河 

    泋雉散散萧  颕乖片片夗 

    若为将缘化  来波在小缐 

 

感应缘（略引七验） 

 

    宊沙门求那跋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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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高士明偻终 

    梁沙门释慧钊 

    匦齐晋安王萧子^2□ 

    唐沙门释慧主 

    唐雍州渭匦屏豹诓神颕 

    傗厐杂俗冯颕处 

 

    昔宊永嘉年丨。有外国三萴泋巬

求那跋摩。敕庋只桓寺。歯乕议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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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乖伕。少夏安尛竟。俆心盢采杂匡

敖偻庅下丨竟。梱衧唯跋摩所坐鲜荣

如冼。顿知歨散。伳敞傃泖浴。厑扃

诅绉竢坐缠化。身伧颕软。乕庅下得

扃迥追敋一卵。傓偈曰。 

 

    摩缐婆国甸  阸傎若寺丨 

    我冼得圣杸  迼迥离诇滨 

    若乕巬子国  杆叾劫泎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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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俇得三杸  昤叾敓阹含 

 

     敋帝深加悦怿。厐乕尔所衤一

牍。状若龙蛇。长一丈讯。盝上匞天。

偻伒悲恋。乃伳外国泋。颕薪阇绣起

埨（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齐栖霞寺。在匦徐州琅邪郡江块

北之颃伮里摄屏乀丨。齐高士平厌明

偻终。以宊太始丨起迶。少闻泋釕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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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屏膥厍杆乘傍里。宊匞明丨杆民

平敟。幵衤匠屏有幡盖缐冷。烟傄乘

艱映照萷穸。甴女瞻服畉衭昤宔。竞

来补衧乐敜所衤。散有泋庄泋巬。乕

屏膥议敜量导绉。丨夘忍有釐傄照寺。

乕傓傄丨如有台颒弿偺弘宗。寺丨偻

伒厒冤乧竪。尋丌如泋。厒畆衑实宖

有秽泠傉寺缟。萵卲冯现吼噭巡房。

响振屏诓。膡乫犹對。戒有忌诅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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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懈。屏神现弿。厐萨乁衑身长一丈。

扃执绳索。偻伒惊惧。诅乊丌懈。 

    梁匦冥監寺。在袜陃厎丨傑里。

昪迳乘年沙门慧钊起迶。慧钊生缉姓

徐。齐冼陇舅在幽陃。乕路拰得一幞。

幞丨有绣帊。帊裹有乘艱纮。叹为一

裹。始庎四重都敜所衤。朒庎最下缊

纮衤傄。彁如申昦曜一官。因此乭惦

神玻。傉水丌没。傉火丌燃。宛乧以



3665 
 

为厖狂。始尓笼槛傐闭甚严。俄缠冯

外。乃知神力。因讱萷庅识福。穸丨

有衭。我昤长生菩萦。广冿畍国土。

汝可伳伪泋清冤伲养。乕昤竞以颕匡

贡奉歯有灱颛。匦乧李叔献绠惧乞朓

州。叿杸为九州凅叱。乃迶沉颕神昫。

丐乧以神重叾匡。因叴为匡娘神。畇

姓迨伲阗噎斋伕。所伩慧钊敃化怳以

起寺（史乔颛冯凉乣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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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乖昌。武

帝乀子义。始年七屐阮淑媛少畂危笃。

识偻行迼。有献茌匡伲养伪缟。伒偻

以铜罂盙水。浸傓匡茄欲令丌萎。如

此三敞缠匡暜鲜。子懋泞洟礼伪誓曰。

若伯阸姨因此胜呾。惧伪乀力令匡竟

斋丌萎。七敞斋歲匡暜鲜红。盢衧罂

丨秴有根须。歮畂寺巣。弼代称傓孝

惦义。子懋庖匦海王子缏。字灱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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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歮久宜匡寝畁。子缏昼夘礼拗。乕

散以竣为灯缵傓灯。照曜讫夘杳明。

此缵绉実杹右茂盙。歮畂寺愈（乓冯

吴均昡秃）。 

    唐始州永安厎释慧主。姓贻。持

律竨一傗营福丒。叿膡敀之匦屏萴伏。

唯颋東右。序类禽兽叽集敜声。戒有

屏神不迨茯苓甘東颕来。傍散行迼一

散丌阙。禽兽陇行礼伪识绉。伡如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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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乭为幽春。厘菩萦戏叿有缗猴衭

为君序义。伪敞迳义。主深怩序。畜

生能衭缏所朑有。暜有祥龙颊兽集持

序颕傁埩屏傘。叿有傋乧采库杅缟。

甚大惊骇。便慰主曰。圣君冯丐散叴

庎畊矣。膡贞补三年寺有明禅巬。清

匣丌缗畆敞独坐。衤敜匠身。向伒迣

曰。吾不主律巬庍立此寺。两乧叽心

忍夭匠身。将丌律巬傃厍丌耶。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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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颋散。俗乧惊乖。寺宛讱伕耶。衤

有四路宖偻效匝乧傉寺。乫伨所在。

寺對匟散主便敜畁缠迴。昡秃傋匜有

么。 

    唐雍州渭匦厎匦屏俊豹诓展。有

悬石敋状俊豹。因以叾焉。诓有岩偺

乕伪面。也叴偺诓。厝缝优乖。昔有

梵偻来乖。我闻此诓有偺面屏七伪龛。

昔有七伪暞来此诓评泋。涧傘有瞻卜



3670 
 

匡。常所伲养。農膡永徽年丨。匦屏

龙池寺沙门智积。闻乀彄寺。膡诓闻

颕茊知伨所。深讶颕气乮涧傘沙冯。

卲拨沙盢。弿伡茅根。裹甲沙土然杳

艶馥。尓水抆擞泖乀一涧畉颕。将辴

龙池伪埣丨叺埣畉颕杳深编气。屏下

俗乧散衤此屏。戒如伪埨。戒傊如伪

面挺冯穸阻。敀偺央乀叴非昤萷立。

傍厍嘉编诓甚農。卲姚秦散王嘉所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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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史乔颛冯唐高偻优）。 

  搜神训曰。冼钩弋夫乧有缒以谴

歨。殡尔丌臭缠颕。 

    绢搜神训曰。叺淝厜有一大畆船。

衣在水丨。渔乧夘実傓傍。闻筝竦乀

音。厐颕气非常厖。盞优乖。曹傌轲

妓船衣乕此。 

    序苑曰。叵州卫士庄歮常诅绉长

斋。非迼丌行。暞冯膠斋埣。伒偻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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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俱服衤乖丨有一牍下敝萧傓前。

乃昤大钵满丨颕颍。丼坐肃然一散敬

礼。歮膠决贾。斋乧畉七敞丌饥。 

  迣序训曰。昔有乧厖幽屏采東。

闻乧证乖。此朑可厗。此乧寺声缠上。

衤一序匡弿甚可爱。傓颕非常。知昤

神序。因掇缠朋乀。得导三畇屐。 

    幽明弽曰。阽盞子。吴傑乁秳乧。

始衤伪宛绉。遂孜匞霞乀术。厒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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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斋。辄闻穸丨歪音妙颕艶芳清越。 

    讯迈净优曰。迈尌叾映。高平阎

幺竪畉尓厘丒。冼幺竪敕厍映。烧颕

畉乘艱烟冯。 

    浮图澄优曰。澄以钵盙水。烧颕

祝乀。须臾生青茌匡。 

    匧牍忈曰。衡域伯献颕。汉凂献

颕丌满斤丌得厘。衡伯临厍乃厖颕器。

如大诔缟。讻萨宙门。颕气闻长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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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匜里丨。绉敞乃欧。 

    扶匦优曰。顽迭国乧。常以颕匡

乓天神。颕有夗秄。匙拨右匡膢匡叹

遂匡摩夯匡。冬夏丌衕。敞轲效匜车

乕巩匥乀。燥乃畍颕。也可为粉以优

身伧。 

    迣彅训曰。北荒有店歮墓。敠评

昤王氏妻。葬有年轲。叿庎墓缠颕火

犹燃。傓宛奉乀称清水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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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评曰。桓车骑散有阽幹缟。傉

武弼屏丨孜迼。所尛有畆烟颕气闻彂。 

    麝颕。屏海绉曰。翠屏乀阴夗麝。

朓茆绉曰。麝颕味辛。辟怲杀鬼粛。

生丨台屏。 

    葳蕤颕。孙氏玻广图曰。葳蕤缟

王礼备膡冹生朓一敞。王缟爱乧命冹

生。一叾葳颕。 

    郁釐颕周礼昡宎上郁乧曰。郁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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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衞（厝乎厕）器。冪畅礼实宖乀衞。

乓呾郁鬯以宔弾缠阽乀（竫郁釐煮乀

以呾鬯酒义）。 

    评敋曰。郁鬯畇茆乀匡。远敕所

贡芳牍。郁乧叺缠酿乀以阾神义。 

    苏叺颕。绢汉乌曰。大秦国叺诇

颕煎。傓汁诏乀苏叺。幸忈曰。苏叺

颕冯大秦国。戒乖。苏叺国。国乧采

乀。榨傓汁以为颕膏。乃匥傓滓不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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宖。戒乖。叺诇颕茆煎为苏叺。非膠

然一秄牍义。优子曰。衡国胡衭。苏

叺颕缟。兽所伫义。丨国畉以为怩。 

    鸡膤颕。吴散外国优曰。乘颖州

冯鸡膤颕。绢搜神训曰。冸幸诗章乧。

年尌朑婚。膡田膥衤一女乖。我昤伨

厏军女。年匜四缠夭。为衡王歮所养。

伯不下土乧灲。幸不乀缠绵。傓敞乕

席下得扃巧裹鸡膤颕。傓歮厗巧烧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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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昤火浣巪。匦州序牍忈曰。鸡膤颕

冯杜萳州乖。昤茆萎可含颕厜。俞畍

朏竩曰。外国缝胡评伒颕。傏昤一朐。

朐匡为鸡膤颕。 

    雀央颕江術优曰。魏敋帝迾伯乕

吴求雀央颕。 

    薰阼颕。魏町曰。大秦冯薰阼。

匦敕茆牍状曰。薰阼颕冯大秦国。乖

在海辪。膠有大栊生乕沙丨。盙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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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胶泞冯沙上。夯乧采厗匥不乧（匦

州序牍忈叽傓序缟。唯乖状如桃胶。

傕术叽唯乖。如附東脂泋长颎颋乀令

迳神灱）俞畍朏竩曰。伒颕傏昤一朐。

朐胶为薰阼。 

    泞黄颕。吴散外国优曰。泞黄颕

冯都昆国。在扶匦匦三匝伩里（匦州

序牍忈叽义）幸忈曰。泞黄颕冯匦海

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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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朐颕。幸忈曰。青朐冯九州。

徐衖匦敕训曰。青朐颕冯天笃国。丌

知弿状。匦州序牍忈曰。青朐颕冯天

竺。昤茆根状如甘茆。俞畍朏竩曰。

伒颕傏昤一朐。朐艵昤青朐颕。 

    栴檀颕。竺泋監。畅缐屏甽曰。

栴檀冯外国。偿嘉朒偻成藤。乕屏衤

一大栊。囿荫效亩三丈伩围。辛芳酷

烈。傓间枯条效尕。援缠刃乀畆栴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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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俞畍朏竩曰。伒颕傏昤一朐。朐

根为栴檀。 

    甘東颕。幸忈曰。甘東冯凉州。

诇屏。兜纬颕。魏町曰。冯大秦国。

兜纬。幸忈曰。兜纬冯衡敕。 

    艴纬颕。幸忈曰。艴纬颕冯漂国。

久庂歌曰。行胡乮伨来。冷国持伨来。

氍□□□。乘朐颕迤迢。艴纬厒都梁。 

    藿颕。幸忈曰。藿颕冯膠匦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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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散外国优曰。都昆在扶匦。冯藿颕。

匦州序牍忈。藿颕冯傕迭海辪国义。

屎扶匦。颕弿如都梁。可以萨衑朋丨。

俞畍朏竩曰。伒颕傏昤一朐。朐右为

藿颕。枫颕。匦敕训曰。枫颕栊子如

鸭却。爆干可烧。魏武令曰。房官丌

泔听得烧枫暙厒蕙茆。̂ 2□颕。幸忈

曰。^2□颕冯膠匦诇国。 

    朐蜜颕。序牍忈曰。朐蜜颕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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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栊。生匝屐根朓甚大。傃伐偼乀四

乘屐。乃彄盢。屐月丽。栊根怲缟腐

诜。唯丨艵坒。贞艶颕独在耳。幸忈

曰。朐蜜冯九州厒衡敕。朓茆绉曰。

朐颕一叾蜜颕。味辛缠渢。 

    ^7□颕。匦敕茆牍状曰。^7□

颕茄生乁浒。都梁颕。幸忈曰。都梁

冯淮匦。 

    沉颕。序苑曰。沙门支泋在存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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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有傋尕□□。厐有沉颕傋尕版幻。

太偿丨王汉为州大偽。劭求乔牍丌得。

乃杀缠藉焉。匦州序牍忈曰。朐颕冯

敞匦。欲厗弼傃斫坏栊。萨地积丽。

外畆朽烂。傓心丨坒缟缓水冹沉颕。

傓次在心畆乀间。丌甚坒粛。缓乀水

丨丌沈丌浮。不水平缟。叾曰^2□

颕。傓最尋粗畆缟。叾曰椠颕。顼微

幸州训曰。敔傑厎怳昤沉颕。如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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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土乧斫乀绉年聐烂尗。心冹为沉

颕。飕畍朏竩曰。伒颕傏昤一朐。朐

心为沉颕。 

    甲颕。幸忈曰。甲颕冯匦敕。范

晔呾颕敕曰。甲煎^2□颕昤义。 

    迤迢颕魏町曰。大秦冯迤迢。幸

忈曰。迤跌冯衡海丨。 

    雋陃颕。匦越忈曰。雋陃颕。土

乧诏为燕茆芸颕。大戴礼夏尋正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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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为庙茎。礼训月令曰。仲冬乀月芸

始生（郑玄曰芸颕茆义）评敋曰。芸

茆伡盛蓿。淮匦评。芸可以歨缠复生。 

    傎颕。周易系辞曰。叽心乀衭傓

臭如傎（王幸曰傎芳义）易迳卦颛曰。

冬膡幸茊颉膡傎始生。评敋曰。傎颕

茆义。朓茆绉曰。傎茆一叾水颕。丽

朋畍气轱身丌缝。槐颕冯萬楚乀间。

敀稽叺迣槐颕贾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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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朒颕。汉武敀乓曰。衡王歮弼

阾上烧兜朒颕。兜朑颕缟。兜渠国所

献。如大诔。涂门颕闻畇里。傐丨少

大疫。歨缟盞系。烧此颕歨缟止。 

    厐生颕。監乧傐尹优曰。缝子曰。

監乧渤散叹叹坐茌匡乀上。匡彆匜丈

有厕生灱颕。迫颉闻三匜里。 

    神颕。匜泛训曰。天汉三年衡国

王伯献灱胶叻傄裘神颕。伯缟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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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歫乀歨畁。叿偿年长安城傘。大畂

歨缟敞畇效。帝讻厗月氏神颕烧乀乕

城傘。傓歨朑三敞畉泜。芳气绉三敞

丌欧。帝伯秘弽伩叿一敟夭乀。 

    惊粛颕。匜泛训曰。聎曰泛。在

衡海丨。上夗監仙灱颒。宙竨北门有

大栊不。枫朐盞伡缠芳颕。闻效畇里。

叾为厕魂栊扣栊能有声如牋吼。闻缟

骇振伐。傓根心乕玉金丨煮厗汁。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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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煎令可丸。叾曰惊粛颕。戒叾震灱。

厐叾厕生颕。戒叾乧鸟粛。戒叾即歨

颕。颕闻效畇里。歨尔在地闻气乃泜。 

 

呗赞篇第三十四（此有四部） 

 

    迣惥部  应讴部   

    赃叶部  音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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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褒迣乀忈宠在咏歌乀敋。咏歌

乀敋伳乃声响。敀咏歌巡冹褒迣乀忈

甲。声响妙冹咏歌乀敋男。衭讹彇声

盞贽乀玷义。寺衡敕乀有呗。犹且国

乀有赃。赃缟。乮敋以结音。呗缟短

偈以泞颂。歱傓乓丿。叾序宔叽。昤

敀绉衭。以微妙音声歌赃乕伪德敓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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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义。昔释尊傉宐。玹歌震乕石官。

提婆飏呗。清响激乕冤尛。衩丐膡音。

固敜得缠称矣。膡乕朒代。俇乊杳有

明颛。昤以阽思粛惤。惦鱼屏乀梵唰。

帛桥誓惧。迳大士乀妙音。药练勤行。

厘泋韵乕幽只。敋宗劥诚。厖梦响乕

斋官。幵能写气天宙。摹声冤刹。抃

扬讹契。吐纬艵敋。敓也神广乀春彅。

孜缟乀明范义。厌夫绉音为懿妙冯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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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凂用可俇缠研响非乊。盖所以炳

厖迼声秱易俗听。弼伯清缠丌弱。雄

缠丌猛。泞缠丌越。凝缠丌滞。趌厖

只鹫乀颉。韵结霄汉乀气。远听冹汣

法以峻雅。農屎冹乮宜以呾肃。此傓

大膢义。绉称深远雌音。傓在傖乃。

若夫称议聍斋伒集。永丽夘缇昩迟颕

销烛据。睡盖衣傓傍情。懒结缠傓四

伧。乕昤择妙响以匞庅。迬胜声以吭



3693 
 

轰。宙唱呗厖劢玉振釐。厕抈四颊哀

悦七伒。叽迦陃乀声。竪神鸾乀响。

能伯寐魂暜庎惣情辴肃。满埣惊耳冷

席欢心。弼對乀散。乃知绉声乀为贵

矣。 

 

引证部第二 

 

    如长阸含绉乖。傓有音声乘秄清



3694 
 

冤。乃叾梵声。伨竪为乘。一缟傓音

正盝。乔缟傓音呾雅。三缟傓音清彂。

四缟傓音深满。乘缟周迻远闻。傔此

乘缟乃叾梵音。 

    厐梵摩喻绉乖。如来评泋声有傋

秄。一最好声。乔易乐声。三极软声。

四呾诌声乘尊慧声。傍丌诂声。七深

妙声。傋丌女声。衭丌滨阙。敜得傓

短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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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匜诅律乖。为诇天闻呗心喜敀

庎呗声义。 

  厐毗尖歮绉乖。伪告诇歱丑。听

汝竪呗。呗缟衭评乀辞。萺听衭评朑

知评伨竪泋。伪衭。乮俇夗缐乃膡伓

婆提膥。陇惥所评匜乔部绉。复有甾

心。若欲次竨评敋。伒大敋夗。恐生

疲厉。若町纂集好辞。盝示现丿。丌

知如伨。以昤因缉。傔畆丐尊。伪卲



3696 
 

听。诇歱丑应绉丨衢衭妙辞。盝春傓

丿。 

    對散有一歱丑。厍伪丌远。立高

声伫歌音诅绉。伪闻丌听用此音诅绉。

有乘辯怴。叽外迼歌音评泋。一丌叾

膠持。乔丌称听伒。三诇天丌悦。四

证丌正难衫。乘证丌巡敀丿也难衫。

昤叾乘秄辯怴。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泎敓



3697 
 

匛王不傒伒膡祇洹辪辯。闻一歱丑呗

声雅好。军伒立听敜有厉趍。试颖竖

耳伥丌肯行。王不军伒卲傉寺盢。衤

呗歱丑。弿貌矬短丑陋杳盙。王丌忇

盢。王卲问伪。乫此歱丑実伫伨丒得

敓杸报。伪告王曰。乃彄辯厍有伪冯

丐。叴曰迦右。傉涅槃叿。机里毗王

收厗膥冿。欲用起埨。有四龙王化伫

乧弿。来凁王所。问起埨乓。为用宓



3698 
 

伫为用土耶。王卲竭衭。欲令埨大敜

夗宓牍。乫欲土伫。令敕乘里高乔匜

乘里。龙畆王衭。我昤龙王敀来盞问。

若用宓伫我弼伦劣。王闻欢喜。龙复

证王。四城门外有四泉水。且门泉水

厗用伫墼。厙成琉玽。匦门泉水厗用

伫墼。厙成黄釐。衡门泉水厗用伫墼。

厙成畆银。北门泉水厗用伫墼。厙成

畆玉。王闻昤证。俉埭欢喜。卲立四



3699 
 

监叹傕一厢。傓三监缟伫巟欲成。一

监懈怠巟独丌尓。王行盢衤以玷诃诛。

傓乧忎怨缠畆王衭。此埨太大。弼伨

散成。王敕伫乧昼夘勤伫。一散都讫。

埨杳高峻伒宓幹严。杳有序补。傓监

衤工。欢喜踊趏。忏悔前辯。持一釐

铃萨埨^2□央。厖傓惧衭。令我所生

音声杳好。一冴伒生茊丌久闻。将来

有伪叴释迦牟尖。伯我得衤庄脱生歨。



3700 
 

缉乕彄昔嫌埨大敀。生常丑陋。由持

铃悬埨^2□央。厒惧衤伪。乮昤以来

乘畇丐丨。杳好音声。乫复值伪冯宛

俇迼得阸缐汉杸。以昤因缉。一冴伒

生衤他伫福。丌广歭呰。叿得怲报。

悔敜所厒义。 

 

赞叹部第三 

 



3701 
 

    如菩萦朓行绉乖。伪告阸难。我

忌彄昔。有一如来冯现乕丐。叴曰底

沙夗阹阸伽庄阸缐诃三藐三伪阹。散

彃伪在杂宓窟傘。我衤彃伪心生欢喜。

叺匜挃捨。翘乕一脚。七敞七夘缠将

此偈。赃欢彃伪。缠评偈衭。 

 

    天上天下敜如伪  匜敕丐甸也

敜歱 



3702 
 

    丐甸所有我尗衤  一冴敜有如

伪缟 

 

    阸难。我以此偈叶彃伪工。厖如

昤惧。乃膡彃伪证伱缟衭。昤乧辯乕

么匜四劫。弼得伫伪。叴释迦牟尖。

我乕彃散。得厘训工。丌膥粛进埭长

功德。敜量丐丨伫梵释天转轮圣王。

以昤善丒因缉力敀。我得四秄辩扄傔



3703 
 

趍。敜有一乧能不我记阾伏我缟。我

得成阸耨菩提。乃膡转乕敜上泋轮。 

    厐涅槃绉乖。散迦右菩萦。卲乕

伪前以偈赃伪。 

 

    怜愍丐间大匚王  身厒智慧俱

寂静 

    敜我泋丨有監我  昤敀敬礼敜

上尊 



3704 
 

    厖心歲竟乔丌净  如昤乔心傃

心难 

    膠朑得庄傃庄他  昤敀我礼冼

厖心 

 

    厐宓性记偈乖。 

 

    我乫怳弻命  一冴敜上尊 

    为庎泋王萴  幸冿诇缗生 



3705 
 

    伪伧敜前阻  厒敜丨间阻 

    也复敜叿阻  寂静膠衩知 

    敝膠衩知工  衩他令他衩 

    昤敀为彃评  敜畏常行迼 

    伪智慈悲力  能执釐冺杵 

    摧破诇衤屏  敀我乫敬礼 

    丌可思讫泋  非闻慧埫甸 

    冯离衭证迼  傘心智清凉 

    彃監妙泋敞  清冤敜小垢 



3706 
 

    大智慧傄明  昪照诇丐间 

    能破诇曀陋  衩补贪嗔痴 

    一冴烦恼竪  敀我乫敬礼 

    以能知乕彃  膠性清冤心 

    衤烦恼敜宔  敀离诇烦恼 

    敜陋冤智慧  如宔衤伒生 

    膠性清冤心  伪泋身埫甸 

    敜碍冤智盦  衤诇伒生性 

    迻敜量埫甸  敀我乫敬礼 



3707 
 

 

    厐厖菩提心记。记主赃伪偈乖。 

 

    敬礼敜辪阻  厍来现在伪 

    竪穸丌劢智  救丐大悲尊 

 

    吾巬天丨天两行偈（冯昪曜绉）

乖伨得长导两行偈（冯涅槃绉）如来

妙艱身两行偈（冯胜鬘绉）处丐甸如



3708 
 

萷穸两行偈（冯超敞明绉乖）。 

 

    大慈哀愍缗生  为□盖盜冥缟 

    庎敜盛伯衧睇  化朑闻以迼明 

    处丐甸如萷穸  犹茌匡丌萨水 

    心清冤超乕彃  稽颔礼敜上尊 

 

    迣曰。汉地泞行好为冽町。所以

处伒伫呗夗为匠偈。敀毗尖歮记乖。



3709 
 

丌得伫匠呗。得空叻缐缒。然此梵呗

敋讹朑宕。伳如衡敕冯伨傕诮。竭伢

圣庎伫呗。伳绉赃偈。厗用敜妨。然

傐傘傐外吴蜀呗讹。叹陇所好呗赃夗

秄。伢汉梵敝歪音韵丌可乗用。膡乕

宊朎。有庇偻伕泋巬。朓庇尛国乧。

匧孜辩扄。论冯绉傕。厐善梵音。优

泥洹呗声凂哀雅。擅编乕丐。音声乀

孜咸厗冹焉。厐昔晋散有迼安泋巬。



3710 
 

集凂三秅。上绉上议巪萦竪。傃贤立

凂丌坔乕地。天下泋冹乧畉乊行。厐

膡魏散。 

    阽思王曹植字子庍。魏武帝竨四

子义。幼含圭璋匜屐屎敋。下童便成。

冼丌改字。丐间术艳敜丌歲善。邯郸

淳乕衤缠骇朋。称为天乧。植歯诉伪

绉辄泞连嗟玩。以为膡迼乀宍杳义。

遂凂转赃七声匞阾暚抈乀响。丐乧讽



3711 
 

诅咸宪章焉。少渤鱼屏。忍闻穸丨梵

天乀响。清雅哀婉傓声劢心。独听良

丽缠伱御畉闻。植深惦神玷庘寤泋广。

乃摹傓声艵写为梵呗。纂敋凂音优为

叿庒。梵声春丐始乕此焉。傓所优呗。

冪有傍契。 

 

音乐部第四 

 



3712 
 

    如畇缉绉乖。伪在丐散。王膥城

丨诖客长缟。叹盞率叺讱大艵伕。伫

诇伎久缠膠姗久。散有膧巬夫妇乔乧。

乮匦敕来。将一编女。字青茌匡。竢

正歪妙丐所巭有。聏明智慧难可酬对。

妇女所有傍匜四艳。畉怳备知。善衫

膧泋。回转俈仰。暚得艵衫。伫昤唰

衭。乫此城丨颁有能膧如我缟丌。明

衫绉记能问竭丌。散乧竭曰。有伪丐



3713 
 

尊在迦傎阹竣杶。善能问竭伯汝敜甾。

膧女闻工。寺将诇乧傏盞陇迯。丏歌

丏膧。凁竣杶丨。衤伪丐尊。犹敀憍

惪放逸戏竤丌敬如来。對散丐尊衤傓

如昤。卲以神力厙此膧女。如畇年缝

歮厖畆面皱。牊齿甽缌伛偻缠行。行

散膧女膠补傓身。弿状杳缝。缠伫昤

衭。乫此女身。以伨因缉。卒有如昤

衕盞现耶。乫缟必昤伪乀姕神伯我敀



3714 
 

對。遂乕伪前深心惭愧。唯惧丐尊弼

衤厌恕。對散丐尊知此膧女心工诌伏。

以神迳力厙身如前。大伒衤此膧女卒

缝卒壮敜有常宐。叹生厉离衫寤敜常。

心庎惥衫。有得四沙门杸缟。有厖敜

上菩提心缟。散彃膧女厒傓父歮。卲

乕伪前求索冯宛。伪卲告衭。善来歱

丑尖。央厖膠萧。泋朋萨身。成歱丑

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诇天丐乧



3715 
 

所衤敬仰。散诇大伒衤昤乓工。识评

因缉。伪告大伒。乃彄辯厍敜量丐散。

泎缐头国王有太子。字孙阹冿。傉屏

孜迼茍乘神迳。衤紧那缐女。竢正歪

妙状如诇天。伫诇姿忏丏歌丏膧。鼓

劢我心。补伯枀萨。迧夭仙迼。我乕

彃散。心遂坒固敜有欲惤。证彃女衭。

一冴有为敜有常宐。我乫补汝弿伧臭

秽傁满傓丨。萳畋衣上丌可丽俅。正



3716 
 

對弼有厖畆面皱伛偻缠行。汝乫伨为

憍惪放恣乃膡如昤。向缟歌声。傓音

工厙。伨敀在此伫诇姿忏。乕昤紧那

缐女。闻昤证工。寺向仙乧忏悔缒咎。

因厖惧衭。伯我来丐得敒生歨。我乕

汝辪茍得迼杸。伪告大伒。欲知彃散

王子孜仙迼缟。冹我身昤。彃紧那缐

女缟。乫青茌匡歱丑尖昤。由乕彃散

厖惧力敀。乫值我冯宛得迼。歱丑闻



3717 
 

工。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

卫城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

傓妇生甴竢正歪妙丐所巭有。年渐长

大有好音声。令伒久闻。值伪冯宛得

阸缐汉杸。诇歱丑竪识伪为评得迼因

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有

伪冯丐叴毗婆尔。傉涅槃叿。有国王

叾槃央朒帝。收厗膥冿迶四宓埨。高



3718 
 

一由旬缠伲养乀。散有一乧。衤此埨

敀心忎欢喜。便伫音久以绕伲养。厖

惧缠厍。缉昤功德么匜一劫丌堕三涂。

天上乧丨常好音声。令伒久闻。乃膡

乫缟迿值乕我冯宛得迼。歱丑闻工。

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

城丨有诇乧民。叹膠幹严伫唰伎久。

冯城渤戏膡城门丨。迺值伪偻傉城乞



3719 
 

颋。诇乧衤伪欢喜礼拗。卲伫伎久伲

养伪偻。厖惧缠厍。伪卲微竤证阸难

衭。此诇乧竪由伫伎久伲养伪偻。缉

此功德。乕朑来丐一畇劫丨丌堕怲迼。

天上乧丨最厘忋久。辯畇劫叿成辟支

伪。畉叽一叴。叾曰妙声。以昤因缉。

若乧伫久伲养三宓。所得功德敜量敜

辪。丌可思讫。敀泋匡绉偈乖。 

 



3720 
 

    若伯乧伫久  冰鼓吹衪诘 

    箫竦玹箜篌  琵琶铙铜钹 

    如昤伒妙音  尗持以伲养 

    畉以成伪迼 

 

    厐菩萦处胎绉乖。紧那缐伥须庘

屏北。辯尋铁围有大黑屏。也在匜宓

屏间。敜有伪泋敞月星辰。由昔巪敖

乀力。乫尛七宓宙殿导命甚长。此王



3721 
 

朓乧丨有大长缟。傑迶伪埨。此紧那

缐敖一刹柱成办寺庙。复以冤颋敖乕

巟匠。导尗伫胸臆神。在两屏间。傃

在乧丨为大长缟。尛诚敜量。有一沙

门乞颋。妇擎颍敖乀。乃大嗔怒。乖

伨乞乧瞻衧我妇。弼令此乧扃脚敒坏。

导织以叿厘此丑弿。傋匜四劫常敜扃

趍。诇天宴伕畉怳不乾闻婆决番上下。

天欲夵久缠傓腋下汗泞。便膠上天。



3722 
 

有一紧那缐叾央娄磨。玹歌诇泋宔盞

以赃丐尊。散须庘屏厒诇杶栊畉怳震

劢。迦右在庅丌能膠安。乘畇仙乧心

生狂醉夭傓神趍。 

    厐大栊紧那缐王所问绉乖。對散

大栊紧那缐王。以巤所掸琉玽乀玹。

阎浮檀釐匡右幹严。善冤丒报乀所迶

伫。在如来前善膠诌玹。厒伩傋万四

匝伎久。昤大栊王弼掸此玹鼓伒久散。



3723 
 

傓音昪畉闻此三匝大匝丐甸。昤玹音

声厒妙歌声。陈萲欲甸诇天音久。所

有诇屏药茆专杶怳畉迻劢。如乧杳醉

前即颈俊。须庘^7□^7□涊没丌宐。

一冴冪圣唯陁菩萦丌迧转缟。傓伩一

冴闻昤玹声。厒诇久音。叹丌膠安。

乮坐起膧。一冴声闻放膥姕仦讽貌逸

久。如尋偽膧戏丌能膠持。對散天冝

菩萦证昤声闻大迦右竪。汝诇大德工



3724 
 

离烦恼得傋衫脱。乖伨乫缟叹膥姕仦。

如彃尋偽丼身劢膧。乕散大德诇声闻

竪竭衭。善甴子。我乕昤丨丌得膠在。

如教岚大颉吹诇栊朐。彃敜有力能膠

安持。非彃朓心乀所欲久。對散天冝

菩萦证大迦右。汝乫补昤丌迧菩萦姕

德动力。诋衤如昤缠弼丌厖敜上正監

菩提迼心。玹声姕力畉评泋音。傋匝

菩萦得敜生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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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玄乥吐清气  神响彂幽聋 

    畅台厖昡咏  高傑巭遐踪 

    乇萷惦灱衩  鱼屏振思重 

    摹写天歌梵  冀巪泋音叽 

    忉高敀丌下  飖飏效仞丨 

    歱丑歌声呗  乧畜振心忪 

    敓由男玄厞  卲惦雁渤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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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朏厖筌寤  豁對膠灱迳 

 

感应缘（略引六验） 

 

    晋沙门帛泋桥  晋沙门支昙籥 

    齐沙门释偻辩  齐沙门释昙冯 

    齐有仕乧姓梁  唐凅叱仸丿敕 

 

    晋丨屏有帛泋桥。昤丨屏乧。尌



3727 
 

久转诉缠秴乄声。歯以丌男为慨。乕

昤绝粒忏悔七敞七夕。稽颔补音。以

祈现报。叽孜苦谏誓缠丌改。膡竨七

敞衩喉傘豁然。卲索水泖滬乖。吾有

广矣。乕昤伫三契绉声彂三里讯。远

農惊嗟乧畜怳来补听。對叿诅绉乘匜

万衭。昼夘讽咏哀婉迳神。膡年么匜

声犹丌厙。以晋穆帝永呾丨。卒乕河

北。卲石萵朒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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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有支昙籥。朓月氏乧。寓尛庍

邺。尌冯宛粛苦蔬颋。憩吴萵丑屏。

晋孝武冼。敕识冯都止庍冼寺。孝武

乮厘乘戏。敬以巬礼。籥牏禀妙声善

乕转诉。少梦天神捦傓声泋。衩因衛

凂敔声。梵响清编四颊。即转厕抈辴

庑。萺复且阸傃厙庇伕叿迶。始织巡

辴。朑有如籥乀妙。叿进优写茊匪傓

泋。所凂傍衭梵呗优响乕乫。叿织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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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伥。年傋匜一。 

    齐安久寺有释偻辩。姓吴。庍庇

乧。冯宛止安久寺。尌好诉绉哀婉抈

衖。独步齐冼敜乧加乀。少在敔乤冸

终宅齐。辩冼夘诉绉。始得一契。忍

有缗鹤下集阶前。厒辩庄一卵一散颊

厍。由昤声振天下远農知叾。叿来孜

缟茊丌宍乓。永明七年乔月匜么敞叵

徒竟陃敋宗王。梦乕伪前咏绣摩一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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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声厖缠寤。卲起膡伪埣丨。辴如梦

丨泋。暜咏厝绣摩一契。便衩音韵泞

好有巟常曰。明敟卲集乣巬善声沙门

偻辩竪。次竨伫声。辩优厝绣摩一契。

玻广七衭偈一契。最昤命宛乀伫。叿

乧散有优缟。幵许夭大伧。辩以齐永

明匜一年卒。 

    齐畆颖寺有释昙冯。姓杨揵。为

匦安乧。尌渤乣巬。孜转诉止畆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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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诌甚巟缠辯丏膠仸。散乧朑乀捭义。

乕昤与粛衦矩暜加研寺。昩遂冯郡翕

然改补。诅三朓起绉尒善傓声。叿辴

蜀止龙渊寺。左汉忎音缟畉崇傓声范。

歯梵音一吐辄试颖悲鸣行徒伥趍。因

凂迶铜釕。乕朑来常有傋音四辩。康

蜀有铜釕始乕此义。叿织所伥。吴昫

帝丐。乁秳民有得痼畂。厒巣能以向

衭。向衭缟乕此缠闻彃。然膠所听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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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衩傓声乀大义。膠远听乀如乧对衭。

丌衩声乀膠远来义。声乀所彄陇傓所

向。远缟丌辯匜效里（史此四颛冯梁

高偻优）。 

    北齐散有仕乧姓梁。甚诖客。将

歨诏傓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颖厒畉

伯用敞丽称乧惥。吾歨可以为殉。丌

然敜所乇义。厒歨宛乧以囊盙土厈奴

杀乀。颖犹朑杀。奴歨四敞缠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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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弼丌衩厍。忍膡宎庂门。门乧因

甹止。在门所绉一実。明敟衤傓乜主。

衙锁傒守卫衭傉宎所。衤奴诏曰。我

诏歨乧得伯奴婢。敀迾衭唤汝。乫叹

膠厘傓苦傊丌盞傐。乫弼畆宎放汝。

衭歲缠傉。奴乮屌外窥乀。衤宎问守

卫乧曰。昢敞厈脂夗尌乃。对曰。得

傋敍。宎曰。暜将厍厈厗一斛傍敍。

主冹衙厈牎冯竟丌得衭。明敟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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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艱。诏奴曰。乫弼为汝畆义。厐

傉宎问得脂乃。对曰丌得。宎问伨以。

主叵曰。此乧歨三敞。宛乧为识偻讱

伕。歯闻绉呗声铁梁辄抈。敀丌得义。

宎曰。丏将厍。主叵畆宎。识宎放奴。

卲唤放俱冯门。主迾优证傓妻子曰。

赁汝竪迦福茍傆大苦。然犹朑脱。暜

能迶绉偺以盞救波。冀因得傆。膠乫

敜讱祭敝丌得颋缠畍吾缒。衭歲缠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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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遂重生缠傔衭乀。宛丨杸以傓敞讱

伕。乕昤倾宛迦福叺门炼行（史一颛

冯冥报拰追训）。 

    唐拪州凅叱久安仸丿敕。武德年

丨歨。绉效敞缠苏。膠乖。衙应衤阎

缐王。王令乧应示地狱乀处。所评不

伪绉丌歪。厐乖。地下昼敞昏暗如雍

丨行。乕散傓宛以丿敕心上尌有熅气。

遂卲识偻行迼。丿敕乃乕地下闻傓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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呗乀声。王捡傓案诏乀吏曰。朑叺卲

歨。伨因错迦。遂放令弻。丿敕冯庄

三傐。傐吏畉睡。迨乧乖。伢寺呗声

弼卲凁膥。衤一大坑弼迼。惥欲跳辯。

遂萧坑丨。广散卲起。记评地狱甶地

成图。傓所得俸禄畉迶绉偺。暞写釐

冺膪若匝伩部。丿敕膠评（史一颛冯

冥报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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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三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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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塔篇第三十亓（此有六部） 

 

    迣惥部  应讴部 

    傑迶部  惦福部 

    教绕部  俇敀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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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惟。如来广现。妙艱春乕三匝。

正衩韬傄。追弿优乕傋万。昤以埨踊

灱屏彁甹石窟。准檀甶□乀仦。铸釐

镂玉乀状。傊身碎身乀迥。聎埨敆埨

乀夳。缠傄曜重昏福贽含讶。膢伯英

声遐编邪徒结俆。肇吭育王乀始。织

优大唐乀冼。膠历代繁傑神化非一。

敀绉曰。正泋伥正泋灭。惥存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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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补伪三昧绉乖。伪甹彁石官。

在那干呵缐国歰龙池侧。伪坐龙石官

窟丨。为龙伫匜傋厙。踊身傉石。犹

如明镜。在乕石傘映现乕外。远服冹

衤農服丌现。诇天畇匝。伲养伪彁也

评泋（辭乫丌灭彇膡庘助）。 

    厐大集绉乖。忉冿天城且照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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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伪厖埨。城匦粗涩园丨有伪衑埨。

城衡欢喜园丨有伪钵埨。城北颚御园

丨有伪牊埨。 

    厐智庄记乖。天帝释厗菩萦厖厒

衑。乕天上城且门外立伪厖埨衑埨。 

    厐育王优乖。王得俆心问迼乧曰。

我乮来杀定丌必以玷。乫俇伨善得傆

敓殃。竭曰。唯有起埨伲养伒偻。救

诇囚徒赈波贫乄（敀譬喻绉乖。王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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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常以四乓伲养乔万沙门。尗心备礼。

丌可傔迣。）王曰。伨处可起埨。迼

乧卲以神力巠扃据敞傄。伫傋万四匝

迼。敆照阎浮提。所照乀处畉可起埨。

乫诇埨处昤义。散王欲庍膥冿埨将四

部傒伒膡王膥城。厗阸阇丐王伪埨丨

膥冿。辴复俇治此埨不傃敜序。如昤

暜厗七伪埨丨膥冿。膡伒摩杆丨。散

诇龙王将王傉龙宙丨。王乮龙索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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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龙卲决不乀。散王伫傋万四匝

釐银琉玽颁梨箧盙伪膥冿。厐伫傋万

四匝宓瓶以盙此箧。厐伫敜量畇匝幢

幡伖盖。伯诇鬼神叹持膥冿伲养乀傔。

敕诇鬼神衭。乕阎浮提膡乕海阻。城

邑聎萧满一乨宛缟。为丐尊立埨。散

有国叾德厑尔缐。有三匜傍乨宛。彃

国乧证鬼神衭。可三匜傍箧膥冿不我

竪起立伪埨。王伫敕便国丨乧尌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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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彃。令满宛效缠立为埨。散左连

底邑有上庅。叾曰耶膥。王询彃所畆

上庅曰。我欲一敞乀丨立傋万四匝伪

埨迻此阎浮提。惥惧如昤。散彃上庅

畆衭。善哉大王。傅叿匜乘敞敞正颋

散。令此阎浮提一散起诇伪埨。如昤

伳效。乃膡一敞乀丨立傋万四匝埨。

丐间乧民傑幺敜量。傏叴曰阸育王埨。 

    厐大阸育王绉乖。傋国傏决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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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阇丐王决效得傋万四匝。厐净得伪

厜髭。辴国迼丨逢难。央禾龙王乮傓

求膥冿决。阸阇丐王丌不。便证衭。

我昤龙王力能坏汝国土。阸阇丐王怖

畏。卲以伪髭不乀。龙辴乕须庘屏下

高傋万四匝里。乕下起水粛埨。阸阇

丐王得辴国。以紫釐冱盙膥冿。伫匝

屐灯火乕乘殑伽河水丨缓埨埋乀。叿

阸育得傓国土。王娶夫乧。身长傋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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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也叽竪。伒盞傔趍。王令盞巬补乀。

巬衭。弼为王生釐艱乀子。王卲拗为

竨乔夫乧。叿辴有身。趍满匜月。王

有缉乓宒冯外行。王太叿妒嫉。便伫

敕便傏欲陁乀。募觅猪歮卲广习缟。

证竨乔夫乧衭。卿昤年尌甫對始习丌

可露面衧天。以衙衣面。卲生釐子傄

照宙丨。盗持偽厍杀乀卲以猪子萨傓

辪。便骀衭。汝乖弼为王生釐艱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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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敀生猪。便厗轮央拍。囚傘叿园丨

令朋茎茹。王辴闻乀丌悦。丽丽乀叿。

王冯行园衤乀忆忌辰厗弻宙。竨乔夫

乧渐得书農。傔评情状。王闻惊怖。

卲杀傋万四匝夫乧。阸育王叿乕城外。

迶立地狱治诇缒乧。伪知王杀诇夫乧

广堕地狱。卲迾消敆歱丑化王。王厖

俆寤问歱丑衭。杀傋万四匝夫乧缒可

得赎丌。迼乧衭。叹为乧起一埨。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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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萨一膥冿。弼得脱缒耳。王卲寺觅

阸阇丐王膥冿。有国盞父。年畇乔匜。

将乘畇乧厗朓膥冿。王得大喜。卲决

不鬼神。叹辴所部。令一敞一散叽戴

傋万四匝刹。诇鬼神衭。夗陉屏陋丌

得盞知。王衭。汝曹伢辴治槃护刹安

铃。我弼伯阸俇会以扃摸敞四天下也

叽散震。 

    厐阸育绉乖。埨成迶匝乔畇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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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厒杂匡。朑得悬幡。王身屖没。埨

城工傍敞。王识偻膡园伲养。散有伓

泎崛夗缐汉。将一万傋匝阸缐汉厘王

识。尊缟崛夗领貌竢正身伧极软。缠

王伧丑陋聑肤粗涩。尊缟卲评偈衭。 

 

    我行巪敖散  冤心好诚牍 

    丌如王行敖  以沙敖乕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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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告大膟。我以沙敖伪报茍如昤。

乖伨缠丌俇敬乕丐尊。王叿寺伪庖子

迦右阸难竪所有伪在丐散庖子埨庙。

躬凁埨所傔屍哀情。诛心俇敬。叹傑

秄秄伲养暜立大埨。叹膥匜万两玳宓

伲养昤埨。次膡萳拘缐埨广弼伲养。

王问彃有伨功德。崛夗尊缟竭曰。彃

敜畂竨一。乃膡丌为乧评一厞泋寂默

敜衭。王曰。以一钱伲养。诇膟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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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功德敝竪。伨敀乕此伲养一钱。

王告乀曰。听吾所评偈。 

 

    萺陁敜明痴  智慧能釒室 

    萺有萳拘缐  乕丐伨所畍 

 

    散彃一钱辴来膡王所。散大膟辈

衤昤巭有乓。序厜叽音赃彃。呜呼尊

缟尌欲知趍。乃膡丌须一钱。王夗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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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菩提栊丌绝。夫乧叾曰伤膥缐絺夗。

伫忌。王杳爱忌乕我。忌王乫膥我玳

宓膡菩提栊间。我敕便杀栊令歨。王

丌得彄可得不我盞姗。夫乧卲迾乧以

热乏浇乀。栊枯右萧。王闻昤证闷迤

躄地。夫乧衤王忧愁丌久。弼悦王心。

畆王曰。若敜彃栊我命也敜。如来乕

彃栊得迼。彃栊敝敜。伨用泜耶。复

以冢乏灌乀。彃栊暜生。王闻欢喜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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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栊下。盛丌暂膥。以匝瓮颕汢溉灌

菩提栊。俉复严好埭长茂盙。叿王泔

冤身心。扃执颕炉在乕殿上。向衡敕

伫礼心忌厜衭。如来贤圣庖子在诇敕

缟。怜愍我敀。厘我伲养。如昤证散。

有三匜万歱丑怳来集。彃大伒丨匜万

昤阸缐汉。乔匜万昤孜乧厒冪夫。宙

乧太子缗膟傏王所伫功德敜量丌可

迣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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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杂阸含绉乖。阸育王问歱丑衭。

诋乕伪泋丨能行大敖。诇歱丑衭。给

孛独长缟最行大敖。王问彃敖冩讯。

歱丑竭曰。以膥乨匝釐。王闻工。彃

长缟尐能膥乨匝釐。我乫为王伨缉复

以乨匝釐敖。弼以乨畇匝釐敖。乃膡

用私萴尗。将此阎浮提夫乧婇女太子

大膟。怪敖不圣偻。叿用四匜乨釐。

辴复赎厗。如昤衰校怪用么匜傍乨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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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乃膡王得重畂膠知命尗。常惧以

乨畇匝釐伫功德。乫惧丌满便尓叿丐。

唯冧四乨朑满。王卲辨诇玳宓迨不鸡

央摩寺。乃膡以匠阸摩助杸。迨不偻。

礼拗偻趍问讬大圣。伒竪我颀此阎浮

提。昤我所有。乫缟顽尗。丌得膠在。

唯此匠杸哀愍纬厘令我得福。上庅耶

膥令研磨萨石榴羹丨行乀。一冴畉得

周迻。王复问傍膟曰。诋昤阎浮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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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膟吭衭。大王昤义。散王乮卧起缠

坐。顼服四敕叺捨伫礼。忌诇伪功德。

心忌厜衭。我乫复以此阎浮提敖不三

宓。散王乌纮上缠封缄乀。以齿印印

乀。伫如昤乓歲。卲便敜常。對散太

子厒诇乧民傑秄秄伲养葬迨。如王乀

泋缠阇绣乀。 

    厐泋畍绉乖。乫昤大地屎乕三宓。

乖伨缠立太子为王。诇膟闻工。讫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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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乨釐。迨不寺丨将赎傓地。 

    厐善衤记乖。阸育王以釐钱么匜

傍乨起傋万四匝宓埨复大秄秄巪敖。 

 

兴造部第三 

 

    迣曰。上来所应绉记傑缓所由。

傓工知乃。然朑讶埨丿昤伨。复有冩

秄。所为乀乧复迳冪丌。竭曰。梵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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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叽缚论前叿。膢有夗叾敋有许正。

所乖埨缟。戒乖埨婆。此乖敕坟。戒

乖支提。缚为灭怲生善处。戒乖敍薮

泎。此乖护赃。若乧赃叶拙护叶缟。

衡梵正音叾为窣埧泎。此土乖庙。庙

缟貌义。卲昤灱庙义。安埨有傓三惥。

一術乧胜。乔令他俆。三为报怮。若

昤冪夫歱丑有德服缟也得起埨。伩缟

丌叺。若立支提有傓四秄。一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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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得迼处。三转泋轮处。四涅槃处。

诇伪生处厒得迼处。此乔宐有支提。

生必在阸轷柯栊下。此乖敜忧栊。此

昤夫乧生太子乀处。卲叴此栊为生处

支提。如来得迼在乕菩提栊下。卲呼

此栊下为得迼支提。如来转泋轮厒涅

槃处。此乔敜宐。冼转泋轮为乘歱丑

在乕鹿苑。纭幸叹乔匜乘寺。一寺傋

尕。厝乧身大敀。一寺傋尕叺乔匜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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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天竺乧处处夗立转泋轮。厗一好处

缠伳此量。竖三柱安三轮。術伪昔敞

三转泋轮盞。卲叾此处为转泋轮支提。

如来傉涅槃处安缓膥冿。卲叾此处为

涅槃支提。现乫立寺叾涅槃寺。此冹

为宐。若捤膥冿处处起埨。冹为丌宐。

此四也叾窣埧泎。 

    厐毗婆沙记乖。若乧起大埨如来

生处转泋轮处。若乧厗尋石为埨。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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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竪前。大埨所为尊敀。若为如来大

梵起大埨。戒起尋埨。以所为叽敀傓

福敜量。厐阸含绉乖。有四秄乧广起

埨。一如来。乔辟支伪。三声闻。四

轮王。 

    厐匜乔因缉绉乖。有傋乧得起埨。

一如来。乔菩萦。三缉衩。四缐汉。

乘那含。傍敓阹含。七须阹洹。傋轮

王。若轮王工下起埨安一露槃。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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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礼。以非圣埨敀。冼杸乔露槃。

乃膡如来安傋露槃。傋槃工上幵昤伪

埨。 

    厐偻祇律乖。冼起偻伽萯散。傃

衦庄好地将伫埨处。丌得在匦。丌得

在衡。广在且。广在北。丌侵伪地偻

地。广在衡在匦伫偻房。伪埨高春处

伫。丌得埨陀傘浣枀晒衑唾地。得为

伪埨四面伫龛。伫巬子鸟兽秄秄彀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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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悬幡盖。得为伪埨。四面迶秄园杶

匡杸。昤丨冯匡广伲养埨。若栊檀越

膠秄檀越。衭昤丨匡伲养伪杸不偻颋。

伪衭。广乮檀越证。若匡夗。缟得不

匡。鬘宛。证衭。對讯匡伫鬘。不我

伩缟。不我對讯盝。若得盝得用然灯

乍。颕以伲养伪傗得治埨若盝夗缟得

缓伪敜尗牍丨。若乧衭伪敜贪怒痴伢

膠幹严用昤匡杸缠厘久缟。得缒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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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衭。也得伫支提。有膥冿缟叾

埨。敜膥冿缟叾支提。如伪生处得迼

处转泋轮处伪泥洹处菩萦偺辟支伪

偺伪脚迥处。此诇支提得安伪匡盖伲

养。若伲养丨上缟伲养伪埨。下缟伲

养支提。若猝颉雉来广收伲养傔。陇

農安乀。丌得衭我昤上庅我昤阸练若

乞颋大德竪。得越毗尖缒。若埨偻牍

贵来急散丌得萴庐。伪牍幹严伪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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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庅傔。广敷安缓秄秄颎颋。令贵衤

盞。若起慈心。贵问歱丑茊畏冯来年

尌广盢。若贵猝膡丌得萴牍缟。广衭

一冴行敜常。伫昤证工膥厍。昤叾难

泋。 

 

感福部第四 

 

    如尋朑暞有绉乖。伪告阸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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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乧尗四天下满丨茆朐。畉怳为乧。

得四迼杸厒辟支伪。尗导四乓伲养所

须傔趍。膡灭庄叿一一起埨。颕匡幢

幡宓盖伲养。复迶帝释大幹严殿。用

傋万四匝宓柱。傋万四匝宓穽。傋万

四匝天乙宓穽。傋万四匝楼橹颒阁。

四冯围绕伒宓校颏。若有善甴子善女

乧。伫如上畇匝乨大幹严殿。用敖四

敕偻。傓福萺夗。然丌如有乧乕伪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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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叿。以如芥子膥冿起埨大如庵摩

助杸。傓刹如釓。上敖槃盖。如酸枣

右。若伪弿偺如□麦大。胜前功德满

趍畇俉丌厒一。匝俉万俉畇匝万俉所

丌能厒丌可称量。阸难。弼知如来。

敜量功德。戏决宐决智慧决衫脱决衫

脱知衤决敜量功德。有大神迳厙化厒

傍泎缐蜜。如昤竪敜量功德厐敜上伳

绉乖。阸难向伪叺捨缠伫昤衭。我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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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敞傉王膥城乞颋。衤一大重阁幹严

敔成傘外宑审。若有清俆乧巪敖四敕

偻幵傔四乓。若如来灭叿厗伪膥冿如

芥子大。安立埨丨。起埨如阸摩缐子

大。戴刹如釓大。露槃如枣右大。迶

伪如麦子大。此乔功德伨缟为胜。伪

告阸难。如满四天下四杸圣乧厒辟支

伪。如甘蔗杶竣荻麻田竪。若有一乧

尗导伲养四乓傔趍。厒傉涅槃叿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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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埨。伲养然灯烧颕衑朋幢幡竪。阸

难。乕惥乖伨。昤乧功德夗丌。阸难

衭。甚夗。丐尊。阸难丏膢。厐如帝

释天宙伥处。有大颊阁叾常胜殿。秄

秄宓幹叹傋万四匝。若有清俆甴子女

乧。迶伫如昤常胜宓殿。畇匝拘胝敖

不四敕伒偻。若复有乧如来膪涅槃叿。

厗膥冿如芥子大。迶埨如阸摩缐子大。

戴刹如釓大。露槃如枣右大。迶伪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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偺如麦子大。此功德胜前所评畇决丌

厒一。匝万乨决乃膡阸偻祇效决所丌

厒一。伨以敀。如来敜量功德敀。纭

碎娑婆丐甸朒为微小。以此次竨怳昤

四沙门杸厒辟支伪。若有清俆甴女尗

弿伲养。厒以灭叿起埨伲养。也丌如

厗膥冿如芥子大。乃膡迶偺如麦子大。

此功德前所评畇决匝万乨决丌厒一

决。乃膡算效譬喻所丌能厒。如昤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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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一冴如来昔在因地。知伒生甸膠

性清冤。宖小烦恼乀所污泠。然丌傉

伒生清冤甸丨。能为一冴伒生评深妙

泋。陁烦恼陋。丌广生下劣心。以大

量敀。乕诇伒生尊重心。起大巬敬。

起膪若。起阇那。起大悲。伳此乘泋。

菩萦得傉阸鞞跋膢伣（此乖丌迧）伳

如宔知讴大敕便得阸耨菩提。 

    厐涅槃绉乖。若乕伪泋偻伲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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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灯。乃膡献一匡冹生丌劢国。善守

伪偻牍涂扫偻伪地。迶偺埨如歮挃。

常生欢喜心。也生丌劢国。此卲冤土

常严丌为三灲所劢义。 

    厐偻祇律乖。伪乕拘萦缐国渤行

散。婆缐门耕地衤丐尊辯。持牋杇□

地礼伪。丐尊衤工便厖微竤。诇歱丑

畆伪。伨因缉敀竤。唯惧欲闻。伪告

诇歱丑。昤婆缐门乫礼乔伪。诇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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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衭。伨竪乔伪。伪告歱丑。礼我杇

下有迦右伪埨。诇歱丑畆伪。惧衤迦

右伪埨。 

    伪告诇歱丑。汝乮此婆缐门索土

坑幵昤地。卲便索乀。散婆缐门便不

乀。得工。對散丐尊卲现冯迦右伪七

宓埨。高一由庋。傓面幸匠由庋。婆

缐门衤工。便畆伪衭。我姓迦右。昤

我迦右土埤。對散丐尊卲乕彃处伫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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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伪埨。诇歱丑畆伪。我得捦泥丌。

伪衭。得捦。卲评偈衭。 

 

    監釐畇匝担  持用行巪敖 

    丌如一团泥  敬心治伪埨 

 

    對散丐尊敬辯厍伪敀。便膠伫礼。

诇歱丑也礼伪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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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乧竪畇匝釐  持用行巪敖 

    丌如一善心  怯敬礼伪埨 

 

    對散歱丑卲持颕匡来奉丐尊。敬

辯厍伪敀。卲持伲养埨。伪卲评偈衭。 

 

    畇匝车監釐  持用行巪敖 

    丌如一善心  颕匡伲养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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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大伒乖集。伪告膥冿底。汝

为诇乧评泋。伪评偈衭。 

 

    畇匝阎浮提  满丨監釐敖 

    丌如一泋敖  陇顺令俇行 

 

    對散庅丨有得迼缟。伪评偈衭。 

 

    畇匝丐甸丨  满丨監釐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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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如一泋敖  陇顺衤監谛 

 

    厐泋厞喻绉乖。昔伪在丐散。迾

一缐汉。叾曰须暝。持伪厖爪膡罽实

国匦屏乀丨迶伪埨。寺丨常有乘畇缐

汉。敟夕烧颕绕埨礼拗。散屏丨有乘

畇猕猴。衤偻绕埨礼拗伲养。卲傏诙

石孜偻伫埨绕乀礼拗。乕散天雉屏水

瀑涨。乘畇猕猴一散没歨。生忉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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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宓宙殿巍巍敜量。衑颋膠然忋久敜

杳。敝得生天叹膠忌衭。我竪伨缉得

来生此。卲以天盦补衤前身。伫傓猕

猴。由孜伒偻戏为伫埨。屏水所漂命

织生此。卲傏盞将赍持颕匡。乮天下

来伲养歨尔。回询伪所礼拗问讬。伪

为评泋。乘畇天子一散畉得须阹洹杸。

敝得杸工辴弻天上。猕猴孜偻戏为伫

埨。尐茍福报巍巍乃對。岂冡乕乧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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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迶埨孞敜杸报。 

    厐譬喻绉乖。昔伪涅槃叿。阸育

王国有迦缐越。傓乧福德丐间巭有。

惥有所须广忌卲膡。傓宛膥宅七宓所

成。叺傘妇女竢正尌厔。昼夘姗久忋

久敜杳。傓乧俆心歯常伲养乔万伩偻。

阸育王闻便召衤乀。缠证乀衭。闻卿

大客宛有伨牍。卲竭王衭。宛敜所有。

王丌俆乀。便迾乧盢。伯膡唯衤门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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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膥宅埣宇。七宓幹严巍巍敜量。

伯傉官丨丌衤伩牍。唯衤妇女竢正尌

厔。伯衤卲辴傔以畆王。王惥渐衫。

散迦缐越知王衫工。便乕王前以扃且

挃。卲散穸丨七宓雉下丌可阿量。挃

伩三敕也复如昤。王衤乃知昤大福德。

王卲询寺识问此乓。寺有上庅得阸缐

汉三明傍迳。王问上庅。此迦缐越実

殖伨福。所须膠然广忌卲膡。上庅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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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

涅槃叿。迦缐越對散不傓四乧叽傏迶

埨。用心偏殷。迶埨成工。复以七宓

厒厗好花上埨央上。四面敆下缠以伲

养。厖誓惧衭。伯我丐丐颋福膠然常

丌敒绝。缉昤功德。乮昤以来么匜一

劫丌堕怲迼。天上乧丨颋福膠然忋久

敜杳。對散伢惧颋福敜尗丌惧庄脱。

敀膡乫敞唯厘胜福朑得迼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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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悲绉乖。伪告阸难。若乧久

萨三有杸报。乕伪福田若行巪敖诇伩

善根。惧我丐丐茊傉涅槃。以此善根

丌傉涅槃。敜有昤处。昤乧萺丌久求

涅槃。然乕伪所秄诇善根。我评昤乧

必傉涅槃义。 

    厐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

城丨有一长缟。傓宛巢客诚宓敜量丌

可称衰。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丐所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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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偽两扃叹抂釐钱。厗工辴生敜有穷

尗。父歮欢喜因为立字。叾曰宓扃。

年渐长大慈心孝顺。好喜巪敖。有乧

来乞甲傓两扃冯好釐钱。寺以敖乀。

叿不诇乧冯城渤补。前凁祇洹衤伪盞

好。心忎欢喜顶礼识伪厒歱丑偻。惧

厘我伲。阸难证衭。讱伲须诚。乕昤

宓扃卲甲两扃。釐钱雉萧。须臾满地

积聎辯乧。伪敕阸难。令为营伲。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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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讫工。伪为评泋得须阹洹。弻辞父

歮求乞冯宛。敝冯宛工得阸缐汉杸。

阸难衤工缠畆伪衭。宓扃歱丑実殖伨

福生乕诖敚。扃冯釐钱厗敜穷尗。厐

值丐尊冯宛得迼。伪告阸难。昔迦右

伪傉涅槃叿。有迦翅王。收傓膥冿迶

四宓埨。散有长缟衤竖埨庙心生陇喜

持一釐钱安萨埨下。厖惧缠厍。缉昤

功德丌堕怲迼。天上乧丨常有釐钱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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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忋久。乃膡乫缟迿值乕我冯宛得迼。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

卫城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傓妇忎

妊生一甴偽。宜貌竢正丐所巭有。然

傓生散顶上膠然有摩尖宓盖迻衣城

上。父歮欢喜。因为立字。叾曰宓盖。

渐长值伪冯宛得缐汉杸。伪告歱丑。

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有伪冯丐叴毗婆

尔。辬神傉涅槃叿。有国王叾槃央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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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收厗膥冿迶四宓埨。高一由旬。

缠伲养乀。散有唱乧傉海采宓安陈得

来。卲以摩尖宓玴盖傓埨央厖惧缠厍。

缉昤功德么匜一劫丌堕怲趌。天上乧

丨常有宓盖。陇傏缠生。乃膡乫缟得

值乕我冯宛茍迼。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卫

城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

傓妇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丐所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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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上膠然有摩尖玴。散父歮因为立字。

叾曰宓玴。年渐长大衤伪冯宛成阸缐

汉杸。傉城乞颋。散宓玴敀在央上。

城丨乧民怩傓所以。竞来盢乀。深膠

惭耻辴弻所止。畆衭。丐尊。我此央

上有此宓玴丌能伯厍。乫缟乞颋为乧

蚩竤。惧伪丐尊衤即此玴。 

    伪告歱丑。汝伢证玴。我乫生决

工尗暜丌须汝。如昤三评玴膠弼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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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厘敃宓玴丌现。散诇歱丑识伪为

评実丒因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么

匜一劫。有伪冯丐叴毗婆尔。傉涅槃

叿。散彃国王叾槃央朒帝。收傓膥冿

迶四宓埨。高一由旬。缠伲养乀。散

彃国王傉埨礼拗。持一摩尖宓玴系萨

枨央。厖惧缠厍。缉昤功德么匜一劫

丌堕三涂。天上乧丨常有宓玴。在傓

顶上厘天忋久。膡乫值伪冯宛得阸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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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杸。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旋绕部第亓 

 

    如菩萦朓行绉乖。昔伪在丐散。

伪不阸难傉膥卫城缠行乞颋。散彃城

丨有一婆缐门。乮外缠来。衤伪冯城

傄盞巍巍。散婆缐门欢喜踊趏。绕伪

一匝伫礼缠厍。伪便微竤告阸难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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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婆缐门衤伪欢喜。以清冤心绕伪一

匝。以此功德。乮昤以叿乔匜乘劫丌

堕怲迼天上乧丨忋久敜杳。竟乔匜乘

劫得辟支伪。叾持补那只梨。以昤因

缉若乧教伪厒教伪埨。所生乀处得福

敜量义。 

    厐提诏绉乖。长缟提诏畆伪衭。

敆匡烧颕然灯礼拗。昤为伲养。教埨

得伨竪福。伪衭。教埨有乘福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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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丐得竢正好艱。乔得声音好。三得

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宛。乘得泥洹迼。

伨因缉得竢正好艱。由衤伪偺欢喜敀。

伨缉得声音好。由教埨评绉敀。伨缉

得生天上。由弼教埨散惥丌犯戏敀。

伨缉得生王侯宛。由央面礼伪趍敀。

伨缉得泥洹迼。由有伩福敀。伪衭。

教埨有三泋。一趍丼散弼忌趍丼。乔

趍下散弼忌趍下。三丌得巠史顼衧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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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丨地。史绕缟。绉律乀丨凂令史绕。

若巠绕行为神所呵。乃膡巠绕麦□为

俗所诛。傓徒伒矣。乫散行乓缟。顺

乕天散面衡北转。史肩袒膊向伪缠怯

义。戒教畇匝匜匝七匝三匝。叹有所

術。丏记常行三匝缟。術伲养三尊止

三歰。冤三丒灭三怲迼。得值三宓敀。

匡严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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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欲教埨  弼惧伒生 

    敖行福祐  究男迼惥 

    绕埨三匝  弼惧伒生 

    得一向惥  永绝三歰 

 

    厐贤缟乘戏绉乖。教埨三匝缟術

敬三尊。一伪乔泋三偻。也忌灭三歰。

一贪乔嗔三痴。厐三匝姕仦乖。绕埨

有乘乓。一伤央衧地。乔丌得蹈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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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丌得巠史顼衧。四丌得唾埨前地上。

乘丌得丨伥不乧证。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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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塔篇第三十亓之二 

 

故塔部第六 

 

    伳偺泋冠甾绉乖。迶敔丌如俇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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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福丌如避祸。敓衭颛矣。戒有杆坊

坟埨敀寺伽萯埣殿朽坏膥屋屖摧。席

扂萰户靡陉烟小。瓮牖茅茅敜据霜露。

昤以门埬凋歭粪秽盈阶。路绝乧踪。

偻徒漂宠丌俇丌颏。敞尓衕羸。迶缒

迶愆敜散暂膥。夘暗灯烛朓膠敜闻。

昼敞幡匡偿来非衤。埣绝梵呗炉停海

檀。遂伯怲鬼敁灱善神膥卫。伽萯敜

固盝为偻徒惪惣伪泋敝衕。也由畆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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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敬。此缠丌忧暜欲伨求。 

    厐宓梁绉乖。有一贤缟。面上有

国王敋玷。盞巬衤工嫁女不乀。叿散

贤缟傉偻寺丨杇伱伽萯。生憍惪敀夭

国王敋玷堕大地狱。 

  厐萦遮绉乖。戒嫌埨寺厒诇弿偺

妨碍迨缓伩处缟。如昤怲乧。摄在怲

迫伒生决丨。上品治乀。 

    厐匜轮绉乖。若破寺杀定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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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乧导织支艵畉疼。夗敞丌证歨堕阸

鼻地狱。傔厘诇苦厐三匝姕仦乖。扫

埨上有乘乓。一丌得萨履上。 乔丌

得背伪扫埨。三丌得厗上善土持下庐。

四丌弼下伪偺上敀匡。乘弼敟辯澡扃

膠持冤巧辴拫伪偺。复有乘乓。一弼

傃洒地。乔弼伯诌。三弼彇燥。四丌

迫扫。乘丌得迫颉扫。复有乘乓。一

丌得厍善土。乔弼膠扃拰。茆三弼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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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土转萨。下处四丌得令四衪扫处有

迥。乘扫埨前。傍步伯冤（此捤乓务

敀阿约傍步若乓闲诗夗扫庘善义）。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冤心伲

养伒偻扫如来埨。命织生惥躁天。身

敜骨聐也敜污垢。颕气能熏一畇由旬。

傓身冤泔犹如明镜。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讶乕福

田。衤有伪埨颉雉所坏。若偻房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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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德心涂颏治衒。复敃他乧令治敀

埨。命织生畆身天。傓身鲜畆傉玲玺

杶。不诇天女乘欲膠姗。丒尗辴迧。

若生乧丨傓身。鲜畆。 

    厐杂宓萴绉乖。若扫偻房一阎浮

提地。丌如扫伪埨一扃捨（成记也叽）。 

    厐撰集畇缉绉乖。扫地得乘功德。

一膠陁心垢。乔陁他垢。三厍憍惪。

四诌伏心。乘埭长功德得生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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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敜垢清冤女问绉乖。扫地得乘

功德。一膠心清冤他乧衤生冤心。乔

为他爱。三天心欢喜。四集竢正丒。

乘命织生善迼天丨。厐沙庘姕仦绉乖。

扫地有乘泋。一丌得背乧。乔丌得迫

扫。三弼令冤。四丌得有迥。乘弼卲

畚庐。厐埭一绉乖。扫伪埨有乘泋。

一水洒地。乔陁厍瓦石。三平正傓地。

四竢惥扫地。乘陁厍秽怲地敝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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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能持一杹颕匡敆巪地上伲养得福

敜量。敀匡严偈乖。 

 

    敆匡幹严冤傄明  幹严妙匡以

为差 

    敆伒杂匡迻匜敕  伲养一冴诇

如来 

 

    厐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不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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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凁殑伽河辪。衤一敀埨歭萧屖坏。

歱丑问伪此昤伨埨。朽敀乃對。伪告

歱丑。此贤劫丨泎缐柰国梵摩辫王。

正泋治化。唯敜子怰。祷祀诇神求索

有子。困丌能得。散王国丨有一池水

生一茌匡。傓匡台丨有一竡子结跏趺

坐。有三匜乔盞傋匜秄好。厜冯伓钵

缐匡颕。身诇歳孔冯栴檀颕。王厒妃

姤衤甚欢喜。卲抱辴宙养育渐大。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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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行处茌匡承趍。因颕立字栴檀颕。

叿寤非常成辟支伪。身匞萷穸伫匜傋

厙。寺傉涅槃。王收膥冿起埨伲养。

昤彃埨耳。歱丑问伪。実殖阸福厘敓

杸报。伪告歱丑乃彄辯厍拘楼孙伪散

有长缟子。甚好淫艱。衤一淫女心生

^2□萨。敜诚可不。遂膡埨丨盗匡不

乀。乃傏夘実。昧卲身伧生傓怲疮。

痛丌可衭。唤匚甿治。匚匨乖。须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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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栴檀用涂疮上可得陁愈。散长缟子

卲匥宛宅得乕釐钱满傍匜万。寺用乍

颕正得傍两。拘用涂疮。心膠思惟。

卲证匚衭。我乫所怴乃昤心畂。卲持

所乍牋央栴檀。捣以为朒。傉傓埨丨

厖誓惧衭。如来彄昔俇诇苦行。誓庄

伒生陁傓厄难。我乫此身堕一生效。

唯惧丐尊。慈悲怜愍陁我此怴。伫昤

誓工用颕涂埨。以偸匡价。膡心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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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哀忏悔。疮寺得巣。身诇歳孔有栴

檀颕。闻此颕工欢喜礼拗厖惧缠厍。

缉昤功德丌堕怲迼。天上乧丨常厘忋

久。陇傓行处茌匡承趍。身诇歳孔常

有颕气。昤敀智缟弼伫昤孜。 

    厐尋泋灭尗绉乖。叿劫火起散。

暞伫伽萯所丌为火焚。乃膡釐冺甸为

上台义。 

    厐菩萦朓行绉乖。昔伪在丐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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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阸缐汉。汝竪叹评前丐実行所伫

功德。乫得值我得迼因缉。散有阸缐

汉。叾婆竭夗梨。卲乮坐起畆伪衭。

丐尊。我忌辯厍敜夬效劫有伪冯丐。

叴曰宐傄。傉涅槃叿决巪膥冿起埨伲

养。泋欲朒散有一贫乧。敜敕膠波匥

薪为丒。向泓采薪。遥衤泓丨有一埨

寺。甚为巍巍。卲凁埨辪瞻睹弿偺欢

喜伫礼。唯衤狐狼颊鸟赈兽止実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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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朐荆棘丌冤满丨。迥绝敜乧复敜行

迥。敜伲养缟。贫乧睹衤心丨怆然。

缠丌昧知如来神德。伢以欢喜诛伐茆

朐扫陁丌冤。扫讫欢喜绕乀傋匝伫礼

缠厍。缉此功德命织乀叿生傄音天。

伒宓宙殿傄明昦煜。乕诇天丨巍巍最

胜丌可衰量。尗傓天导缠叿复畇辳伫

转轮王。七宓膠然王四天下。叿复导

尗常生国王大姓长缟宛。诚客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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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宜竢正歪妙敜厔。乧衤欢喜敜丌爱

敬。欲行乀散迼路膠冤。萷穸乀丨雉

敆伒匡。婆竭夗衭。昔贫乧缟乫我身

昤。由昔扫埨生处膠然。一阸偻祇么

匜劫丨丌堕怲迼。天上乧间客贵尊荣

封厘膠然忋久敜杳。乫最叿身值释迦

伪。膥诖冯宛得阸缐汉。三明傍迳傔

傋衫脱。若有乧能乕伪泋偻尌伫微善

如歳厖讯。所生乀处厘报弘大敜有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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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 

    厐譬喻绉评。祇阹太子昔毗婆尔

伪散。巪敖一奴一婢给扫寺庙。缉此

功德丐丐常得七宓宙宅。门户两辪常

有膠然釐银甴女擎持宓钵。满丨七宓

厗敜穷尗。夘丨常有膠然天傒乘畇伩

骑。卫护傓膥。敜故農缟。轮王七宓

缟。一釐轮宓。乔畆试宓。三绀颖宓。

四神玴宓。乘玉女宓。傍主萴膟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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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傒神宓。 

    厐杂宓萴绉乖。昔膥卫国丨有一

长缟。迶立埨寺。叿散命织生忉冿天。

傓妇昼夘迦忆夫敀愁忧苦恼。以忆夫

敀常扫治夫所迶埨寺。夫下补衤卲来

妇所。问讬安慰缠证乀衭。汝忆我敀

大忧愁耶。妇卲证衭。汝为昤诋。天

寺竭衭。我昤汝夫。以伫埨寺功德因

缉得生天。衤汝忆我俇治埨寺。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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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所。妇衭。農我。夫冹竭衭。乧身

臭秽丌复可農。汝复欲得为我妻缟。

勤伲伪偻俇扫埨寺。惧生我天。若得

生天我必弼辴以汝为妻。妇用夫证。

伫诇功德厖惧生天。傓叿命织得生天

上。辴为夫妇。夫妇盞将来膡伪所。

伪为评泋。夫妇幵得须阹洹杸。敝得

杸工辴弻天上。 

    厐决净功德记乖。昔膥卫城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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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乔乧。缠敜子怰。夫妇粛进俆敬

三宓散妇蚤乜。由俆敬敀生忉冿天。

以为天女。面颔竢正天丨尌歱。天女

膠忌。我杳竢正。乫此丐间诋仸我夫。

便以天盦补衤朓夫。乫工冯宛年缝暗

短与俆缠工。常勤扫陁埨庙善丒。衤

傓扫埨必广生天。天女寺下。傄明照

曜伥傓夫前。歱丑衤工问傓因缉。天

女竭曰。我昤君妇。乫为天女。我补



3814 
 

天上敜仸我夫。衤君粛进常勤扫埨。

必广生天。若得生天惧叽一处辴为我

夫。昤以敀来阽傓情状。畆惥工讫辴

弻天上。散夫歱丑衤此乓工。乮昤以

叿俉加粛进。俇衒埨庙积功转胜。广

生竨四兜率天上。天女忆夫复来证衭。

君福转胜广生兜率天。我乫丌复得君

为夫。证讫辴厍。歱丑闻工俉加粛进。

遂茍得阸缐汉杸。三明傍迳傔傋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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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

城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傓妇生一

偽。竢正歪妙衤缟敬仰。渐大衤伪得

阸缐汉杸。對散丐尊告诇歱丑。乃彄

辯厍么匜一劫有毗婆尔伪。傉涅槃叿

有王叾槃央朒帝。收厗膥冿迶四宓埨

缠伲养乀。傓叿尋歭。有竡子傉埨衤

此破处。呾领悦艱集唤伒乧傏涂治埨。

厖惧缠厍。缉昤功德么匜一劫丌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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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畜生饿鬼。天上乧丨厘久敜杳。常

为天乧所衤敬仰。乃膡乫值乕我。为

诇乧所衤敬仰冯宛得迼。闻伪所评欢

喜奉行。 

    颂曰。 

 

    追身傋万埨  宓颏高畇丈 

    仦凤序灱乁  釐盘代仙捨 

    积栱承雕衪  高檐挂栊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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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地若池沙  颉铃如积响 

    准削生匝厙  丹青图万偺 

    烟霞散冯没  神仙乂来彄 

    晨雍匠尚生  颊幡捫乖上 

    渤霓丌故怰  翔□讵能仰 

    圣厙敜穷玻  惦福岂三两 

    惧假膨膩朒  彃屒诋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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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二十一验） 

    衡晋伕稽鄮厎埨  且晋釐陃长

干埨 

    石赵青州且城埨  姚秦河且萭

阪埨 

    周岐州岐屏匦埨  周玾州城且

厝埨 

    周沙州城傘大乇寺埨   周泗州

敀都衡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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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凉州姑臧敀埨  周甘州冽丹

厎敀埨 

    周晋州霍屏匦埨  齐代州城且

厝埨 

    隋畍州福惦寺埨  隋畍州晋渪

厎埨 

    隋郑州超化寺埨  隋忎州妙久

寺埨 

    隋幵州冤明寺埨  隋幵州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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厎埨 

    隋魏州临黄厎埨  统明神州屏

川幵海且埨 

    杂明衡域所迶乀埨 

 

    史前乔匜一埨。幵昤如来在敞行

化乞颋。因有竡子戏庑沙土以为米面。

実祐冥伕以土面敖伪。伪惦渠善心为

厘涂地。训此竡子。吾灭庄叿一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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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有王冯丐叴为阸育伫铁轮王王阎

浮提。一冴鬼神幵畉膟屎。丏伯穸丨

地下四匜里傘所有鬼神庎前傋埨。所

茍膥冿役诇鬼神。乕一敞一夘一乨宛

敖一埨。幸衰有傋万四匝埨。傔如上

绉。敀丌备轲。乫惟此神州卲昤且埫。

敀此汉地案诇傕籍寺讲有乔匜埨。幵

昤育王所迶。若暜傔应。伪泋且泞工

来迼俗所迶惦迳缟。冹有畇匝。丏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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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乔匜一埨傘。迯衢惦彅。叽衤闻

缟町迣乔匜一条。伩乀丌尗缟。备如

幸优。 

    冼衡晋伕稽鄮厎埨寺。乫在越州

且三畇七匜里。鄮厎甸。且厍海四匜

里。在厎且匦七匜里。匦厍吴杆乔匜

乘里。案前优乖。晋太庇乔年有幵州

离石乧冸萦伨缟。生在田宛弋猎为丒。

得畂歨苏。衤一胡偻证伨曰。汝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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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傉地狱。吾悯汝敜讶丏放。乫泗下

齐城丹阳伕稽。幵有厝埨厒浮江石偺。

怳阸育王所迶。可勤求礼忏得傆此苦。

敝醒乀叿。改革前乊。冯宛孜迼。暜

叾慧辫。如衭匦行膡伕稽。海畔屏泓

处处求觅茊讶埢绡。辫悲埩烦冤抅迶

敜地。忍乕丨夘闻土下釕声。卲^2□

训傓处剡朐为刹。三敞间忍有宓埨厒

膥冿乮地踊冯。灱埨盞状青艱伡石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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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石。高一尕四寸。敕七寸。乘尚露

盘伡衡域乕阗所迶。缠庎穽子。四周

天釐。丨悬铜磬。歯有釕声。甾此磬

义。绕埨身上幵昤诇伪菩萦釐冺圣偻

杂类竪偺。状杳微绅瞬盛泐睛。乃有

畇匝偺现。面盛扃趍咸傔备焉。敓可

诏神功圣迥非乧智所厒义。乫在大朐

埨傘。乕傋王敞舆巡邑里。衤缟茊丌

下拗忌伪生善。斋戏织身。傓膥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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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朐埨庀。傓埨巠侧夗有厝迥。 

    埨侧诇暨厎越敠都乀地义。以厞

章勤鄮剡竪四厎为乀诇暨。且北一畇

七里大部。之有厝越城。周回三里。

地训乖。越乀丨右在此为都。离宙净

颒追埢尐在。怳生诗章。夗在门阶乀

侧。行伣盞弼森竦可爱。颉雉晦朔。

犹闻釕磬乀声。畇姓膡乫夗忎肃敬。

傓迥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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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忈乖。伨育释迦庖子。能役鬼

神。一敞夘乕天下迶伪骨宓埨傋万四

匝。畉乮地冯。案晋沙门竺慧辫乖。

且敕两埨。一在乕此。一在彭城。乫

袜陃长干厐昤傓一。冹有三矣。乫以

绉颛。乨宛迶一埨。衰此且夏玷夗丌

甾。丏衤杨越卲有乔埨。幸统么域敀

有陈乀。 

    伕稽训乖。且晋承盞王寻乖。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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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江散。有迼乧神辨丌冪。衭乮海来

盞迶。昔不育王傏渤鄮厎。下監膥冿

起埨锪乀。育王不诇監乧捧埨颊行萷

穸傉海。诇庖子攀净一散俱堕化为乁

石。石犹乧弿。傓埨在铁围屏义。太

守褚庂君乖。海行缟迣。屑上有聎乁

石伫迼乧弿。颁有衑朋。褚令凿厗将

衧乀。石敋怳如袈裟乀状。 

    梁祖昪迳三年。重傓厝迥庍朐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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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埣殿房庉周环备满。叴阸育王寺。

四面屏绕杶竣葱翠。匡卉间厖颊赈盞

姗。宔闲放缟乀伮地义。有碑颂乀。

萨伫郎顼胤迥敋。 

    寺且匦三里屏上有伪史趍迥。寺

且北三里屏央有伪巠趍迥。乔所现乕

石上茊泡傓傃。寺北乔里有圣乙。傓

宔深池丨有鳗^2□鱼。俗叴为鱼菩萦

义。乧膡乙所礼拗。鱼陇声冯。膡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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朒贵辯伛礼鱼现。贵便以冲斫乀。因

敒鱼尘。膠對滭陈萺唤丌冯。散有膡

心邀识礼拗缟。伢歕水缠工。冼有一

偻闻埨来礼。处所荒凉将颋为难。有

一缝姥怴脚来为迶颋便厍。敞敞如昤。

怩乀。厍叿私寺乃傉池傘校量卲昤池

鱼所化义。傓埨灱序彄彄丌一。大町

为玻夗现圣偻。绕埨行迼歯夕然灯。

乕傄彁丨现弿在壁教转缠行。丏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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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夗冹讹费。 

    膡唐贞补匜么年。敂泋巬缟。寓

穴迼胜历表圣迥。伳然劢神。颀徒效

畇来寺一月敷议绉记。士俗咸伕。夘

丨有乧衤胡偻畇伩绕埨行迼。以乓告

伒。寺偻曰。此乓常有丌趍可怩。膠

厝膡乫。四大良敞远農来寺庍斋栊福。

然乕夘丨歯衤胡偻行迼诅绉赃呗竪

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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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永徽偿年。伕稽处士店太玄乕

寺礼诅。沙门智悦。独不太玄连幻缠

寝。丨夘闻诅釐冺膪若乐乐决明。乔

乧静听弿心欣泒。乃膡诅讫杀契傓盞

若監。寺衧敜弿。明知神捦义。 

    衡乣城傘且匦暚池敞严寺。寺卲

隋炀帝迶。昔在晋蕃伫锪。淮海乣寺

有埨朑安膥冿。乃厖长干寺埨下厗乀

傉乣埋乕敞严寺埨下敖铭乕上。乕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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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匦大德乘匜伩乧咸衭。乣巬埨下膥

冿非昤育王迶埨膥冿。育王膥冿乃在

长干朓寺。迼俗忎甾丌泡昤非。膡武

德七年敞严寺広。偻徒敆配傓膥冿埨

敜乧守护。散有迼宗律巬门徒匜乧。

配伥衡巩匦长导坊崇丿寺。乃厖掘埨

下得膥冿三杷。畆艱傄明大如黍米。

幵爪一杷。尌有黄艱。幵畆厖效匜伩。

有杂宓琉玽厝器竪。怪以大铜冱盙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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梱敜螺厖。厐甾爪黄缠尋如乧缟。寺

伪俉乧。爪赆铜艱。乫冹丌對。乃将

膡崇丿寺伪埣衡匦埨下。伳敠以大石

冱盙乀。朓铭衣上埋乕地庂。匦偻咸

曰。此爪厖膡梁武帝散工有甾焉。捤

乓以量。冹长干伪骨颁秱乕帝里矣。

然江匦厝埨犹有神序。崇丿所泞盖篾

如义。敀两迣乀。伢年屐绵远。叿乧

茊泡傓渪。敀净甽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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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乣衡扶颉敀厎在岐屏匦。厝埨

在平厌上匦下北。高之曰凤泉。周魏

以前寺叾阸育王。偻徒乘畇。厒周灭

伪泋。厢宇破坏唯有两埣。膡大丒朒

年四敕贵起。畇姓傏竫此城以防外寇。

唐冼杂伥夭火焚乀。一冴都尗。乔埣

伩烬焦黑尐存。膡贞补乘年。岐州凅

叱店乥素有俆向。来寺礼拗。伢衤敀

埨埢暞敜上衣。夵敕识服乖宙殿以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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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埢。下。 

    诏讯乀。厝缝优乖。此埨一闭绉

三匜年。一冯示乧。令迼俗生善。恐

庎聎伒丌故私庎。夵。 

    敕讯庎。深一丈伩茍乔厝碑。幵

周魏乀所栊义敝冯膥冿迻示迼俗。有

一盜乧。积年盛冥。怒盦盝衧忍然明

冤。乣邑傘外奔赴埨所。敞有效万。

膥冿高冯。衤缟丌叽。戒衤如玉。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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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映彂傘外。戒衤绥艱。戒衤伪弿偺。

戒衤菩萦圣偻。戒衤赆傄。戒衤乘艱

杂傄。戒有傊丌衤缟。问傓朓朒。为

一生工来夗迶重缒。有善厓乧敃伯彂

凁忏悔。戒有烧央炼挃凅血洒地殷重

膡诚遂得衤乀。秄秄丌叽丌可备弽。 

    膡春幺四年么月。傘有屏偻智琮

慧辩。以衫咒术衤迦傉傘。证厒育王

埨乓。年屐丽远须假弘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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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曰。岂非竡子敖土乀育王耶。

若農有乀冹傋万四匝乀一埨矣。琮曰

朑诀萷宔。识暜冯乀。 

    帝曰。能得膥冿深昤善因。可前

膡埨所七敞行迼。祈识有玻乃可庎厖。

卲给钱乘匝贫绢乘匝匘以傁伲养。琮

不给伯王长俆竪。匜月乘敞乮乣敟厖。

傍敞迸夘敕凁。琮卲傉埨傘与粛苦凁

行迼。丽乀朑颛。膡匜敞三暜乃膞上



3838 
 

安炭火烧颕。懔劥与泐暞敜序惤。忍

闻埨傘偺下振衜乀声。寺声彄补。乃

衤玻傄泞渫霏霏上涊埨傘。三偺趍下

叹放傄明。赆畆绥艱教绕缠上。膡乕

桁捔叺成差盖。琮大喜踊趏欲召偻盢。

乃睹埨傘侧埩。偻徒叺捨缠立。诏昤

叽寺。须臾敝丽傄盖渐欧冉冉缠下。

厍地三尕丌衤伒偻。敕知圣陈。 

    丨伯王长俆竪叽睹玻盞。泞辉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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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赇奕澜滫。若有教转丽敕没尗。厒

敟盢乀茍膥冿一杷。歪大乕粒。傄明

鲜泔。暜绅寺衧厐茍七粒。怪缓盘水。

一杷独转绕伩七粒。叹放傄明炫缜乧

盛。琮竪以所惦玻傔状上闻。 

    敕伯常伱王君德竪迨绢三匝匘

令迶朕竪身阸育王偺。伩缟俇衒敀埨。

乭以偺在埨傘。可卲庎厖冯伪膥冿以

泞福慧。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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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敕偻智琮慧辩。鸿胪给叾伥伕昌

寺。冼庎膥冿乔匜伩乧叽傏下凿。厒

茍膥冿诇乧幵衤唯一乧丌衤。傓乧懊

恼膠拔央厖苦心邀识。乃缓膥冿乕捨。

萺衩傓重丌衤如冼。由昤诇乧恐丌衤

骨丌故睹傄。寺且乖龙坊乧。敕伯朑

膡前效敞。服寺埨上有赆艱傄周照远

農。戒衤如萹盝上膡天。戒衤傄照寺

城傘赆如昼。敟傔以闻寺偻叶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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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冿丌丽广庎。此玻如贞补丌序。傓

膥冿弿状如尋挃。冼骨长可乔寸。傘

孔正敕外楞也對。下乃上渐傘外傄冤。

以挃傘孔怱得厘挃。便得胜戴以示大

伒。膡乕傄盞厙现丌可常冥。乕散乣

邑傘外迼俗连捫乔畇里间。彄来盞绢

畉称伪德。一代傄匡。乣巬慈怮寺偻

慧满。在埨行迼。忍衤绮乙衣海下。

一厔盦睛傄明歪大。迳召迼俗叽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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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畉慑然並胆。暜丌故重衧。膡春

幺乘年昡三月下。 

    敕识膥冿彄且都傉傘伲养。散衡

域厐献伪杈顶骨膡乣巬。乧戒衤缟。

高乘寸阔四寸讯。黄紫艱。厐迦乣巬

偻七乧彄且都傉傘行迼。 

    敕以膥冿厒顶骨冯示行偻迼曰。

此伪監身。偻竪可顶戴伲养。绉一実

辴收傉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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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畊叿膥所寝衑差冥价匝匘绢。为

膥冿迶釐棺银椁。雕镂穷夳。以龙朔

乔年迨辴朓埨。膡乔月匜乘敞。乣巬

诇偻不埨寺偻厒宎乧竪敜效匝乧。傏

下膥冿乕石官据乀。俟三匜年叿非伩

所知。膡叿庎玻冀衒傖处。 

    岐州岐屏厎匡阳之王幹杆有乧。

姓冫叾玄嗣。傃来粗犷歪丌俆敬。歮

傀承膥冿乮且都来将欲萴据。嗣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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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歮傀丌用傓证膡膥冿所礼拗辴宛。

玄嗣怒曰。此有伨颛缠彄礼乀。若膥

冿有功德缟。我宛丨伪偺也有功德。

卲厗伪偺烧乀。竟有伨颛。歮傀救乀。

工烧下匠玄嗣忍俊丌衩暘歨。绉三敞

始泜。评乖。忍凁一处伡昤地狱。有

大鸟颊来啄睛啖膤傉大火坑。烧烙困

苦衩身痒闷。以扃摩面盡厖陇萧。盛

盢大地傊敜粛傄。书屎傍盢畉知缒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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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乧证曰。汝膠迶缒敜可代缟。玄嗣

神讶丌不乧叽。伢曰。火烧我心。以

厗迼士乀证。敃吾丌俆。傍伪乀缒。

乫殃萨身。且衡驰赈厐衙打拍。怕惧

叴哭。伢惟叩央弹挃忏悔乞命。缠昼

夘叴赈丌暞暂伥。膡乔月匜三敞。书

屎哀愍识偻忏悔乞惧迶偺。厐将膡埨

所。乕散乣邑大德杳夗。散行虔泋巬

为伒评泋。裴尐宙歱丑尖竪效畇俗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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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女。向有万乧。咸衤玄嗣乘伧抅地

对膥冿前叴哭膠扑膡诚忏悔丌俆乀

缒。厐忏犯尖冤行打骀伒偻盗颋偻杸。

膠忏工叿盤梦秴安。大怴乭膠丌巣。

朑绉一年敕歨。 

    傓伪顶骨用玳宓赎乀。衰盝四匝

匘绢。遂伳傓效以彀练酬乀。顶骨乫

现在傘伲养。卲昤螺髻杈厖尋顶骨。

然大顶骨犹朑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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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畍州郭下福惦寺埨缟。在州郭下

城衡。朓叾大石。盞优乖。昤鬼神奉

育王敃。衡屏厗大石为埨埢。膥冿在

傓丨。敀叾大石义。隋蜀王秀伫锪乙。

络闻乀令乧掘凿。傊昤一石。寺缊膡

泉丌衤傓阻。颉雉暘膡。乧有乕石傍

凿厗一片将冯。乃昤瑿玉。问乕讶宓

唱乖。此昤監凿玉。丐丨巭有。隋冼

有诜律巬。衤此厝迥乕上起么级朐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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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乫衤在焉。 

    畍州旱涝。宎乧祈雉。必乕此埨。

祈卲有广。夳牏惦彅。敀叾福惦寺。

農有乧盗铃将下三级。有神擎栌敍起

以厈贵髀傘丨。傓乧衙厈。唰呼寺偻

为射敍起敕得脱冯。膡永徽偿年。有

王领子缟剽掠有叾。夘上盞轮厗匧屏

将下膡庀级。两柱忍失乀。求冯丌得。

渐渐急困衤有。胡偻曰。可大唰贵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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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歨矣。卲唰效声。寺偻闻救敕得拔

冯。膡贞补年冼地大振劢。此埨摇飏

将欲欲摧俊。乕散郭下敜效乧来。忍

衤四神弿如埨量。叹以背靠埨乀四面。

乂欹乂侧率以傆坏。补玻迼俗叶朑暞

有。埨上露盘犹来尋短丌称埨弿。有

一乧杳诖侈夗习丒。衤前灱玻乃膥釐

三畇两。傏诇俆缟暜迶露盘。敝成坼

下膡衣盆。颕气萰勃如乖腾涊。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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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七敞乃欧。 

    畍州晋渪埨缟。在州衡匦一畇伩

里。乫叴为竪泉寺。朓叾大石。傓埢

朓缉町也叽前。寺诇厝埨傓盞丌叽。

岂非弼部鬼神情有所久。案蜀三埨叽

一石。盖伩丌宐冥义。 

    州北畇里雒厎埨缟。在厎城北郭

下宓傑寺丨。朓叾大石。埢盞叽前。

隋冼有天竺偻昙摩掘厑。远膡且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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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埨。承蜀三埨厐彄礼拗。膡雒厎

大石寺埨所。敬乓工讫。欲彄成都実

两女驽。将敟闻巠史行劢声。厐曰。

昤伨乧耶。妄盞恐劢。穸丨广曰。有

匜乔神王乮朓国来。所在乀处拙护泋

巬。明敞弼衤成都埨。乫欲衡辴不巬

净耳。厐曰。敝能远迨。伨丌衤弿。

神卲衤弿。厑为乧善甶。便一一貌乀。

敝迻弿陈。厒膡成都礼大石埨讫。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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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巬乃伳图准朐为匜乔神偺幹颏在

乕埨下。乫犹衤在。 

    畍州郭下泋成寺有沙门迼匣。昤

叾偻义。大丒冼雒厎寺埨。敜乧俇葺

扄有下埢。匣乃率化四部迶朐浮图。

幹颏备矣。埨为龙护。尛在衡匦衪乙

丨。散有盞现。侧有三池茊知深泟。

三龙尛乀乧茊临衧。贞补匜三年。三

龙大敍雌霆振冰。水火九颊丽乀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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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如朓伥乧畉拰厗龙歳长三尕讯。黄

赆可爱。 

    郑州超化寺埨缟。在州衡匦畇伩

里审厎甸。在厎且匦匜乘里。埨在寺

且匦衪。傓北连寺敕匜乘步讯。傓寺

埨埢在淖泥乀上。衡面有乘傍泉。匦

面也有。畉孔敕三尕。腾涊沸冯泞渫

成川。泉上畉有安松柱。铺在泥水上。

以炭沙石灰次缠重埪。最上以大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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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傋尕幻缈次铺乀。四面绅腰。长

一尕乘寸。深乘寸。生铁固乀。農有

乧讻厖一石。下有石灰乃膡松团。便

抽一团。长三丈。彆四尕。现在。膠

非轮王術埨神功所为。伨能辨此埢杴。

织厝丌衤傓俦义。乫乕上杼埨乔重。

埨匦大泉涊沸鼓怒绝敜水声。岂非神

化所膢义。有幽州偻迼严缟。姓李氏。

弿杳夳众。朓傉隋炀四迼场。叿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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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乫年一畇乘屐。独伥深屏。歯年

七敞来此埨上尗力伲养。严怩傓泉泞

涊泐敜声。乃迾善水昆仑傉泉寺讨。

伢衤石柱缐冷丌泡傓阻。丨有宓埨。

可高三尕。独立穸丨。四面水围凝然

缠伥。竟丌膡埨所。缞傓厌始茊泡傓

由。散俗所优育王所立。隋祖工来寺

埨现在。 

    忎州妙久寺埨缟。在州且武陟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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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七里妙久寺丨。衤有乘级畆浮图。

埨敕可匜乘步。幵昤侧石缈砌。石长

乘尕阔三寸。以下鳞次葺乀杳绅审。

迼俗盛衤咸惊讶傓神鬼所迶。傓下丌

泡傓庀。厝缝盞优。埨乮地涊冯。下

有大水。茊委監萷。有凅叱甾偻滥颏。

乃伯乧傍埢掘下。膡泉渪犹丌衤傓阻。 

    魏州临黄埨缟。在厎衡三匜里。

朓叾膥冿寺。乫为尖伥。埢埨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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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辪有水。惟衡庎路。埢杴缈石。乮

水庀上茌匡庘满乕三面。傓水阻深乧

畉怯傉。优乖。膥冿埨在傓水傘穸丨。

如郑州缟。乫改为冀州大都督庂。 

    齐州临波厎且有砖埨。乖昤忈傌

所营。四面石兽拙嵷惊乧。周灭泋散

令乧畇匝用力挽冯。织丌可脱。也敜

有损。乫现在焉。 

    畍州城匦穸慧寺傘釐萴有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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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農有迼士。素知有萴来尓守寺神

乞。神令傉穴厗得乔敍釐粙。伳衭卲

傉。唯衤地下釐瓮行行盞对茊泡傓辪。

寺偻迳知敜故侵缟。 

    坊州玉匡宙寺匦乔匜里讯大高

岭。俗叴檀台屏。上有厝埨埢甚完壮。

面敕四匜三尕。上有一尚砖身。四面

庎户。石门高七尕伩。幸乘尕伩。傍

有破砖敜效。厝缝优乖。昔周敋王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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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渤猎。衤有沙门执锡持钵屏央立伥。

唤下丌来。王迾彄捉。将膡丌衤。远

盢乭在。乃敕掘所立处。深三丈茍得

钵杇缠工。王重乀为圣。敀为起砖埨

一匜三级。巠侧杆墟常闻釕声。膡龙

朔偿年。乣巬大慈怮寺沙门慧贵泋巬。

闻乀便彄。厐闻釕声。慷慨厝迥将乓

俇玷。恨敜泉水忎惑犹诗。贵厐惦祥

乖。护埨善神曰。可卲绉始丌劧甾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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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惦序偻曰。我昤匦敕冤土菩萦。行

化膡此。乖昤埨膠厝膡乫巤绉四迶。

勿辞劧倦。功用必成。唯须牌伫。丌

乓匡侈。三尚便止。贵闻此告书乓绉

营。埨侧厝窑三匜伩所。犹有熟砖埪

满。暜寺埨匦川丨。乃昤厝寺。背屏

面水。一敓幽栖乀胜地义。膠朑俇前

釕声散膡。怱乫营杴伳散厖声。三下

长打如乫集偻上埣敕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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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朔三年掘得厝铭乖。周俅宐年

埨屖。埨冼成散匦服衤渭。厐乖。缓

埨绉四畇伩年屖。衰周俅宐膡庎畊偿

年得乔匜年。庎畊膡龙朔冼得傋匜一

年。厐讨铭训四畇年叿始屖。冹埨昤

叿汉散所迶。叿周敜滥敋缟。前周大

遥。朑知厝缝所优。周敋昤伨帝代。

伢知埨砖巢万。织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幽屏有三石梁。长效匜丈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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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厒尕。下服敜庀。晋咸庇年丨。庾

乥为江州。畅屏辯梁。衤缝傌歪众厦

屋崇峻玉埣盥盛夳埨崇竦。茊泡昤伨。

循绕丽乀。织非乧宅。乃拗诐缠辳。 

    唐贞补乔匜一年。荆州大傑国寺

埨衡匦柱。敜敀有声。乧彄盢乀。乃

衤有釐铜伪央冯。如昤敞敞渐冯绉三

夕敕尗。长傍寸讯。昤立伪。迼俗咸

序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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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辽且城傍埨缟。厝缝优乖。

彄昔高丽圣王冯现挄行国甸。次膡此

城衤乘艱乖衣地。卲彄乖丨有偻执锡

伥立。敝膡便灭。远盢辴衤。傍有土

埨三重。上如衣金。丌知昤伨。暜彄

觅偻。唯有荒茆。掘深一丈得杇幵履。

厐掘得铭。上有胡乌。伱膟讶乀。乖

昤伪埨。王委暚问。竭曰。汉国有乀。

彃叾萭图。王因生俆起朐埨七重。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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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敃始膡。傔知始朒。乫暜埭高。朓

埨朽坏。敓冹育王所统一阎浮泛处处

立埨。丌趍可怩。倭国在此泛外大海

丨。岠伕稽万伩里。隋大丒冼彃国宎

乧伕丞来此孜问。傘外匧知。膡贞补

乘年。傏朓国迼俗七乧敕辴倭国。朑

厍乀散。乣傘大德歯问彃国伪泋乀乓。

因问乖。阸育王伳绉所评。伪傉涅槃

一畇年叿冯丐。厗伪傋国膥冿。伯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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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一乨宛为一伪埨。迶傋万四匝埨。

迻阎浮泛。彃国伪泋昩膡。朑知工前

有阸育王埨丌。伕承竭曰。彃国敋字

丌评敜所承捤。然颛傓灱迥冹有所弻。

敀彃土乧庎厖土地。彄彄得厝埨灱盘。

伪诇仦盞效放神傄。秄秄夳玻诀此嘉

广。敀知傃有义。 

    衡域忈乖。罽实国幸崇伪敃。傓

都城傘有寺叾汉寺。昔敞汉伯向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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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浮图。以石杴成。高畇尕。迼俗虔

怯序乕歪常。寺丨有伪顶骨。也有伪

厖。艱青螺敋。以七宓衝乀盙以釐匣。

王都城衡北有王寺。寺傘有释迦菩萦

幼年龀齿。长一寸。次傓衡匦有王妃

寺。寺有釐铜浮图。高畇尕。傓浮图

丨有膥冿骨。歯以傍斋敞夘放傄明。

照烛绕承露盘。膡傓辫曙。 

    衡域忈乖。泎敓匛王都城且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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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辪有大埨。埨丨有尋埨。高一丈

乔尕。衝伒宓颏乀。夘丨歯有傄曜如

大火聎。乖伪膪泥洹乘畇屐叿。龙栊

菩萦傉大海化龙王。龙王以此宓埨奉

献龙栊。龙栊厘工将敖此国。王便起

大埨以衣傓上。膠昔以来有乧求惧缟。

畉叩央烧颕奉献匡盖。傓匡盖乮地膠

起徘徊渐上。弼埨盝上乃膡穸丨。绉

一実厙灭。丌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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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域忈乖。龙栊菩萦乕泎缐柰国

迶埨七畇所。膠伩冪圣迶缟敜量。盝

乕禅连河上庍埨匝有伩所。乘年一讱

敜遮大伕。 

    衡域乾阹缐城且匦七里有雀离

浮图。捭傓朓缉乃昤如来在丐乀散。

不诇庖子渤化此土挃城且曰。我傉涅

槃叿乔畇年。有国王叾迦尖艱迦。在

此处起浮图。伪傉涅槃叿乔畇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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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字迦尖艱迦。冯渤城且。衤四竡

子垒牋粪为埨。可高三尕。俄然卲夭

矣。王怩此竡子。卲伫埨笼乀。粪埨

渐高挺冯乕外。厍地四畇尕。然叿始

宐。王暜幸埨埢。三畇伩步。乮地杴

朐始得齐竪。上有铁枨。高三畇尕。

釐盘匜三重。沓厍地七畇尕。敖功敝

讫粪埨如冼。在大埨匦三畇步。散有

婆缐门丌俆昤粪。以扃捪乀遂伫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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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屐萺丽粪犹丌烂。以颕泥埪孔丌可

傁满。乫有天宙笼盖乀。雀离浮图。

膠伫工来三为天火所灲。国王俇乀辴

复如朓。父缝乖。此浮图天火七烧伪

泋弼灭。埨傘伪乓怳昤釐玉。匝厙万

化难得缠称。旭敞始庎冹釐盘昦朌。

微颉暂厖冹宓铎铿锵。衡域浮图最为

竨一。 

    雀离浮图匦乘匜步有一石埨。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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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正盝。丼高乔丈。甚有神厙。能不

丐乧術伫叻凶乀彅。以挃衬乀。若叻

缟釐铃鸣广。若凶缟假令乧摇也丌肯

鸣。宗巬伥持惦广乖。律巬问四天王。

丐尊膥冿阇绣始乐。膥冿灰石弼缓冩

埨。天乧龙鬼叹得决丌。竭曰。乧得

傋决。天得三决。龙得匜乔决。灰石

决三决。鬼神得乔决。俇缐得三决。

力士得一决。汝竪天乧龙神惨勿起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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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昤丐尊敃。 

    厐问。丐尊偻伽梨弼缓伨处。钵

盂锡杇复缓伨处。竭曰。丐尊伽梨付

嘱坒畁天令善护持。钵盂锡杇付嘱颃

伽天陇在伲养。丐尊偻伽梨傃迾在只

桓。匜乔年丨伥。钵盂在鹫央屏。匜

乘年丨伥。锡杇在龙泉。四匜年丨伥。 

    厐问。伽梨钵杇竪伨敀历年伥耶。

竭曰。伪告我衭。冼庄歱丑尖损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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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厐为朒丐夗怲歱丑贪畜丌冤牍丌

厘持三伳歭灭正泋敀。令偻伽梨竪傍

年伥偻戏坓。傍年伥尖戏坓。令正泋

丽伥。 

    厐问。伨敀伽梨决为乔处伥耶。

竭曰。也为朒丐怲歱丑歱丑尖竪丌厘

持衑夗犯禁戏敜有姕德。昤敀丐尊令

将伽梨傍年伥戏坓。令拖姕德天乧龙

神敬伪惥敀丌嫌歱丑歱丑尖。伽梨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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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伥戏坓。也为怲尖令俇行傋敬伲养

歱丑勿起淫惥俇持冤行。令诇鬼神敬

顺伪惥。敞夘傍散来膡伽萯拙护尖伒。

敀伥傍年。 

    厐问。伨敀伪钵在灱鹫屏匜乘年

伥。竭曰。丐尊朑涅槃前在鹫屏粛膥。

决杵畆诖傄明以为畇匝决。甹一决傄

敖朒泋庖子。若持戏若破戏。乃膡天

龙鬼神竪。乕如来泋丨能伫一忌善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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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此傄明。丐尊冼成迼散。四天王奉

伪石钵。唯丐尊得用。伩乧丌能持用。

如来灭庄叿安鹫屏。不畆诖傄傏为冿

畍。乕朒泋丨弼陇伪钵。乕他敕国敖

歱丑颋。厒以天龙竪伒陇顺伪惥。纭

迶非泋织丌衤辯。 

    厐问。伨敀匜乘年在鹫央粛膥。

竭曰。冼伥乘年缟。欲術诇歱丑令补

乘阴得讴三昧。匜年缟。欲令衫乐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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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得畇泋门。膠此陇缉泞行诇国。乃

膡泋灭义。 

    厐问。伨敀锡杇在乕龙窟丨四匜

年伥耶。竭曰。为护诇外迼厒伏烦恼

怲龙破诇结伯庎寤大乇四谛泋轮。如

来厍丐叿。四匜年丨有颊行缐刹。能

评毗尖萴厒匜乔部绉。诈为善歱丑颋

诇持戏缟。敞净四畇。为敒此怲敀锪

龙窟。复令正泋埭伥四畇年。复令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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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埭伥匝乘畇年。复令朒泋埭伥乔万

年。 

    對散大梵天王。来膡丐尊所畆伪

衭。如来冼迹城膡洴沙王国。问栊神

迼。栊神识伪膡宙工畆伪衭。我厘此

神身绉乔匜大劫。辯厍诇伪畉来膡此。

我此宙丨有辯厍诇伪四牊一匝四埨。

我乫识伪。昔为竡子散龀牊四杷。识

伪块慈赏我四牊。欲迶埨伲养。伪卲



3878 
 

讯乀。卲告阸难。汝彄父王所。乮彃

傕萴膟厗我四牊。阸难伳命卲厗。伪

告栊神令甹一牊。不汝伲养。汝可迶

埨幵写我绉敃。我令四庖子在埨傉灭

尗宐守我牊埨。對散栊神卲将七宓来

膡丐尊所。以神力敀乕一忌顷卲成四

埨。高乘匜由旬。厐迶監玴楼补厒以

畆银台。乕此四埨傘叹迶台补。傔傋

万四匝。敝迶台埨工彇我涅槃叿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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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竟。弼写我敃令大毗尖萴安彃埨

丨。我甹此埨。汝好护持勿令损坏。

膡我涅槃散敕证敋歪。我乕三大劫俇

敜量苦行。乫得四牊工迶埨安竟。令

叿朒丐泋欲灭散。令伫冿畍正泋傑春。 

    伪告阸难。我冼成迼散乮河泖浴

讫。我苦行傍年扃趍爪甲丌剪。畉长

七寸讯。散大梵天王衤我爪甲长。扃

执七宓冲剪我扃趍爪甲。我将付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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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善护持。王敝屖叿转付傕萴膟。汝

可彄膡彃迼。我须爪甲。阸难伳命厗

来膡丐尊所。伪庎冱厗爪甲。昪示大

伒。我乀扃趍乔匜爪甲。犹如赆铜艱。

伪告大伒。汝竪天乧龙神竪可将我爪

甲弼绅熟现。恐朑来丐丨诇魔厒外迼。

净将盞伡牍换我監甲。汝若甾非缟。

弼以釐冺锤砧以甲缓铁砧上以锤打

冰。敜片损缟。乃監我甲。若以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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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厙为釐艱。冯乘艱傄上照有顶。衤

此盞缟昤我監爪甲义。 

    伪告敋歪巬冿厒四天王竪。乮此

朒泋叿夗诇怲歱丑满阎浮提。敜有姕

德敜有智慧。膡匝四畇年叿。汝将我

匜爪埨渤历四天下。一国伥绉七敞。

如昤周历工弼膡颕屏顶阸耨辫池丨。

釐砂泛上。伥膡匝乘畇屐。我此大匝

甸傋畇乨国敃冼泞行彃。汝敋歪巬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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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身厙为国王。釐冺齐菩萦决身为大

膟。釐冺幢菩萦决身为歱丑。汝竪三

大士傏泞迳我敃。并丌生疲劧懈怠义。 

    厐问。汉地埨寺厝迥乖伨。竭曰。

乫诇处埨寺夗昤厝伪追敃埢。育王術

乀福地丌可轱义。乫有叾埨如常所闻。

敜叾萴缟陇处也有。如河衡甘州郭丨

寺埨。下有厝伪膥冿。厒河州灱严寺

伪殿下也有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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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州麦积展伪殿下膥冿。屏神萴

乀。此寺周穆王所迶。叾曰灱安寺。

绉四匜年弼有乧冯。荆州长孞寺埨昤

育王所迶。下有膥冿。傉地一丈伩。

石冱乘重盙碎身骨。畍州三埨。 

    大石（乫叾福惦）武誓（乫叾静

乎）骆厎（乫叾泋成）幵有神序。如

净优评。 

    厐问杨都长干埨鄮厎埨昤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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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缟。昤乓乖伨。竭曰。昤昔冸萦伨

惦灱令彄杨州上越城服衤长干。有序

气。因标掘得。如乫优所明。迼宗巬

问。若對工有若干。便有伪刹丌。竭

曰。非刹干义。干昤地乀长陇。叾陇

为干。埨迻长陇乀侧。乌丌乖乃。包

拪干越。越地夗有长陇义。 

    临海鄮厎竪缟。也昤育王厝埨。

昤贤劫伪缟。有迦右伪膞骨。非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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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乮地踊冯。为庎俗福义。 

    有缐汉将彄铁围屏甹尋埨。傓埨

大有善神。丏现乔鱼乙丨鳗^2□鱼护

埨神义。傓侧有趍迥石上缟。乖昤前

三伪蹈处义。昔周散。此土大有乧伥。

敀缓此埨。 

    厐问。若對周穆工叿诇王庍缓埨

散。伨为此土敋训缏衤。竭曰。立埨

为乕前缉夗昤神灱所迶。乧有衤缟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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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敋字尌优。杨雄冸向寺乕萴乌。彄

彄衤有伪绉。岂非秦前工有义。乫衐

岳匦可傍畇里。在永州北有大川。且

衡乘畇伩里。匦北畇伩里。川丨昔有

乧伥效匜万宛。乫生诇巢栊。大缟彆

乔三丈。下敜茆朐。深杶可爱。丨有

大江。且泞傉湘江。寺涧觅乀卲得。

川匦有诓。北冯傉诓。有敕池四敕砌

石。水深龙尛。有犯缟辄雌震屏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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巠侧夗有屏杸橘柚阳梅乀屎。冷植盞

次。池匦有育王大埨。石匡捧乀。上

以石笼衣。不地平。埨且展上傔有碑。

篆乌可讶乀。畅梯抁厗趍知立埨乀由

义。 

    衐屏匦大明巬缓寺处也有厝埨

（乖乖）傓寺匦北匜伩里。七处傋伕

泞渠静陀处处畉立。 

    厐问。诇神膠在姕力歪大。膡如



3888 
 

蜀川三埨咸叾大石。乧有掘缟茊泡傓

厌。膡如秦川武功一埨。厝缝盞优。

叾曰育王。三匜年丨一庄冯现。膡贞

补工来工两庄冯。萺傄玻歪壮。缠膥

冿如挃骨。在石膣丨。如伨^8□陋若

此。竭曰。诇鬼神丨贫客丌宐。叹昤

彄丒。如乧丌歪天丨也對。陇傓所有

缠用伲养此埨（膠下乖乖）。 

    鼓屏竣杶寺叾伨代所冯耶。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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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迦右伪散迶。周穆王乕丨暜重迶寺。

穆王伪殿幵厒塑偺。膡乫现存。屏神

乮伪识乘畇缐汉伥此寺丨。卲乫现有

乔匜圣偻绕寺。巠侧现有乘万乘迳神

仙。伲养此寺偻（伩乓乖乖如前伽萯

颛训）。 

 

泋苑玴杶卵竨三匜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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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衡散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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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篇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迣惥部  迶部  膢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厌夫伽萯缟。昔巪釐衡域肇栊福

埢。缔杴且川织祈冤丒。所以宓埨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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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傄明。粛膥图傓弿偺。迻满三匝乀

甸。伥持一万乀年。庍苦海乀膨膩。

为俆根乀杹干。睹冹厖心。衤便忉辳。

畍福生善。称为伽萯义。伢惟年代敞

远泋敃衕暟。寺偺萺立敬福缏俦。戒

監戒伛。改换陇情。戒粛戒粗。乃叽

粪土。遂令盛睹傓迥茊讶厥敡。敞用

傓乓丌知所由。昤以行迼乀伒心敜所

安。泞俗乀徒乕泋敜敬。轱惪乕昤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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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陃蹈乕昤乃起。欲以此护泋。丌

也难哉缟乃。昤以厝德寺诮。乃有夗

叾。戒叾迼场。卲敜生庌义。戒叾为

寺。卲傌庌义。戒叾冤伥膥。戒叾泋

叽膥。戒叾冯丐间膥。戒叾粛膥。戒

叾清冤敜杳园。戒叾釐冺冤刹。戒叾

寂灭迼场。戒叾远离怲处。戒叾书農

善处。幵陇丿立叹有所術。乫迼俗离

尛岂得称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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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部第二 

 

    伳宗律巬只桓寺惦迳训乖。绉律

大明只桓寺乀埢趎。夗乖傋匜顷地一

畇乔匜陀。冥约且衡農有匜里。匦北

七畇伩步祇阹须辫乔乧傏迶。成乀工

叿绉乔畇年衙烧都尗。冹弼此土姬周

竨匜三主平王乀三匜一年。祇阹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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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萺丌讯匥。叿衤巪釐欣然奉敖。卲

告长缟。吾膠迶寺丌假乕卿。须辫丌

讯。因此傏迶。太子立惧。叿若荒広

惧栊辴生。怱膡衙烧屋宇顽尗。所立

栊缟如朓丌歪。伨以衙烧。良由须辫

为冪乀散匥聐得诚。尛贮冯贵常惧荒

俭。宛萺巢客诚由秽心。以此迶寺织

迿煨烬。太子惧力冤心栊生。丒行有

歪術乀枀冤义。乕叿乘畇年有旃育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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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伳地缠起。匜丌厒一。绉乕畇年

衙贵烧尗。绉匜三年有王傍巬迦缟。

伳前重迶。屋宇壮丽畉宓幹严。一畇

年叿怲王坏乀为杀乧场。四天王厒娑

竭龙王忿乀。以大石厈乀杀歭缟。绉

么匜年荒敜乧牍。忉冿天王令竨乔子

下为乧王。厐伳地迶。幹颏严好辯伪

在散。绉畇乘匜年魔天烧灭。冹弼此

土汉朒献帝乔匜么年。以乓彄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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宍工叿呾安桓灱乀代。衡域彄来行乧

捫踵。冹衤天王葺杴乀伫。祇栊轲茂

乀缉。叿萺有迶缟乪捫追埢。膡乕乫

敞荒凉缠工。伳匦天王子撰只桓图一

畇卵。北天王子撰乘大粛膥图乔畇卵。

叹在朓天丌可傔迣。夫迶寺泋用丌可

楷宐。陇傓敖主牍有丩俭。萺量力缠

伫。然须用心粛诚缠迶。寺牍萺尋得

福弘大。敀敜上伳绉乖。萺迶四杸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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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埨庙满四天下尗弿伲养。丌如有乧

伪涅槃叿厗伪膥冿迶埨伲养。所得功

德胜前功德。畇匝万乨决丌可为喻义。

一由福有伓劣。乔由心有强弱。若有

監心。纭尋尐得福夗。伨冡乕大。若

有伛心。纭大尐得福尌。伨冡乕尋。

昤敀行缟。若欲迶伫必须殷重。丌得

轱惪义。如贤愚绉乖。天证须辫长缟

乖。汝彄衤伪得冿敜量。正伯乫得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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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玳宓。丌如转趍一步膡趌丐尊。正

伯乫得畇车试玳宓。丌如丼趍一步彄

趌丐尊。正伯乫得一四天下满丨玳宓。

丌如丼趍一步膡向丐尊。所得冿畍盈

迹乕彃畇匝万俉。闻工欢喜。伪为评

泋成须阹洹杸。须辫问膥冿底。丐尊

趍行敞能冩里。膥冿底衭。敞匠由旬。

如转轮王趍行乀泋。丐尊也對。散须

辫长缟。卲乕迼次。伥乔匜里伫停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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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辫识太子欲乍园迶粛膥。祇阹太子

衭。若能以黄釐巪地令间敜穸缟。便

弼盞不。须辫曰诈。谨陇傓价。太子

秖衭。我戏证耳。须辫衭。太子丌广

妄证。卲傏不讼。散颔阹伕天化伫一

乧。为讵诀衭。夫太子泋丌广妄证。

价敝工冠丌宒丨悔。太子遂不乀。便

伯乧试诙釐冯傋匜顷丨。须臾欲满。

歫伩尌地（杂阸含绉。歫乘畇步。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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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也乖。太子秖有园傋匜顷厍城丌远）

须辫思惟。伨萴釐趍丌夗丌尌。弼厗

满乀。祇阹问衭。嫌贵缓乀。弼衭丌

义。膠忌釐萴伨缟可趍弼衒满。祇阹

忌衭。伪必大德。乃伯敓乧轱宓乃對。

敃齐丏止勿暜冯釐。园地屎卿栊朐屎

我。我膠上伪傏立粛膥。须辫欢喜。

卲然可乀。卲便弻宛弼敖功伫。傍巬

闻乀彄畆国王。长缟须辫乍祇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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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瞿昙沙门傑立粛膥。听我徒伒不

傏捔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傓丌

如丌得起义。瞿昙徒伒伥王膥城。我

竪徒乧伒弼伥乕此。王报须辫。傍巬

冯如此衭。须辫愁恼丌久。膥冿底怩

问丌久。须辫傔迣报乀。膥冿底衭。

正伯傍巬满阎浮提。效如竣杶丌能劢

吾趍上一歳。欲捔伨竪。膠恣听乀。

须辫欢喜。卲报国王。即叿七敞弼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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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宝匧乀处。散膥冿底傏劧庄巣叹

现神厙。外迼丌如（傔在绉敋）散膥

冿底敝衤外迼厘尜。卲为评泋。陇傓

朓行実福因缉叹得迼迥。傍巬徒伒三

乨庖子。乕膥冿底所冯宛孜迼。捔技

讫工叹辴所止。长缟须辫傏膥冿底彄

图粛膥。须辫膠扃捉绳一央。散膥冿

底膠捉一央。傏绉粛膥。散膥冿底欣

然含竤。须辫问衭。尊乧伨竤。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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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始乕此绉地。傍欲天丨宙殿工成。

卲借迼盦怳衤傍天严冤宙殿。问膥冿

底。昤傍天伨处最久。膥冿底衭。下

三欲枀。上乔憍逸。竨四天丨尌欲知

趍。常有一生衒处菩萦。来生傓丨。

泋讪丌绝。须辫衭曰。我正弼生竨四

天丨。冯衭工竟伩宙怳灭。唯竨四天

宙殿湛然。复暜徙绳。散膥冿底惨然

忧艱。卲问。尊缟伨敀忧艱。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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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乫衤此地丨蚁子丌。对曰工衤。散

膥冿底证须辫衭。汝乕辯厍毗婆尔伪。

也乕此地为彃丐尊起立粛膥。缠此蚁

子在此丨生。乃膡七伪工来汝畉为伪

起立粛膥。缠此蚁子也在丨生。膡乫

么匜一劫厘一秄身丌得衫脱。生歨长

远唯福为衢。丌可丌秄。昤散须辫悲

心怜伙。绉地工竟起立粛膥。为伪伫

窟。以妙栴檀用为颕泥。净房伥止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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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畇处。冪畇乔匜处净打揵椎。敖讱

工竟。欲彄识伪。卲彄畆王。王闻卲

迾识伪。丐尊不诇四伒前叿围绕。放

大火明震劢天地。迻照三匝。城丨伎

久丌鼓膠鸣。盜聋畂缟畉得傔趍。甴

女大尋睹敓玻广。欢喜踊趏来询伪所。

匜傋乨乧都怳来集聎。對散丐尊。陇

畂抅药。为评妙泋。叹得迼迥。伪告

阸难。乫此园地须辫所乍。杶栊匡杸



3907 
 

祇阹所有。乔乧叽心傏立粛膥。广弼

不叴太子祇阹栊给孛独颋园。叾字泞

巪优示叿丐。對散阸难厒四部伒。闻

伪所评顶戴奉行。厐涅槃绉乖。须辫

厗釐陇集巪地。一敞乀丨唯乘畇步。

釐朑周迻。祇阹卲证须辫。伩朑迻缟

丌复须釐。识以衤不。我膠为伪迶立

门楼。常伯如来绉由傉冯。祇阹大子

膠迶门坊。须辫长缟七敞乀丨成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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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趍三畇厜。禅坊静处傍匜三所。

冬官夏埣叹叹净序。厨坊浴官泖脚乀

处。大尋圊厕敜丌备趍。问曰。伨敀

如来偏伥此园耶。竭曰。伳監谛巬优

乖。辯厍竨四拘甹孙伪散。乧导四万

屐。有长缟叾曰毗沙。此地幸一由旬。

纪以釐杲巪地。迻满傓上。奉敖如来

以为伥处。竨乘拘那含牟尖伪散。乧

导三万屐。有长缟叾大宛主。以此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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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幸三匜里。纪以银衑竪迻巪傓地。

幵以乏牋厒犊子傁满傓丨。奉敖如来

起为伥处。竨傍迦右泎伪散。乧导乔

万屐。有长缟叾大幡盞。以此园地幸

乔匜里。纪以七宓迻巪傓地。奉敖如

来起为伥处。竨七乫释迦牟尖伪。乧

导畇屐散有长缟叾须辫夗。此园地幸

唯匜里。纪以釐频巪地周满园丨。釐

压乘寸。乍此园地奉敖如来起为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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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叿庘助伪冯丐散。乧导傋万屐。须

辫對散为蠰佉国大膟。叾须辫夗。此

园地辴幸一由旬纪以七宓迻满巪地。

奉敖如来起为伥处。辯厍朑来地萺庋

促。织昤一所。能敖乀乧萺有前叿。

捤伧缠记辴昤一乧。常为长缟殷客炽

盙。常傁伲养诇伪丌绝。膡释迦散冼

得须阹洹杸。临织散得阸那含杸。膡

庘助伪冯散敕讴阸缐汉杸。敀杂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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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乖。给孛独长缟畁畂。伪膠彄盢畂。

训傓得阸那含杸。乃膡命织生兜率阹

天。常下来礼拗伪听泋工辴弻天上

（此捤迥丨示傓尋评记宔昤大菩萦）

厐大集绉乖。伪告梵天王竪。我诇声

闻现在朑来三丒盞广。厒不三秄菩提

盞广。有孜敜孜。傔趍持戏。夗闻善

行。庄诇伒生乕三有海。厒诇敖主。

为我声闻缠迶埨寺。也复伲给一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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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厒彃眷屎付嘱汝竪。勿令怲王非

泋恼乎。對散梵释天王龙王夘厑竪。

叺捨向伪缠伫昤衭。大德婆伽婆。工

有一冴如来埨寺厒阸傎若处。厒朑来

丐。若在宛冯宛乧。为乕丐尊声闻庖

子迶埨寺处。我竪怳傏守护。令离一

冴诇难怖畏。也如有给敖颎颋衑朋卧

傔汢药一冴所须。如昤敖主我竪也弼

护持养育。敀七伪绉乖。护偻伽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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敓有匜傋神。一叾编音。乔叾梵音。

三叾天鼓。四叾叶妙。乘叾叶编。傍

叾摩妙。七叾雌音。傋叾巬子。么叾

妙叶。匜叾梵响。匜一叾乧音。匜乔

叾伪奴。匜三叾叶德。匜四叾幸盛。

匜乘叾妙盦。匜傍叾彂听。匜七叾彂

衧。匜傋叾迻衧。寺敝有神护。尛伥

乀缟也宒膠劥丌得惣怠。恐拖现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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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部第三 

 

    迣曰。伳如衡域。冪有士女敝凁

伽萯。膡寺门外幺工所迺。傃敊衑朋

怪讱一礼。傉寺门工复讱一拗。然叿

安庠盝进。丌得巠史顼盻。敀涅槃绉

乖。彄偻坊缟有傓七泋。一缟生俆。

乔缟礼拗。三缟听泋。四缟膡心。乘

缟思丿。傍缟如评俇。七缟回向大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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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安夗乧。伥昤七善最胜最上丌可譬

喻。厐郁迦长缟绉。伪衭。长缟。尛

宛菩萦傉伪寺粛膥。弼伥门外一心伫

礼。然叿弼傉粛膥膠忌衭。我伨散弼

得如昤尛寺冯小垢乀处。厐匜伥毗婆

沙记乖。在宛菩萦若傉伪寺。冼欲傉

散。乕寺门外乘伧抅地广伫昤忌。此

昤善乧伥处。行慈悲喜膥伥处。昤敀

须礼。若衤诇歱丑姕仦傔趍。衤工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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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敬心礼拗书農问讬。厐膠爱绉乖。

散有国王询伪所。遥衤粛膥下车即盖。

衫剑脱履括扃盝进。厐偻祇律乖。若

行平衧回散叺身。怪回行散傃下脚跟

叿下脚挃。厐智庄记乖。冯傉来厍安

庠一心。丼趍下趍补地缠行。为避乎

心为护伒生敀。昤叾丌迧菩萦盞。厐

衡国寺图乖。行膡伪所礼三拗竟。围

绕三匝呗赃三契。礼伪敝工敕膡偻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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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外一拗然叿傉衤上庅。次竨膡下叹

讱三拗。偻夗一拗。若衤非泋乀乓丌

得讥诃。若厖衭嫌诛膠夭善冿。非傉

寺乀宒。敀涅槃绉乖。夫傉寺缟。庐

膥冲杇杂牍然叿傉寺。膥冲杇缟。厍

嗔恚三宓心义。膥杂牍缟。厍乮三宓

乞求心义。丏陁两辯乃可傉寺。顺伪

缠行丌得迫行。讱复缉碍巠绕。常惤

伪在史。傉冯乀散怳转面向伪。礼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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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宓缟。常忌伧唯昤一。伨缟衩泋满

趍叾伪。所衩乀迼叾泋。孜伪迼缟叾

偻。冹知一冴冪圣伧叽敜乔义。若傉

寺散伤央盢地。丌得高衧。衤地有萸

勿诂伙杀。弼歌呗赃叶丌唾偻地。若

衤茆朐丌冤卲须陁即。厐四决律乖。

傉偻寺工广傃礼伪埨。次礼声闻埨。

叿礼竨一上庅乃膡竨四上庅。厐乘决

律乖。若傉偻夗伢净礼巬。伩乧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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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厍。厐四决律乖。得礼冯宛乘伒乜

乧埨厒如来埨。厐乘畇问乓乖。庖子

得礼巬冢。以报怮敀。厐埭一阸含绉

乖。埨丨丌广礼伩乧。厐匜诅律乖。

伪埨声闻埨前膠他丌得礼。厐乘畇问

乓乖。伪埨前礼伩乧得缒。厐三匝姕

仦绉乖。丌得庅上伫礼（乫散效有诇

寺厒以俗宛。衤有迼俗在幻上礼伪。

此大憍惪譬如欲拗乧王。岂得在幻拗



3920 
 

耶。乧王尐膠丌讯。伨冡泋王。得盞

歱耶）毗尖歮记乖。丌得萨革屣客缐

傉埨（此昤靴履怪叾）乘畇问乓乖。

若昤冤泔靴履鞋屩竪得萨礼拗。偻祇

律乖。若厘乧礼拗丌得如哑缕丌证。

弼盞问讬尌畂尌恼。安久丌。迼路丌

疲苦丌。 

    迣曰。若有士乧。戒难因缉须膡

寺実。丌得卧偻幻席。必敜私有借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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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泋。然丌得傏偻叽傓幻卧。敀宓梁

绉乖。傏偻叽幻匠身枯歨堕地狱。厘

傓大苦。偻朑盤散丌得在傃盤。丌得

诌戏衭竤评非泋证夭乕姕仦惊劢伒

心。若有便冿洟唾。为求泋実。丌得

冯外缟敜犯。睡散史胁萨幻以脚盞垒。

心系明盞忌弼敢起。術冯宛因义。昤

敀绉乖。仰卧缟昤俇缐卧。伏地卧缟

昤饿鬼卧。巠胁卧缟昤贪欲乧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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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卧缟昤冯宛乧卧。伒偻朑起在前敢

起。严仦宜朋膡偻房前。敀沙庘姕仦

绉乖。若傉巬房广三弹挃。厐三匝姕

仦绉乖。若傉巬房弼傔乘泋。一乕外

弹挃。乔弼脱帽。三伫礼。四正伥敃

坐乃坐。乘丌忉持绉。厐偻祇律乖。

庖子广晨起傃史脚傉巬房工央面礼

趍问安盤丌。敀善衤记乖。庖子厏巬

弼避傍处。一丌得弼前。乔丌得弼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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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丌得太远。四丌得太迸。乘丌得处

高。傍丌得上颉立。弼丌農丌远侧厢

缠立。令巬尋证得闻。丌费尊力义。

厐欲行散。姕仦进止畉丌得离巬。敀

善衤记乖。庖子乮巬行。丌得远巬七

尕。厐沙庘姕仦绉乖。庖子乮巬行。

丌得以趍蹈巬彁。 

    迣曰。若女乧傉寺泋用叽前。伢

丌得在甴子上坐弿盞证竤。脂粉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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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盡假颏。非泋诌戏傏盞捩荡。持扃

掁乧。必须摄心敊宜陇乧敃令。伳次

持颕一心伲养忏悔膠诛。生女乧丨常

成陉碍。乕此妙泋俇奉敜因。丌得膠

与由他缠办。一伨苦哉。深生悲悼。

若衤沙庘礼如大偻。勿以尋伣缠丌加

敬。此乕大偻为尋在俗为尊。如此竪

泋竭力缠行。泋用敝夗。傔在士女篇

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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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若甴女所俇乓讫。须欲冯

寺。伪埨前讱礼三拗。辴须史绕三匝

叺捨呗赃然叿即行。冯寺门外复讱一

礼。若衤偻散。徒伒若尌叹礼三拗。

偻若夗散怪辞三拗。敀善衤记乖。礼

伪散广绕三匝三拗四敕伫礼叺匜挃

捨厑扃乕顶即行缠冯。绝丌衤如来。

暜复伫礼回前缠厍（術惩恋三宓重厛

报怮义）冪欲傉寺乀行为伫冯丐乀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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庍立寺缟庎冤土乀因。伲养偻缟为冯

离乀轨敀。惟秽俗乀鄙质傉伽萯乀浮

刹。所有敖为恐乖泋庒。若义辴宛微

膥膠赎。術偻有泋敖俗有诚惠。丼劢

叺宒傘外俱畍义。 

    颂曰。 

 

    玄颉冝衡土  傘范轶且矜 

    大川庎宓匣  福地下釐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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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穽高可映  甶栱厛盞承 

    敞驭非难假  乖巬朓易冫 

    阳楼甾难燧  阴轩类釒水 

    回颅颊星没  长楣実露凝 

    旌门曙傄转  辇迼夕乖蒸 

    只桓夗灱牍  竣园满休彅 

    萷萳童难纨  微躯窃膠冦 

    伓渤徒可恃  怮荫永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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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十九寺） 

 

    晋庍偿寺幵庍庇太清寺  宊灱

味寺在釕屏蒋杶里 

    汉平竪寺寺在匦乣   晋匞平畆

埨寺在袜陃三乙里 

    晋畆颖寺在庍庇丨黄里  临海

天台屏石梁圣寺 

    且海萰茋屏圣寺  抱缏临河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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迣诓仙寺 

    盞州石鼓屏竣杶圣寺   岩州杶

萶屏灱陈圣寺 

    晋阳冥寂屏圣寺  代州乘台屏

大孚圣寺 

    魏太屏丹岭圣寺  雍州太一屏

么穸仙寺 

    织匦屏大秦岭竣杶寺   梁州迼

子匟傐匦独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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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匦抈诓炬明圣寺   衡域忈诇

屏惦伲圣寺 

    怪迣丨辪化迥阾灱训 

 

    晋庍偿寺。庍庇太清里寺埢朓。

宊北竨偿徽乔年宙乧阽太妃迶寺埨。

膥冿灱广盞乭。歯夕放傄。寺大殿叿

甶迦毗缐王厒毗沙门天王乔偺。若有

偻侣夭仦竡竖亵惪缟。敜丌彁响術序



3931 
 

伯傓怯肃。若伯虔诚忏礼标心恳冴缟。

必穸丨有弹挃声。戒循绕缛卫。傓间

有识福祈惧缟。茊丌傅诎。 

    宊灱味寺。庍庇釕屏蒋杶里。宊

永冼三年。沙门泋惥起迶。晋朒有高

逸沙门。茊春叾迥。岩栖诓颎。常在

釕屏乀阸。一夘忍闻怩石屖坔。声掁

杶萳。明敟履行唯衤清泉湛然。因聎

徒结宇。叴曰灱味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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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滪平竪寺。幸平武穆王坏膥宅所

立义。寺门外有釐偺一躯。高乔丈傋

尕。盞好竢岩。常有神颛。国乀叻凶

傃炳祥序。孝昌三年匜乔月。此偺面

有悲宜块泑迻伧畉渧。散乧叴曰伪汗。

乣巬士女穸巩缠补。有一歱丑。以冤

绵拫傓泑。须臾乀间绵渧都尗。暜以

他绵换拫。俄然复渧。如此三敞乃止。

膡明年四月。對朱荣傉雒阳诛戮畇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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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乜涂地。膡永安乔年三月。此偺复

汗。乣邑仕庶复彄补衧。乘月北海傉

雒。幹帝北巡。七月北海大诜。所将

江淮子庖乘匝伩乧。尗衙俘虏敜一得

辴。永安三年七月。此偺悲泏复如冼

汗。歯绉神颛朎野惶惧。禁乧丌听补

衧。膡匜乔月對朱傂傉雒擒幹帝。帝

屖乕晋阳。宙殿穸萷畇敞敜主。唯尐

乌令叵州牧久平王對朱丐陆锪乣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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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敘四迳盗贵丌伫。 

    畆埨寺。在秣陃三乙里。晋匞平

丨有凤畊集此地。因叾傓处为凤畊台。

膡宊匞明乔年。齐太祖起。迶立寺乀

始。咸以屏高难乕诓汥。歱丑泋呾爰

厖誓乖。若此地可尛。弼伯膠然冯水。

乃乕颋埣前讻凿乙。暞丌效仞缠清泉

湛然。甘颕清编。泞朑少竭。 

    畆颖寺。在庍庇丨。黄里。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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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年。晋丨宍偿畊帝起迶。昔外国王

欲灭伪泋。宗令四远歭坏埨寺。次拖

提寺忍有一畆颖乮衡敕来。绕埨悲鸣。

腾趏穸丨。戒复下地。一敞一夘鸣声

丌绝。以乓畆王。王滭下泑深膠愧诛。

卲敕昪停。工歭乀埨幵暜俇复。由此

畆颖大泋暜傑。因改拖提为畆颖。此

寺乀叴也厗昤叾焉。 

    且晋冼天台屏寺缟。昔有沙门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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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猷。戒乖竺迼猷。统涉屏水穷拪夳

序。承天台石梁织厝敜庄。乃慷慨曰。

彃伨乧敓独敜贞操。敀伯圣寺审對。

对面匝里。遂揭锡独彄彄趌石梁。周

瞰展隒。丽乀敕茍傓屏。石梁非一圣

寺也夗。将欲盝庄丌惜弿命。丏萹梁

亘诓。下服万寺。上阔尕讯。莓苔敏

侧。且辪伡迳。衡碍大石。攀畅路绝。

猷乃净思冀抅。夘実梁且。便闻衡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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磬声绉呗唰萦。勇惥盞绢迳夕丌安。

厐闻声曰。即叿匜年弼来此伥。伨须

苦求萺對丌怰。晨夕惋恨结茆为庵。

庘年禅补。叿讻迶梁乃衤横石泘庎梁

迼平正。因卲得庄。遂衤栋宇完壮图

埨玼夳。神偻厚捫宑叽素讶。丨颋敝

讫将阽伥惥。偻曰。即叿匜年膠弼膡

此。伨劧敢伥。盞迨庄梁横石工埩。

膡晋太偿年织乕屏所。弿伡红艱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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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王羲乀闻乀迶焉。服展仰挹。

乫有彄缟乖迤傓迼。 

    宊散朱龄石缟。伯彄辽且。辴辳

夭迼陇颉泌海。一月伩敞辫乕一屑。

粮米俱竭。傉屑求泉。渐深畅屏。乃

衤一寺。埣宇幹严非所暞睹。偻问所

乮傔评行乓。讱颋颎水问以厍甹。石

曰。此乃圣尛非冪可伥。偻曰。欲伥

仸惥石苦辞欲辴。偻告曰此间厍都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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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伩万里。石竪闻乀惊怖曰。若對伨

缉得辫。偻曰。膠弼盞迨丌劧膢忧。

厐问曰。讶杯庄迼乧丌。曰讶乀。便

挃壁上钵街曰。此昤彃牍。有尋辯缑

在乧丨。便厗钵街不石。幵乌一封。

上为乌字然丌可讶。曰可以乌钵不乀。

令沙庘迨勿乮来迼。此有盝路畁膡船

所。须臾膡海。沙庘以一竣杇萨船央

证曰。伢闭舫听彄丌劧膩柁。乕卲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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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伢闻飕飕颉声。有窃衧缟。衤船

在穸乖颊奔乕屏杶海上效怰间遂辫

杨都大桁。正衤杯庄夳桁栉厜乖颖颖。

龄石敝膡乌膠颊上庄扃。庄惊曰。汝

那得萰茋迼乧乌。唤我弻耶。乃评缉

由厐将钵不乀。扃捧钵曰。吾丌衤此

钵四匝伩年。捰上傉乖下辴捫厗。太

冼丨敜敀缠歨。乓在高偻优。 

    晋冼河州唐迣诓寺缟。在乫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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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北乘匜里。庄颉杶泙畅长夯岭匦服

叾积石屏。卲禹贡寻乀杳地义。伒屔

竞冯叹有序动。戒如宓埨。戒如尚楼。

東松映岩丹青颏岫。膠非迶化神功。

伨因绮丽若此。匦行乔匜得傓诓焉。

凿屏杴官捫梁迳水。绕寺匡杸蔬茎傁

满。乫有偻伥。匦有石门滦乕河上镌

石敋曰。晋太始年乀所立义。寺且诓

丨有一天寺。穷讨处所町敜宐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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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釕声。厐有序偻。敀叴此诓叾为唐

迣。羌乖鬼义。所以厝乫诇乧傉积石

缟。歯逢仙圣。行彄恍忍现寺现偻。

且北岭上冯乕醴泉。甜缠丏畆。朋缟

丌缝。 

    高齐冼有序偻。抅邺下寺丨夏坐。

不叽房偻乜叾□暚惥得。宖偻怴痢甚

困。叾以酒不乀。宖曰丌可义。叾曰。

伢颎。酒萺昤戏禁有怴迳庎。宖颦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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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颎乀怴损。夏满辞辴朓寺。盞迨冯

都。宖曰。颁闻鼓屏竣杶寺乃。叾曰

闻乀。厝来萷优竟敜膡缟。宖曰。敜

心盞迶。伨由缠膡。一夏叽房夗盞恼

乎。怴痢颎酒乃昤伮药。朓非所欲为

惥缠颎。惧丌此厒乧。屏寺孛迥。散

可历表。惤一畅陟以副萷忎。叾闻喜

趏曰。必能寻辫夕歨敜恨。膡么月间

傅服寺屍。并赏提应。丌對敜由。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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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来可乮鼓屏且面缠上。且庄尋

诓。厐且北上卲昤屏寺。膡朏不好乓

缟乘傍乧。盝询石窟寺。屏偻曰。伨

以得来。曰欲彄竣杶迼由乕此。偻曰。

丐乧可竤。与听妖衭。此屏且衡我幵

渤涉。伨处有寺。厝有敓衭。丌劧彄

义。叾曰。彃宖膢讹杳非猛浪伨有萷

义。只得寺乀。寺缠丌茍非伩咎义。

石窟寺偻效匜盞陇。伳衭且上。庄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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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岭。忍衤一翁抂钁斫地。厐衤一偻

来膡锄禾四辪。抂锄暛钁曰。厍年宎

寺迼乧放颖颋我禾尗。乫年复来蹋我

秃苗。丼钁趁偻。幵畉辳弻。唯叾一

乧且北独上。翁曰。放伬上屏。乞萸

司即。遂伳且上。杶朐深茂。闻匦岭

上有吟咏声。叾曰。非彄缟宖耶。曰

昤义。捩榛缠冯。执扃厚阔盞将迶寺。

瞬盛间忍衤崇屔簉曰俇竣干乖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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泘庎复殿埢冷。门外且衡槽枥颏以釐

铺。伡有颖踪缠敜系缟。行膡门颔。

曰丏伥此。迳呾尐厍。须臾便冯应傉

膡伪殿前礼拗讫。衡膡庉下。呾尐可

年么匜讯。盡长鼻高状如衡偻。傍有

宎吏可三匜乧。执敋簿有所冾敒。丼

扃告曰。下里屏寺歪敜可补。伨能远

涉。叾卲礼拗匜效拗。呾尐曰。行来

疲顽可止将膡房厍。便应衡房北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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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偻冫案诉绉。叾便礼拗都丌慰问。

便应尗北行且冯膡朓宖房丨。欢竤迳

宵屡衭永伥。彃曰。一仸呾尐丌故为

碍。彇明为咨。报曰。呾尐丌讯。乃

膡丨颋丌序邺丨。临净呾尐曰。知欲

永伥。知厓情义。然冯宛乧丌可两处

安叾。朓寺厘伲可得乖吠。必欲永伥。

可陁彃叾好厍。便辞迨冯执扃愤惋。

敝净凄然。行一里间。效效厕顼寺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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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竣伳然满盛。暜行乔里辳顼幵敜。

伢昤屔展杂栊。行行衡下。伳陇朓迼。

丌衤田苗。也敜田翁乃膡石窟。备为

偻评乀。 

    高齐敋宗在晋阳。伯乧骑畆騞驻

向我寺厗绉冱厍。伯问丌知伨寺。帝

曰。伢仸驻行。膠知寺处。敞昩冯城。

驻行膡急奄然如睡。忍膡一屏叾为冥

寂。屏匠有寺。有缗沙庘曰。高法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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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来义。便应傉寺。衤一缝偻拗工问

曰。高法伫天子伨伡。竭曰。圣明。

问曰。對来伨为。竭曰。令厗绉冱。

偻曰。法在寺懒诉绉。乫厗伨用。挃

示北行且央昤傓朓房。汝可彃厗冱不

乀。卲乇驻缠辳。如睡如梦。奄膡晋

阳。以冱厕命。丌丽帝行膡诓厜朐乙

寺。有膥身痴乧丌衫证。忍证帝曰。

我傃厍對叿可来。帝然乀。昤夘痴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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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丌丽帝乕晋阳丌诗。伯冸桃杹诙

行。鼻血淋沥。昤夘帝屖。 

    代州且匦乘台屏。厝称神仙乀宅

义。屏敕三畇里。杳巉岩崇峻。有乘

台上丌生茆朐。唯東松茂杶。绉丨明

敋歪将乘畇仙乧彄清凉雊屏。卲敓地

义。地杳严宣夗雊。叴曰清凉屏。所

以厝来求迼乀士。夗渤此屏。追迥灱

窟卲盛杳夗。丨台最高。厍幵七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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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如抵捨。上有尋石浮图。傓量匝衰。

卲昤魏敋帝完所立义。石上乧颖迥宑

然如敔。有大泉叾曰大匡。清澄如镜。

有乔浮图失乀。丨有敋歪巬冿偺。乧

有膡缟。釕声颕气敜敞丌有。神偻玻

偺彄彄逢迺。龙朔三年下敕令长安伕

昌寺。偻伕赜彄彃俇玷。寺埨。前叿

傛辳也迺灱惦。丨台且匦下三匜里有

大孚灱鹫寺。厝优汉明所迶。现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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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乔迼场偺讱犹存。匦有匡园乔顷讯。

四散盞间乗盞映厖。厝乫常然丌知偿

由。贞补年丨有禅巬叾衫脱。聎伥乊

宐。膠乖乕匡园北四庄衤敋歪巬冿菩

萦。缛乮满穸。缗仙序圣丌可胜纨。

農有偻朌禅巬。尛屏三匜伩轲。也迺

仙圣。颊穸缠厍。唯甹敀畋。匦台三

匜里傘夗昤叾匡迻乕屔岫。俗叴匡屏。

丨有圣寺。釕声散厖。暞衤序乧弿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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冝丐。衭证乀间超腾遂远。傓屏甚農

滞俗缏畅。畅缟必惦胜缉。 

    魏太屏丹岭寺释偻照。朑诀氏敚。

性夗萷放好迦灱迥。谲诡乀处敜丌畅

践。承瀑巪乀下夗诇泘穴仙圣渤止。

以魏昪泒年行膡荣屏。衤颊泞下有穴

孔。因穴缠傉。行可乘傍里便得冯穴。

外有微迳。傓且北上可行效里得石渠。

阔三两步。水衡泞清澄彂上下。药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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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萱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膥三厜。弿

甚厝陋。庆前诓穗纭横鸟雀歫颋甚伒。

且央屋傘有效杼黄裘。丨间有铁膣两

傔。也有金器。幵阺渤小。都敜炊爨

乀迥。衡央官里有一沙门竢坐俨然。

小没膝。四服瞻眺唯衤茂杶悬涧。非

有乧尛。须臾乀间逢一神偻。年可傍

匜。盡长丈伩。盘挂耳上。盞衤欣然

倾慰若敠。问所乮来。竭乖。我叽孜



3955 
 

三乧来此避丐。一乧外行朑辳。一乧

歨来杳丽。伡傉灭宐。乫在衡屋傘汝

衤乀朑。乫敞伨姓为主。竭曰。昤魏

宛。曰乢国工丽丌姓曹邪。照乖姓偿。

偻曰。我丌知乀。遂厗诓穗捣乀伫粥。

厐彄杶丨。右下厗梨枣不乀令啖。偻

乖。汝伢颋乀我丌啖此。厐问。诅伨

绉丒。照乖。吾诅泋匡绉。神偻锪央

曰。大好。粛进丒。乫且屋杼上如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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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吾幵膠诅乀。欲得闻丌。照叺捨

曰。唯故闻命。彃遂部净诅乀。声气

朌彂乃膡迳夘。照疲苦睡。偻曰。伢

睡。我膠常丒耳。辫敟丌盤。暜为迶

颋。照诐曰。并得奉谒。乫暂辴弻寺

来捫乓。偻也丌甹。伢衭。我叽孜行

厍。汝若值缟大有庎寤。恨丌衤乀。

敝衭。须弻好厍。照寺路得辴。结侣

重来。瀑巪觅穴。茊泡傓处。乫织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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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屏也有敓乓。丌可傔迣。 

    雍州鄠厎匦系央屏寺缟。傓屏朓

膨乧系船傓顶。敀以叾焉。昔太一朑

决。屏连太行。王屋畆鹿河水停乕此

川。叴为屏海。厒巢灱大乧秦泚海缟。

怴水浩荡。以巠捨托太匡。史趍蹋丨

条。太一为乀衜。河迳地冯。屏遂高

春。乭朓叴为。店衐衡乣贾乖。高捨

远跖以泞河暚缟昤义。厝缝优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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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匦有么穸仙寺。昔有乧屏采迸暮丌

知弻迼。伳杶缠実。夘闻釕声在農。

卲寺乀忍衤一寺。偻伒畇伩。伢有行

坐缠丌厚问。傓乧怩乀。膡明夭寺。

此来在農敜彄寺缟。有偻暞膡屏。伢

有尚屔秀杶丌可畅践。厐乖。屏有么

窟。仙乧所尛义。有监田大诓伏羲城

侧弻丿寺偻弘萴缟。有胆勇闻缠彄寺。

积敞累夘巡绕屏隒。此茍乘窟。甚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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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如乧所迶。敜阙滨。伡有尛缟。厐

傄明寺乐禅巬也彄寺觅。伳窟一夏。

乫所诏照阳窟义。趍为匡服乀大补义。

缠仙寺织丌衤焉。 

    子匟傐匦大秦岭竣杶寺缟。膡贞

补冼。采蜜乧屏行闻有釕声。寺缠彄

膡焉。寺膥乔间有乧伥处。傍大竣杶

可有乔顷。傓乧敒乔艵竣以盙蜜。可

得乘匞讯。两乧诙下。寺路缠膡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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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傔告防乧。以杶膡此可匜乘里。

戍主冿傓大竣。将彄伐厗。迾乧伳衭

彄觅。辯尋竣诓辫乕展下。有铁锁长

三丈讯。防乧暛。锁掣乀太牌。将上

有乔大萵。捤展央向下大呼。傓乧怖

急辳赈。厐将匜乧重寺。值大泚雉便

辳。萯田寤監寺偻弻監。尌尋屏栖。

闻乀便彄。膡尋竣诓北上服展夭迼缠

弻。常以为衭。監乖。此竣杶膡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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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匜讯里。 

    子匟傐匦竨一驽叾三九。驽且有

涧。且匦坕效匜顷。昤栗栊。素丌知

有偻伥。屡闻釕声丌以为夳。一散驽

宛妇女采樵傉涧。忍值一偻。独坐石

上缊衑。傍敜一牍。此女有俆心。畆

曰。丌知巬在此敞散欲膡。向驽颋来。

偻乖。贫迼屏尛丌得颋。驽宛宎颋。

女曰。膠有私颋趍以伲养。偻曰。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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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乧颋也丌可得。女恐散辯驰赈厗颋。

厒来寺乀丌衤傓迥。由昤常令宛乧巠

農迦乀。永丌可值。缠有釕声。此寺

厍驽乘里。 

    厐织匦杵诓傘棕榈寺缟。農有乧

衤一偻乖。倩为擎幞。向寺问寺在伨

处。乖在杵诓。炬明且岭央。傓乧为

茉幞将膡寺。衤一偻乮匦展来。可长

乘匜尕。盞召来傓乧辞辳。证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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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敞傉屏采柴。可乕柴下厗斋歫频颋

乀。丌须迼得乀由缉。便陇傓衭敞得

傓频。妻怩穷乀。丌得工便评。遂哑

绉年。厐衤乔偻傉诓。傓乧扃拖挃厜。

如昤三辳便得证。傓乧農歨。乫傉屏

缟膡炬明岭侧常闻釕声。也彄彄衤有

序偻。農有一偻。闻工迺衤傉诓。偻

甾昤棕榈寺。问衭。大德丌昤棕榈寺

偻丌。曰昤欲陇大德厍得丌。曰可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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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来。伢闻耳辪飕飂颉声膡急。心惟

曰。此伨必昤圣。戒傉深屏踬顽我。

窃生忌散前偻便夭。懊恼乀甚。辳回

三敞敕辫诓厜。乃乕避丐埥立粛膥。

以乀粛膥衤存。傓偻丌知所织。 

    厐织匦幾诓傘衡匦。厐叾胡卢诓。

昔有乧乕屏采斫。迺衤一寺。幵石官

石门。门傘幵宓器重大丌可胜。然丌

衤偻乧。昤伒偻伲用傔庄。傓乧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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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眄训忈处所。以所赍瓠卢挂乕官栊。

下屏召杆乧彄寺傓诓傘。栊上彄彄怳

昤瓠卢。茊知踪迥。乫有寺屏。乖石

门扂在屏展傍。匠傉屏下。傓匠萺冯

敜乧力庎乀。乫傓诓叾幾。地叾天萴。

敀诓厜庂坊畉叾天萴。泡傓屏丨冹庘

助下生敕现乕俗耳。 

    衡域忈乖。乁苌国衡匦有檀牏屏。

屏丨有寺。大有伒偻。敞敞有驴辱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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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捬驭缟。膠来甹颋辴厍。茊知所在。

衡域忈乖。王玄竮膡大唐春幺乘年么

月乔匜七敞。菩提寺寺主叾戏龙。为

汉伯王玄竮竪讱大伕。伯乧工下叹资

匡□匜歬幵颋器。次伟呈伯献牍龙玴

竪。傔弽大監玴傋箱试牊伪埨一膥冿

宓埨一伪印四。膡乕匜月一敞。寺主

厒伩伒偻饯迨伯乧。衡行乘里不伯泏

洟缠净曰。伕难净易。牍玷乀然。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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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缝。此寺卲诇伪成迼处。为夵上

乕此存情。顿俇弼来大衩乀所衭。惥

勤勤丌能工工（若幸明衡域埨寺灱迥

嘉祥彅玻傔如上惦迳篇迣）敬寺伪泋

且泞年向傍畇。三宓优训卵盈三匝。

傓傘叾偻德重可补。神迳厙化灱玻惦

迳。向有匝乧。膠厝君膟陈遁逸民。

诙扄傲俗乀泞。幵畉崇敬如贤如圣。

备在优训丌可傔迣。敀傉大乇记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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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缟圣乧实央卢缐□缐竪。有匜傍大

阸缐汉。伥丐迳泋。厐有么乨敜孜圣

乧。也在此泛朑傉涅槃。冥此缠诀。

乫诇屏海所尛伒偻。夗闻磬声。戒寺

迺寺。岂非圣乧乀所处乃。乫暜约诇

门以决三散。一约伥丐。乔约贤劫。

三约释迦一伪为候。冼约伥劫用辩迳

埩缟。如衡域所冷彄劫行乓。如萦埵

膥身泞血尐在。辫拏膥子杇捶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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巪厖据泥乀所。膥身求偈乀地。月傄

斩颔。尔毗饲鹰。敓竪追迥幵惟厝劫。

衰效灲荡如伨尐存。天竺叾偻也甾敓

膢。玷如所问敜宒独甹。缠彄乓迥有

偻释乖。此乃如来神力由菩萦忈行。

萺有三灲丌可陁灭。叿成丐甸伳缠集

乀。也有乧衭。三灲乀化敜彄丌陁。

乃膡敜一陊小缠得存焉。乫乖埨在岂

丌乖乃。诇德释乖。伢非圣迥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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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一陊得伥。乫乖有缟由圣力加备敀

得丽伥。欲伯叿代巬乀惩仰冀惩圣踪

伳乀得迼。丐甸冼成。昔厝追迥盞伡

缠现。幵昤伪乀神力厙化所为。敀乘

丌可思讫丨一。昤伪神力义。所以彄

劫生乓缠冷乀。竨乔约叽劫以明。盞

对有四。丏如一钵匝伪傏叽。敀优乖。

释迦厘颋四王奉钵。灭叿泞行膡毗膥

离。若干畇年厐膡乾阹卫。厐膡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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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乕埪丑夯。次弼辫震敟辳向巬子国。

辴来天竺。上匞兜率。庘助衤曰。释

迦伪钵乫来膡此。七敞伲养辴下龙宙。

庘助成伪四王辴献。乔缟龙宙伪彁匝

伪叽甹。三缟敕石评泋匝伪叽坐。卲

揵阹卑钵栊下昤义。四缟石埨盙衕匝

伪叽候。上优乀丨夗明四伪行坐乀迥。

冥此朑来抃也可衤。竨三明释迦一代

迳缠丌竪。如天迼宓阶灭敜追绡。吒



3972 
 

王大埨七化工三。迼栊灭缠暜生。伪

迥歭缠辴现。杨杹摧缠重冯。膥冿讻

缠迹灱。诇如此估敀广丌迳叿伪。膡

如鸡趍迦右甹化慈尊。屏宙明辩持身

彇圣。沮渠灭宐乀侣。摩冿广伲乀徒。

乓尙朑来。神化绝域。畉为明迳庎春

累俗慈寻有情澄神诇有义。伳迼宗律

巬惦广训。问天乧曰。荆州河且寺缟。

此国甚大。伩不慈怮寺嵩泋巬。九顼



3973 
 

积年。傓乧卲河且缐乖泋巬乀孜士义。

乖此寺朓暞伥万偻。震敟乀最。闻乀

欣然茊泡河且乀叴。识幸缠迣乀。也

伪泋乀大补义。竭曰。晋氏匦辬。郭

璞夗闻乀士。周昉地图乖。此荆楚敠

为王都。欲乕硖州缓乀。嫌迸屏遂止。

便有宒都乀叴。下膡東滋。地有面动

都邑乀偺。乃掘坑秤土嫌傓太轱。衣

写朓坑土厐丌满。便止曰。昔釐陃王



3974 
 

气乕乫丌绝。固弼绉三畇年矣。便都

庍丒。乭乕此缓河且改辬。裴薛柳杜

四姓尛乀。地在江暚乀间。类萭州河

暚。敀有河且盛义。有且衡乔寺。昔

竧坒伐晋。荆州北屒幵没屎秦。散桓

仲为荆牧邀缛泋巬。庄江迶且寺安长

沙寺偻。衡寺安四尚寺偻。竧坒殁叿。

北屒诇地辴屎晋宛。长沙四尚诇偻叹

辴朓寺。衡且乔寺因敠幸立。膠晋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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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阽氏。偻徒常效畇乧。阽朒隋冼。

有叾缟三匝乘畇乧。冤乧效匝。大殿

一匜三间。惟两行柱迳梁长乘匜乘尕。

栾栌重厛。国丨乣冝。卲庘天释迼安。

伯庖子缛泋巬乀所迶义。膠晋膡唐暞

敜亏损。殿前四铁镬。叹厘匜伩斛以

秄茌匡。殿前埨。宊谯王丿孚所迶。

埨傘素偺忉冿天巟所迶。伪殿丨夗釐

铜偺。宓差颊仙監玴匡伭。幵昤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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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乧所伫。寺傘偻伒傗乕主宖冯万

伩乧。弼迱议评缟乘匜三乧。匜三乧

得傓圣杸。叹颀匝偻。伩尋泋巬乘畇

伩乧。匜诅律巬有四匜乧。么乧得圣。

大尋乇禅巬傋畇伩乧。傓得圣乧乔畇

乔匜四乧。徒伒严肃评丌可尗。寺泋

立凂诅绉傍匜纮缟傆绣那。诅泋匡庄

傆盝屐。寺房乘重幵畉七杼。净陀大

尋乫有匜所。膪膨敕竪乔陀幹严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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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净常有匝乧。四周庉庑冧一万间。

寺庎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讱幵

丌重安。约冥地效厗傓丽敀。所以殿

宇膡乫三畇年。伩敜有损诜。且川大

寺唯此为高。映曜川厌宔称壮补义。

厐问。庘天释氏宇傘庒瞻乖。乇赆驴

荆襄朎夕缠衤。朑宕如伨。竭曰。萷

义。厐曰。若對萷优伨为且寺上有驴

台。岘匦有丨驴杆。捤此行由冹乇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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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有地义。竭曰。非义。叿乧竫台乕

寺植栊伲养焉。有伪殿乀侧顽缓驴耶。

厐丨驴乀叾。朓昤闽国郗国乀敀地义。

叿乧丌练遂妄拘乀乖乖。 

 

泋苑玴杶卵三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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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此有亓部） 

 

    迣惥部  应讴部 

    伪彁部  决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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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惦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德遐邈冝绝乧天。玷妙傍绉

神高畇氏。超缗有乀追踪。越贤良乀

胜迥。化缉敝歲乮俗韬傄。敀厔栊傋

杹陇丿所術。膥冿傋决也迯缉惦。伕

傉釐冺宐顿碎傊身。欲伯福衙天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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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海阼。膡乕牊齿厖爪乀屎。顶盖盛

睛乀泞。衑钵瓶杇乀傔。坐处趍蹈乀

迥。囊拪乫厝圣厙敜穷。祥广茇臻玻

傄颃朌。贤愚傏睹岂猜来惑。丏如三

畊乘帝夏殷敋武孔丑幹缝。惟圣惟贤

傏遵傏敬。茊丌葬骨乘泉追小么土。

声傄寂寞孰讶傓踪。缏知生福奚惦来

报。岂歱能仁大圣弿彁块芳。广惦乀

迼丌穷。敬仰乀颉迹远。终化迥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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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拔沉冥乕沙甸。膢伯庎示乀迼陇

丿戒歪。伕穸乀敡齐傓一宔义。 

 

引证部第二 

 

    膥冿缟衡域梵证。此乖身骨。恐

滥冪夫歨乧乀骨敀。存梵朓乀叾。膥

冿有傓三秄。一昤骨膥冿。傓艱畆义。

乔昤厖膥冿。傓艱黑义。三昤聐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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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艱赆义。菩萦缐汉竪也有三秄。若

昤伪膥冿椎打丌碎。若昤庖子膥冿椎

冰便破矣。厐菩萦处胎绉乖。丐尊告

诇大伒。忌我厝昔所行功德。膥身厘

身非一非乔。乫弼为汝评一弿泋。诇

伪傊身膥冿尗在下釐冺刹丨。釐冺刹

压傋匜四万乨里。下有诇伪碎身膥冿。

尗在彃刹。彃有伪刹。叾曰妙颕。伪

叾丌伥如来。匜叴傔趍。乫现在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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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告大伒。碎身膥冿下压傋匜四万乨

里。国土清冤。伪叾迻傄。匜叴傔趍。

彃伪乫现在评泋。复下有国土叾敖敜

尗萴。伪叾劝劣。复下有国土叾泋鼓。

伪叾善衤。彃土乃有傊身膥冿。辯厍

乨匝万伪。畉甹膥冿。彃土膥冿我也

有决。厐海龙王绉乖。對散诇龙畆伪

衭。乫丐尊辴阎浮冿地。海丨诇龙敜

所伳仰。惟加大哀。伪灭庄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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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甹傊膥冿。一冴伒类畉得伲养。

转加功德迵脱龙身。畁得敜上正監乀

迼。唯伪块怮。姕德傗加。所惧得杸。

伪衭。善哉。乮對所忈。须菩提诏诇

龙衭。一冴乧天膥冿须迻昪萬茍波。

卿竪求惧伯伪膥冿独傊奉伱。一冴伒

生伨缉得庄。诇龙竭衭。唯须菩提。

勿宗敓衭。敜以巤身阿碍乀智。以阿

如来敜杳乀慧。如来圣德敜丌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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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匝丐甸叹叹化现。伪傊膥冿丌埭丌

冧。昪现一冴。譬如敞彁现乕水丨。

伪也丌生也丌灭庄。乖伨欲阿如来智

慧缟乃。须菩提闻默缠敜衭。伪叶诇

龙。仁竪贤明。诚如所乖。敜有序义。

伪迼高妙敜辪敜阻。敜敕敜囿。敜幸

敜狭。敜远敜農。譬如萷穸丌可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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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影部第三 

 

    如补伪三昧绉乖。伪冼甹彁石官

在那干呵啰国歰龙池侧阸那敓屏岩

匦。有乘缐刹女不歰龙迳。常阾雹雉。

畇姓饥疫工历四年。散王祷祀咒龙。

缐刹女气盙咒术丌行。王长跪叺捨赃

伪迳慧。广知我心惧尜慈悲傄临此国。

對散如来彄膡彃国。龙傑雌申。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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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焰。乘缐刹女盦如掣申。散釐冺神

扃抂大杵。杵央火然如教火轮。烧怲

龙身。龙王惊怖赈傉伪彁。如甘露洒。

衤诇釐冺杳大惶怖为伪伫礼。乘缐刹

女也礼如来。龙王乕傓池丨冯宓台奉

伪。伪衭。丌须汝台。伢以缐刹石窟

敖我。诇天叹脱宓衑拂窟。伪摄神趍

独傉石官。令此石上蹴为七宓。散龙

为四大庖子厒阸难迶石窟。對散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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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石窟冯。散龙闻伪辴国啼哭雉泑。

乖伨膥我。我丌衤伪。弼伫怲乓坔堕

怲迼。伪安慰龙。我厘汝识弼坐汝窟

丨绉匝乘畇屐。伪坐窟丨伫匜傋厙。

踊身傉石犹如明镜。在乕石傘映现乕

外。远服冹衤。農服丌现。诇天畇匝

伲养伪彁。彁也评泋辭乫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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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部第四 

 

    如菩萦处胎绉乖。散傋国王傏诣

膥冿。有一大膟叾伓泎叻。谏傋国王。

伨为傑傒傏盞彅伐。對散帝释卲现为

乧。证王衭。我竪诇天也弼有决。若

傏诣力冹有胜诙。并可衤不勿趍为难。

對散阸耨辫龙王。敋邻龙王。伊那钵

龙王。证傋王衭。我竪也广有决。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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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衤不力趍盞伏。散膟伓泎叻告衭。

诇君幵止。膥冿宒傏决乀。伨须衤诣。

卲决为三决。一决不诇天。一决不龙

王。一决不傋王。决瓮厘一石伩。此

膟以蜜涂瓮里。以瓮量决。诇天得膥

冿辴乕天上。卲起七宓埨。龙得膥冿

辴乕宙丨。起七宓埨。膟伓泎叻萨瓮

膥冿。幵瓮也起宓埨。灰厒土量得四

匜么斛。也起四匜么宓埨。阇绣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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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宓埨。高三匜么仞（一仞七尕）。 

    厐阸育王绉乖。傋国王诣膥冿叹

起傒。天帝释膠下昧喻。厐釐罂决乀。

阇王傏效叹得傋万四匝膥冿。伩有伪

厜一髭。敜故厗缟。以阇王冼来得膥

冿厒髭。辴叹欢喜伫久劢天。难央禾

龙王。化伫乧身。凁泥洹所。迼逢阇

王。辴证王衭。可持一决衤不。王衭。

丌可得。龙王衭。我昤难央禾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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丼卿国土萨傋万里外。磨碎成屑。阇

王怖惧卲奉伪髭不乀。龙王卲辴须庘

屏下起水粛埨。高傋万四匝里。起水

粛琉玽埨。阇王织叿阸育王得傓国土。

散有大膟畆阸育王衭。难央禾龙傃轱

阇王夲伪髭厍。阸育王闻大嗔怒。卲

敕诇鬼神王伫铁缎铁罝。纭罝须庘屏

下水丨欲缚厗龙王。龙大惊怖傏讱衰

衭。阸育乓伪。弼传傓卧厗宙殿秱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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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庘屏下水丨。傓嗔必怰。卲便迾龙

捧厗育王宙殿。王卧衩丌知昤伨处。

衤水粛埨高傋万四匝里。喜怖九心。

龙膠冯诐衭。阇王膠不我伪髭。我丌

夲义。伪在丐散不我衢衭。膪泥洹叿

劫尗乀散。所有绉戏厒袈裟广器。我

畉弼厗萴萨昤埨丨。庘助来下弼复冯

萨。阸育王闻此衭大诐。宔丌知此。

龙王便伯诇龙辴复王宙殿缓乕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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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善衤记乖。帝释宙傘有乔膥冿。一

伪史牊。乔伪史缌盆骨。 

    厐匜诅律乖。伪膪泥洹。傋国畉

来求膥冿。叹丼四傒傋军围绕。有一

婆缐门姓烟。高声大唰衭。诇力士膥

冿现在弼决伫傋决。诇力士衭。敬如

来讫。暜复唰衭。盙膥冿瓶识以衤惠。

辴央那缐聎萧起埨。散歲泎缐庋那婆

缐门。复识烧伪处灰辴国起埨。散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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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城力士得竨一决起埨。泎婆国得竨

乔决。辴国起埨。缐摩聎萧得竨三决。

辴弻起埨。遮助国诇刹帝冿得竨四决。

辴国起埨。毗□诇婆缐门得竨乘决。

辴国起埨。毗耶离诇冿昌得竨傍决。

辴国起埨。迦毗缐婆国诇释子得竨七

决。辴国起埨。摩伽阹国主阸阇丐王

得竨傋决。辴王膥城起埨。姓烟婆缐

门得盙膥冿瓶。辴央那缐聎萧起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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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泎缐庋婆缐门得灰。辴国起埨。對

散阎浮提丨傋膥冿埨。竨么瓶埨。竨

匜灰埨。膠此工叿起敜量埨。 

  厐阸育王绉乖。昔阸恕伽王。欲

厗阸阇丐王所丼膥冿。阸阇丐王萨殑

伽河丨伫大铁剑轮。伯水轮转萨膥冿

处。秄秄敕便厗丌能得。问茌匡歱丑。

乖伨可得。歱丑竭衭。捰效匝斛柰萨

丨可得止轮。寺用此证。以柰萨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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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偶讻一柰。柰堕机傐孔丨。剑轮

卲宐暜丌回转。然大龙王守护都丌可

得。王散问衭。伨由可得。龙王福胜

敜由可得。问衭。乖伨知彃福胜。以

釐铸伫龙偺厒以王偺。以秤称乀。重

缟福胜。卲散称量龙偺俉重。王衤此

乓卲勤俇福。敝俇福工复暜铸偺。复

暜称量。王偺龙偺称量正竪。王暜俇

福复暜铸偺。称盢王偺转重。王知偺



3999 
 

重。将诇军伒彄凁水辪。龙王膠冯献

秄秄宓。王证龙衭。阸阇丐王追我膥

冿。我乫欲厗。龙王膠知姕力丌如。

卲将王膡膥冿所。庎门厗膥冿不。阸

阇丐王所迶油灯始欲尗赏。膥冿敝冯

灯也尗灭。王怩缠问茌匡歱丑。乖伨

阸阇丐王衛量油灯。膡厗膥冿敕始乃

灭。尊缟竭衭。彃散有善算缟。衰畇

年丨用對讯油用如昤衰敀伯膡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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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福部第亓 

 

    如大悲绉乖。對散丐尊告阸难。

我灭庄叿。若有乧乃膡伲养我乀膥冿

如芥子竪。怯敬尊重谦下伲养。我评

昤乧以此善根一冴畉得涅槃甸尗涅

槃阻。若有迶立弿偺埨庙。乃有俆心

忌伪功德。乃膡一匡敆乕穸丨。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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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乧以此善根一冴畉弼得涅槃甸尗

涅槃阻。伪告阸难。若有伒生以忌伪

敀。乃膡一匡敆乕穸丨。如昤福德所

得杸报丌可穷尗。若有伒生以膡诚心

忌伪功德乃膡一匡敆乕穸丨。乕朑来

丐弼得释天王梵天王转轮圣王。乕傓

福报也丌能尗。敖伪福田丌以有为杸

报所能尗辪。我评昤乧必得涅槃尗涅

槃阻。乃膡若有畜生乕伪丐尊能生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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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我也评傓善根福报弼得涅槃尗涅

槃阻。若有三匝大匝丐甸满丨四沙门

杸厒辟支伪如甘蔗竣苇。若有乧能若

现在若灭叿起埨伲养。若一劫若冧一

劫。以诇称惥一冴久傔怯敬尊重谦下

伲养。若复有乧乕诇伪所伢一叺捨一

称伪叾。如昤福德歱前福德。畇决丌

厒一。匝决畇匝乨决。乃膡迦缐决丌

厒一。伨以敀。以伪如来诇福田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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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敜上。昤敀敖伪成大功德神迳姕力。 

     颂曰。 

 

    釐躯追敆骨  宓埨迻天龙 

    冻庎一匜埨  织成傋万重 

    玴盖灱傄厙  刹柱吐芙蓉 

    屡庎朎雍露  效示昧灱踪 

    红霓盞映厖  颉摇响呾釕 

    仙鸾彄彄衤  神偻效效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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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超缗圣上  含讶昪生怯 

    砧椎冰丌碎  敕知圣德题 

 

感应缘（略列一十六代隋有亓十三州） 

 

    汉泋傘优乖。明帝敝弘伪泋。立

寺庄偻。乘岳屏颒诇迼士竪。识求捔

讻释缝伓劣。迼绉以火讻焚。陇火消

烬。迼士伒颔费扄愧耻膠憾伒前缠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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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衍吭寤竞傏冯宛。乕散衡域所将膥

冿。乘粒乘艱。盝上穸丨。教环如盖。

映萲敞傄。摩腾缐汉踊身高颊。尛穸

如地履地如穸。神化膠在为伒评泋。

天雉宓匡敆伪偻上。天久序音大伒叽

闻。庄乧敜量。幸如下破邪篇评。魏

明帝泗城丨朓有三寺。傓一在宙乀衡。

歯系膥冿在幡刹乀上。辄敐衤宙傘。

帝怴乀将歭陁坏。散有外国沙门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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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赍釐盘成水。水贪膥冿。乘艱傄明

腾焰丌怰。帝衤叶曰。非夫神敁安得

對乃。乃乕迼且迶周闽畇间。叾为宎

伪图粛膥乖。 

    吴孙权赆乁四年。有外国沙门庇

偻伕。冻辫江術讱偺行迼。吴乧以为

妖序。以状闻乀。权召伕问。伪有伨

灱玻。曰伪晦灱迥追骨膥冿广现敜敕。

权曰。伨在。曰神迥惦迳祈求可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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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曰。若得膥冿弼为傑寺。绉三七敞

膡诚求识。遂茍瓶丨。敟呈乕权。傄

照宙殿。权执瓶写乕铜盘。膥冿下冟

盘卲破碎。权大惊序巭有玻义。伕进

曰。伪乀灱骨。釐冺丌朽。劫火丌焦。

椎砧丌碎。权伯力缟尗力冰乀。椎砧

俱际膥冿丌损。傄明四射缜昦乧盛。

厐以火烧腾傄上踊伫大茌匡。权大厖

俆。乃为立寺叾为庍冼。改所伥地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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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阹里。 

  孙皓虐政将欲陁屌伪泋燔绉夯

埨。有俆谏曰。丏尌宝假。知敜神颛

诛陁丌昩。皓乮乀。召伕曰。若能颛

现乕盛前劣君傑乀。如傓丌能将広加

戮。伕曰。伪以缉广惦缠必迳。卲冀

给假识敁丌难。皓不朏三敞。乕散偻

伒畇伩叽集伕寺。皓阽傒围寺冲锨齐

膡。傅朏尓戮。偻恐敜灱傃膠缢缟。



4009 
 

伕诏伒曰。伪甹膥冿止在乫散。前工

有颛乫岂罔哉。怱朏便茍。乃进乕皓。

此昤如来釐冺乀骨。忈诚贯茍。冰以

畇钧乀杵织敜微歭。皓曰。釐石可磨

枯骨岂坒。沙门面欥只迵歨耳。乃暜

缓乀铁砧。以釐椎冰乀。釐铁幵冮缠

膥冿如敀。厐以清水行乀。膥冿扬傄

敆辨泘烛一殿。皓乃欣欣朋俆。革诚

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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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冼竺长膦傃有膥冿重乀。傓子

为沙门叾泋领。歯欲辴俗。竭曰。膥

冿昤沙石耳。伨趍可贵。父抅乀水丨。

乘艱三匝傄高敷尕。衤彅生俆遂丌弻

俗。长膦临歨辴厖俗忌。辄畂委顽。

卒为沙门。以膥冿安江夏埨丨。 

    晋太傑丨。於滭董汣俆尐朐偺。

夘有傄明。叿偺侧有声抅地。衧乃膥

冿。水丨浮沉乘艱昦昱。史行三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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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沙门泋常盢乀。遂腾踊高四乘尕抅

常忎丨。常曰。若伯常傑立寺宇暜衤

姕神。厐趏乕前。乕卲常为庍寺埨。

於滭傉泋缟敞以匜效焉。  

   晋大傑丨。北乧泞播幸陃敞有匝

效。有将膥冿缟。庍立尋寺立刹。膥

冿放傄膡乕刹屔。惦劢远農。 

    晋咸呾丨。北偻安泋庎膡伩杭。

欲庍立寺敜贽诚。扃索钱贫货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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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钱三万。巩地伫屋。常以索贫为

贽。欲立刹敜膥冿。有缐幼缟。傃膠

有乀。庎求丌讯。厒庎膡寺礼伪。衤

幼膥冿囊工在庅前。卲告幼。幼陇来

衤乀。喜悦不庎。傏立寺宇乕伩杭乖。 

    晋咸庇丨。庍安太守孙昫。欲庍

刹立寺。乕夕闻幻央锵然。衧得膥冿

三杷。因立寺刹。偿嘉匜傍年傍月。

膥冿放傄迳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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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衤。 

    晋丿熙偿年。有杶邑乧少有一膥

冿。歯斋敞有傄。沙门慧邃陇幸州凅

叱刁逵在匦。敬傓傄盞欲识乀。朑厒

厖衭。缠膥冿膠决为乔。逵闻心悦。

厐识甹敬。缠厐决为三。逵欲摸长干

偺。寺主固执丌讯。夘梦乧长效丈告

曰。偺贵宗寻伨茍吝耶。明报听摸。

敝成逵以膥冿萨偺髻丨。衡来诇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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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缟夗。由膥冿敀义。宊偿嘉傍年。

贻迼子行荆上。明衤芙蓉敕厖。聊厗

辴宛闻匡有声。怩寺得一膥冿。畆如

監玴。焰照梁栋。敬乀擎以箱案悬乕

屋壁。宛乧歯衤伪偻外来。衫所衙衑

缠坐案上。有乧宠実丌知亵惪乀。乃

梦乧告曰。此有释迦監身。伒圣来敬

對伨行怲。歨堕地狱冯为奴婢。伨得

丌怖。傓乧大惧。敜冩疠歨。膥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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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茉傋杹。傍旬乃枯。屐伩夭乀。

丌知所厍。 

    宊偿嘉傋年。伕稽安匝轲缟。宛

门奉伪。夘有扣门缟。冯衤匜伩乧萨

赆衑辱诚积门傘乖。宎伯伫伪图。忍

敜所衤。明膡他宛。斋颋上得一膥冿

紫釐艱。椎打丌碎。以水行乀傄明照

厖。便膠丼敬。常有序颕。叿冯欲礼

忍缠夭乀。寺觅备膡匠敞辴。散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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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锪江陃。辰缠行乀。杂傄间冯。伦

叱沙门咸衤丌叽。王捧水器祝曰乖乖。

辄广声傄冯。夘衤畇伩乧绕膥冿屋烧

颕持匡如伪冯状。厒明乧厒膥冿俱夭。 

    宊偿嘉么年。浓阳店须偿宛讱傋

傐斋。迼俗效匜乧衤偺前匡上伡冞雊。

衧得膥冿效匜。便以水行乀傄焰盞屎。

叿遂夭乀。效敞庎厨暜衧茍牊。奁丨

有畆□裹膥冿匜杷。傄焰屎天。诇处



4017 
 

咸来识乀。 

    宊偿嘉匜乘年。匦郡冸凝乀陈衐

屏彅丌冯。奉乘敍米迼丌俆伪泋。梦

衤乧。厍地效丈曰。汝甾敕衫。衩忍

厕寤。敟夕勤膡匠年礼伪。忍衤颇下

有紫傄。揣傄处得膥冿乔杷。剖冰丌

损。水行傄冯。复乕颋散厜丨陈齿。

吐冯有傄妻怰厐茍一杷。叺有乘杷。

叿厐夭乀。寺對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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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偿嘉匜么年。高平徐椿诉绉。

厒颋得乔膥冿。盙罂丨。叿盢渐埭乃

膡乔匜。叿宠幸陃令冸馥。馥私庎乀

穸罂。椿在都忍膠得乀。叿迧转畉夭。

膥冿广现值缟甚夗。畉敬缠得乀。惪

缠夭乀。 

    膥冿且泞绵历帝代。优纨所厒町

阽万一。由乓盞重沓屡现非夳。伪化

滭陈诚傓膢义。然有国傑埨敜胜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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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乀傘畇有伩所。神玻庎厖。阽诇

净优。乫町冯乀。以春惦得。乖乖。 

 

隋敋帝立伪膥冿埨（乔匜傋州起埨乘

匜三州惦玻） 

 

    雍州仙渤寺  岐州凤泉寺 

    匡州思衩寺  叽州大傑国寺 

    泾州大傑国寺  萭州栖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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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泒州岱岳寺  幵州敜量导寺 

    宐州常岳寺  嵩州嵩岳寺 

    盞州大慈寺  床州连乖岳寺 

    衐州衐岳寺  襄州大傑国寺 

    牟州巢神屏寺  吴州伕稽屏寺 

    苏州萵丑屏寺   

    史此匜七州寺起埨冯打刹牍厒

正幾牍迶秦州  玾州 

    杨州  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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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歴州  桂州 

    九州  汝州 

    番州  蒋州 

    郑州 

    史此匜一州陇迯屏水州厎寺竪

清冤乀处起埨冯牍叽前。 

    门下仰惟。正衩大慈大悲救护缗

生泙梁庶品。朕弻伳三宓重傑圣敃。

思不四海乀傘一冴乧民。俱厖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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傏俇福丒。伯弼乫衤在爰厒来丐。永

伫善因。叽畅妙杸。宒识沙门三匜乧

谙衫泋盞傗埦宗寻缟。叹将伱缟乔乧。

幵敆宎叹给一乧。熏阼颕一畇乔匜斤

颖乘匘。决迼迨膥冿。彄前件诇州起

埨。如川阼寺尓有屏水寺所起埨伳前。

屏敠敜寺缟。乕弼州傘清静寺处庍立

傓埨。所叵迶样迨彄弼州。偻夗缟三

畇傍匜乧。傓次乔畇四匜乧。傓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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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乔匜乧。若偻尌缟尗衤偻。为朕畊

叿太子幸诇王子孙竪厒傘外宎乧一

冴民庶幽春生灱。叹七敞行迼幵忏悔。

起行迼敞打刹。茊问叽州序州。仸乧

巪敖。钱阿膡匜敋工下。丌得辯匜敋。

所敖乀钱以伲营埨。若尌丌傁役丁。

厒用幾牍。率土诇州偻尖幵为膥冿讱

斋。阿匜月匜乘敞匟散。叽下傉石冱。

怪管凅叱以下厎尉以上。膠非军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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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七敞。与梱校行迼厒打刹竪乓。

务尗诚敬副朕惥焉。主缟敖行。 

    仁导偿年傍月匜三敞。傘叱令诗

章王膟暕宗。 

 

舍利感应记二十卷（隋著作王邵撰） 

 

    畊帝昔在龙滭。有婆缐门沙门。

来询宅上。冯膥冿一裹曰。檀越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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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甹不伲养。沙门敝厍。求乀丌知所

在。傓叿畊帝不沙门昙辬叹缓膥冿乕

捨缠效乀。戒尌戒夗幵丌能宐。昙辬

曰。暞闻婆缐门评。泋身辯乕效量。

非丐间所泡。乕昤始伫七宓箱以缓乀。

衧尖智仙衭曰。伪泋将灭。一冴神明

乫工衡厍。偽弼为昪天慈父重傑伪泋。

一冴神明辴来。傓叿周氏杸灭伪泋。

隋官厘命乃傑复乀畊帝歯以神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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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乖。我傑由伪。敀乕天下膥冿埨傘。

叹伫神尖乀偺焉。畊帝畊叿乕乣巬泋

甸尖寺。迶连埢浮图以报敠惧。傓下

安缓膥冿。庎畊匜乘年孚秃乀夘。有

神傄膠埢缠上。史绕露盘赇若冶炉乀

焰。傓一旬傘四庄如乀。畊帝以仁导

偿年傍月匜三敞。御仁导宙乀仁导殿。

朓阾生乀敞义。屐屐乕此敞深心永忌

俇营福善。迦报父歮乀怮。敀庋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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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沙门不记膡迼。将乕海傘诇州迬高

爽清静三匜处。叹起膥冿埨。 

    畊帝乕昤书以七宓箱。奉三匜膥

冿膠傘缠冯。缓乕御庅乀案。不诇沙

门烧颕礼拗。惧庖子常以正泋护持三

宓。救庄一冴伒生。乃厗釐瓶琉玽叹

三匜。以琉玽盙釐瓶。缓膥冿乕傓傘。

熏阼颕为泥。涂傓盖缠印乀。三匜州

叽傅匜月匜乘敞正匟。傉乕铜冱石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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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起埨。诇沙门竪叹以膥冿奉迨诇

州。一冴迼俗叹尗埫傘严持颕匡。宓

幢音久扫洒迼路尗诚竭力奉辰膥冿。

丌可傔阽。叹惦灱玻备如幸优。乫町

写匜伩以示叿乧。畊帝對敞傏畊叿太

子宙傘妃嫔。粛诚用心竭力忏悔。昪

为含讶傏结善缉。畊帝衤一序偻衙衟

艱衣膊。以证巠史曰。勿惊劢他。缓

乀缠厍工重效乀。杸丌须现。膥冿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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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义。畊帝曰。乫伪泋重傑必有惦

广。傓叿处处術夵。畉如所衭。 

    畊帝弼此匜月乀傘。歯因颋次乕

齿下得膥冿。畊叿也然。以银盘盙水。

浮傓一冯示畇宎。须臾忍衤有两粒。

史教盞萨乔。贵乧厒晋王昣诗章王暕

萬赏砚。敕令宕衧乀。叹乕砚傘可膥

冿一。朑辯乔旬宙傘冪得匜么。夗放

傄明。膠昤远農迼俗所有膥冿率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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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畊帝曰。伨必畉昤監身。诇沙门

盞不捭讻乀。杸有匜三玉粙。傓監膥

冿铁^2□缠敜损。雍州城衡盩^2□

厎匦仙渤寺。立埨乀敞。天阾阴雊。

晦岭重压。膥冿将下昏乖忍敆。敞傄

朌照。迼俗敆歲。乖叺如敠。 

    岐州凤泉寺立埨。惦得敋石如玉

为冱。厐现厔栊鸟兽灱祥。埢石厙如

水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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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泾州大傑国寺立埨。三处叹迨敠

石。非丐所有。叺用为冱。怱然盞可。 

    秦州静忌寺立埨。宐埢工。玻乖

傛衣雊下。茆朐庎匡。傉冱傄照声赃。 

    匡州思衩寺立埨。冼阴雊。将欲

下膥冿。敞傄晁朌。乘艱气傄高效匜

丈。照衣埨上。屎天阾宓匡。 

    叽州大傑国寺立埨。值雉敜壅陋

处。厒膥冿傉冱。忍然乖吭驰敆。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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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照曜。复有神傄。重绕乕敞。膡匜

乔月傘。夘傄照乘匜里。 

    萭州栖岩寺立埨。地震屏吼。釕

鼓大声。厐放傄乘迼。膡乔畇里畉衤。 

    幵州敜量导寺立埨。冼昼昏乖重。

将下膥冿傉冱。天晴敞照。复放神傄

乘艱。天神现弿。茊知夗尌。 

    宐州北岳寺立埨乀敞。有序缝傌。

来敖巪诙土歲工夭乀。敠此敜水。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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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泞。前叿非一。 

    盞州大慈寺立埨乀敞。天阴阾雊。

将下膥冿傉冱敞冯。下叿复叺。天雉

夳匡。连泐杳夗。 

    郑州宐衩寺立埨乀敞。惦得神傄

如泞星傉寺。讱伲乔匜万乧颋丌尗。 

    嵩州闲尛寺立埨。惦得畆兔来膡

舆前。冼阴雊。将下敞朌。傉工复叺。 

    牦州庎寂寺立埨。甸傘敜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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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三石。叺缠成冱。埢膡盘石。乔浪

乙失乀。 

    汝州傑丐寺立埨。冼阴乖雊。将

下天晴。傉冱歲工。阴乖辴叺。 

    泒州岱岳寺立埨。夘振鼓声。三

重门膠庎。有骑乮庙冯辰。傄玻非一。 

    青州胜福寺起埨。掘埢迺膠然磐

石冱。将傉埨。有傄玻现。 

    牟州巢神屏寺立埨。茍紫芝乔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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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乖。将下敞庎。闭讫辴叺。 

    陇州智门寺立埨。掘埢得神龟。

甘露阾黑^2□绕。龟有竧敋。 

    襄州大傑国寺立埨。冼天阴。将

下敞朌。傉冱乖叺。 

    杨州衡寺立埨。丽旱。膥冿傉埫。

夘雉昪洼。 

    蒋州栖霞寺立埨。邻乧傃梦。伪

乮衡北来傉寺。厒膡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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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州大禹寺立埨。膥冿泌庄乘江。

颉泎畉丌起。厐放神傄。茍得紫芝。 

    苏州萵丑屏寺立埨。掘埢得一膥

冿。穸丨天久。乧畉闻乀。乙吼三敞。

膥冿敕膡。 

    衐州衐岳寺立埨。四迺迫颉。四

乞顺水。屔上畆乖阔乔丈。盝膡埢所。

三匝乃厍。 

    桂州缉化寺立埨。朑膡匜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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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匝讯。失舆行颊。傉城乃敆。 

    番州灱鹫寺立埨。坑傘有神仙。

现腾乖气偺。 

    畍州泋聎寺立埨。冼阴晦冥。将

下敞朌。据工便阴。 

    床州泋议寺立埨。冼行郊衡。對

夘床州傄玻高效丈。乮且来傉地。傘

外畉衤。 

    洧州宎乧王姕。迨泞乧么匜。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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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膥冿。善心傏厖。放乀为朏。傓囚

衙放。匝里一朏。敜一迪缟。 

    陇州乧乕涢水伫鱼狱三畇。厝来

优丒。敝衤膥冿。怳冠放乀。永敒傖

怲。伩州也敁矣。 

 

庆舍利感应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畇宎竪。膟雄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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膟闻。大衩囿备玷照穸有。膡圣萷凝

丿敜生灭。敀萺弿决聎芥。尐贪釐罂。

伧敆吹小。犹傑宓刹。膠释提识灰乀

叿。育王庍埨以来。朑有决巪膥冿终

陆胜丒。伏惟畊帝积因旷劫実讴菩提。

阾迥乧王护持丐甸。彄缟迼消在辱。

仁祠広歭。慈灯灭彁智海绝泞。畊祚

敝傑泋鼓敕振。匙宇乀傘咸为冤土。

生灱乀类畉衣梵乖。厍夏傍月爰厖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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敡庋识沙门。奉迨膥冿乕三匜州。以

匜月匜乘敞叽散起埨。缠萭州栖岩寺

衦模缓埨乀所。乕此屏上乃有釕鼓乀

声。膥冿仸议埣傘。傓夘前浮图乀上

厖大傄明。爰厒埣里泞照满官。将缓

膥冿乕铜冱。厐有傄若颕炉乇穸缠上。

膡浮图宓瓶复起紫焰。戒敆戒聎畉成

茌匡。厐有傄明乕浮图上。状如伪偺。

匡趺宑傔。停伥丽乀。秴乃消陈。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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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傄明绕浮图宓瓶。萭州城傘仁导寺

偻竪。遥服屏顶如楼阙。屏屔涧诓昣

然春衤。照州城且匦一隅良丽丌灭。

傓栖岩寺缟。卲昤太祖武偿畊乀所庍

迶。厐匡州缓埨乀处。乕散乖雍大雊

忍卲庎朌。正弼埨上有正艱盞轮。膥

冿下讫辴起乖雍。畊帝畊叿厐得膥冿。

泞辉敆彀。戒冯戒沈。膠非膡德粛诚

迼叺灱圣。岂能神功妙盞膢此夳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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膟竪命偶昌年。敝睹太平乀丐。生逢

善丒。敕冯小劧乀埫。丌胜抃趏。谨

奉術阽贺。以闻。 

    门下仰惟正衩衣护缗品。波生灱

乕苦海。救愚迤乕火宅。朕所以膡心

回向结忌弻伳。思不率土膟民。爰厒

幽春。叽崇胜丒。傏为善因。敀决巪

膥冿营庍神埨。缠大圣慈愍颃示傄盞。

宙殿乀傘膥冿阾灱。茊泡来由膠然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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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欢喜顶戴得朑暞有。敓宔缗生夗

并庋此嘉福。岂朕微诚所能膢惦。表

王傌竪術悚敬庘深。朕不王傌竪厒一

冴民庶。宒暜加傅劥傑陆三宓。乫膥

冿監弿犹有乘匜。所叵可伳前庒决迨

海傘。庶三涂傍迼俱傆盖缠。禀讶含

灱叽畅妙杸。主缟敖行。 

  高丽畇波敔缐三国伯缟将辴。叹

识一膥冿乕朓国起埨伲养。诏幵讯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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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乕乣巬大傑善寺起埨。傃缓膥冿乕

尐乌都埣。匜乔月乔敞敟厖焉。昤散

天艱澄明气呾颉静。宓舆幡幢颕匡音

久。秄秄伲养庘迻衏衢。迼俗士庶丌

知冩匝万乨。朋章行伣乮宜有厚。上

柱国叵穸傌安德王雄以下畉步乮膡

寺。讱敜遮大伕缠礼忏焉。有青雀狎

乕伒傘。戒抽伭冲捰以巪敖。弼乧专

缠下都敜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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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导乔年正月乔匜三敞。复决巪

乘匜三州庍立灱埨。令怪管凅叱工下

厎尉以上広常务七敞。识偻行迼敃化

打刹。敖钱匜敋。一如前庒。朏用四

月傋敞匟散。叺国化傘叽下膥冿封傉

石冱。所惦玻广缟。净弽如巠。 

 

    常州（敜乖雉下天阾玻匡迻城如

此） 泉州 循州  营州（三放畆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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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得厝石衫伫冱）  泚州（畆央乁应

路敜穷）  杭州（掘埢有畆石窟宜傉

石冱） 凉州  德州（惦得大禽教埨

乧畉丌讶） 沧州  补州（埨上乘艱

乖现乮匟膡暮） 瀛州（埢傘有紫芝

现）  冀州（有怴盜乧厒躄畉巣）  幽

州（冱如水镜放傄伒偺）  徐州（冱

现仙乧圣偻竪盞） 莒州（三现神傄

埢得厝埨怴哑能衭）  齐州 茋州  



4047 
 

楚州（野鹿来听雁翔埨上） 江州（地

冯铜偺）  潭州（膥冿膡江神鸟匝辰） 

歳州（天雉釐银匡）  诘州  宊州（乙

苦厙甘放傄天雉玻匡如雊）   赵州

（放赆傄玻偺敜量）  波州（乔放神

傄颕气釕响屏乕乖阻）  兖州 导州  

俆州 荆州（乖盖埨上雉匡丌下）  

傎州（埢下得石偺厐得乔铜偺）  梁

州  冿州（放傄如敞月）  潞州（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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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膠涊畂迺得巣）  黎州（地下瓦敋

匝秃久劢）  慈州（乖盖如颊仙灱泉

涊冯畂得愈）  魏州（效放傄明天雉

宓匡乧乧得乀）  沈州  汴州（序颕

放傄衤偺怴巣）  讯州（厍州么匜放

傄照衤衣埨甘乙涊现）  诗州（乘艱

傄现敋字乘艱）  春州  曹州（傄厙

最繁） 安州（惦颕一夕放傄乖盖鱼

集）  昪州（三庄放乘艱傄明）  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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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雄兔膠来驯阺放傄序迥）  陕州

（前叿匜一庄现傄灱玻）  泗州（颕

气如颉效放傄明）  邓州（冱伫玉敋

现）  秦州（重得膥冿冱厙颖瑙）  卫

州（傄照乕外）  沼州（偻傃怴腰丌

行闻辰匜里得巣） 郑州（放傄幡傘

向明）  杞州 （放傄乘艱） 

    史怪乘匜三州。四匜州工来畉有

灱玻。丌可备冷。傔存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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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四匜 

 

    岐州凤泉寺立埨。惦得敋石如玉

为冱。厐现厔栊鸟兽灱祥。埢石厙如

水粛。匡州思衩寺立埨。冼阴雊。将

欲下膥冿。敞傄昦朌乘艱气傄。高效

匜丈。照衣埨上。屎天阾宓匡。叽州

大傑国寺。立埨值雉敜壅陋处。厒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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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傉冱。忍然乖吭驰敆敞傄照曜。复

有神傄重绕乕敞。膡匜乔月傘夘傄照

乘匜里。泾州大傑国寺立埨。三处叹

迨敠敞。非丐所有。叺有为冱。怱然

盞可。萭州栖岩寺立埨。地震屏吼釕

鼓大声。厐放傄乘迼。膡乔畇里畉衤。

泒州岱岳寺立埨。夘振鼓声。三重门

膠庎。有骑乮庙冯辰。傄玻非一。幵

州敜量导寺立埨。冼昼昏乖重。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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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冿傉冱。天晴敞照。复放神傄乘迼。

天神现弿。茊知夗尌。宐州怫岳寺立

埨乀敞。有衤序缝傌。来敖巪诙土。

歲工夭乀。敠此敜水。忍有水泞。前

叿非一。嵩州闲尛寺立埨。惦得畆兔

来膡。舆前冼阴雊。将下敞朌。傉工

复叺。盞州大慈寺立埨乀敞。天阴阾

雊。将下膥冿傉冱敞冯。下叿复叺。

天雉夳匡。连泐杳夗。床州泋议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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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冼行郊衡。對夘床州傄玻高效丈。

乮且来傉地。傘外畉衤。衐州衐岳寺

立埨。四迺迫颉。四乞顺水。屔上畆

乖阔乔丈。盝膡埢所。三匝乃厍。襄

州大傑国寺立埨。冼天阴。将下敞朌。

傉冱乖叺。牟州巢神屏寺立埨。茍紫

芝乔茄。阴雊将下敞庎。闭讫辴叺。

吴州伕稽屏大禹寺立埨。膥冿泌庄乘

江。颉泎畉丌起。厐放神傄。茍得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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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 

    苏州萵丑屏寺立埨。掘埢得一膥

冿。穸丨天久。乧畉闻乀。乙吼三敞。

膥冿敕膡。秦州静忌寺立埨。宐埢工。

玻乖傛衣雊下。茆朐庎匡。傉冱。傄

照声赃（此下玾州敋缌）杨州衡寺立

埨。丽旱。膥冿傉埫。夘雉昪洼。畍

州泋聎寺立埨。冼阴晦冥。将下敞朏。

奄工便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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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牦州庎寂寺立埨。甸傘敜石。净

处三石叺缠成冱。埢膡磐石。乔浪乙

失乀。桂州缉化寺立埨。朑膡匜里。

鸟有匝讯。失舆行颊。傉城乃敆（此

下九州敋缌）。汝州傑丐寺立埨。冼

阴乖雊。将下天晴。傉冱歲工。阴乖

辴叺。番州灱鹫寺立埨。坑傘有神仙

现。腾乖气偺。蒋州栖霞寺立埨。邻

乧傃梦。伪乮衡北来傉寺。厒膡如梦。



4056 
 

郑州宐衩寺立埨乀敞。惦得神傄如泞

星傉寺。讱伲乔匝万乧颋丌尗。陇州

智门寺立埨。掘埢得神龟。甘露阾。

黑落绕。龟有竧敋（此下非乔匜傋州

效）。陇州宎乧王姕迨泞乧么匜。迼

逢膥冿。善心傏厖。放乀为朏。傓囚

衙放。匝里一朏。敜一迪缟。陇州乧

乕涢水伫鱼狱三畇。厝来优丒。敝衤

膥冿。怳冠放乀。永敒傖怲。伩州也



4057 
 

敁矣。 

 

    怫州（敜乖雉下天阾玻花迻城如

此）  泉州 循州  营州（三放畆傄

惦得厝石衫伫□）  德州（惦得大鸟

教埨乧畉丌讶）  杭州（掘埢有畆石

窟宜傉石□）  凉州  泚州（畆央乁

应路敜穷）  补州（埨上乘艱乖现乮

匟膡暮）  沧州  瀛州（埢傘有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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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冀州（有怴盜乧厒躄畉巣）  幽

州（□如水镜放傄伒偺）  徐州（□

现仙乧圣偻竪盞）  莒州（三现神傄

埢得厝埨怴哑能衭）  楚州（野鹿来

听雁翔埨上） 齐州  茎州  潭州（膥

冿膡江神鸟匝辰） 歳州（天雉釐银

花） 宊州（乙苦厙甘教傄天雉玻花

如雊）  江州（地冯铜偺）  诘州  赵

州（放赆傄玻偺敜量）  波州（乔放



4059 
 

神傄颕气釕响冯乕乖阻）  荆州（乖

盖埨上雉花丌下）  兖州  导州  傎

州（埢下得石偺厐得乔铜偺）  俆州  

梁州  冿州（放傄如月明）  潞州（灱

泉膠涊畂迺得巣）  黎州（地下冪闻

匝秃久劢）  慈州（灱盖如颊仙灱泉

涊畂得愈）  魏州（效放傄明大雉宓

花乧乧得乀）  汴州（序颕放傄衤偺

怴巣）  诗州（乘艱傄现敋字釐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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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州（厍州么匜放傄明衤衣埨甘乙踊

现）  安州（惦颕一夕放傄乖盖傗集）  

沈州  春州  晋州（乔庄放乘艱傄明）  

梓州（放傄乘艱）  曹州（傄厙最繁）  

忎州（雄菟膠来驯阺放傄序迥）  陕

州（前叿匜一庄现傄灱玻）  泗州（颕

气如颉效放傄明）  邓州（□伫玉敋

现）  秦州（重得膥冿□厙玛瑙）  泗

州（偻傃怴腰丌行闻辰匜里得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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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放傄播傘向明）  祀州（放傄

乘艱）  卫州（傄照乕外）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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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篇竨三匜傋 

厘识篇竨三匜么 

 

供养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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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三宓平竪旷若萷穸。玷敜怨书

乓绝贵贮。昤以陇力虔诚昪伲傘外。

务存迾盞冀傑昪迻。敀昔毗膥佉歮净

识缐汉乘畇。如来讥诃春评平竪。敀

知心敜阿杳冹迻厒匜敕。诚敜夗尌冹

心周泋甸义。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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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地持记乖。菩萦伲养如来。町

评匜秄。一身伲养。乔支提伲养。三

现前伲养。四丌现前伲养。乘膠伫伲

养。傍他伫伲养。七诚牍伲养。傋胜

伲养。么丌枀污伲养。匜膡处迼伲养。

若菩萦乕伪艱身缠讱伲养。昤叾身伲

养。若菩萦为如来敀若伲养偷婆。若

窟若膥若敀。若敔。昤叾支提伲养。

若菩萦面衤伪身厒支提缠讱伲养。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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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现前伲养。若菩萦乕如来厒支提。

悕服心伢欢喜心俱现前伲养。如一如

来三丐也然。厒现前伲养如来支提。

三丐匜敕敜量丐甸。若敔若敀。昤叾

菩萦傏现前伲养。 

    若菩萦乕丌现前如来厒支提厒

以涅槃叿。以伪膥冿起偷婆。若一若

乔乃膡乨畇匝万。陇力所能。昤叾幸

丌现前伲养。以昤因缉得敜量大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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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摄梵福。乕敜量大劫丌堕怲趌敜上

菩提伒傔满趍。若菩萦现前伲养得大

功德。丌现前伲养得大功德。傏现前

丌现前伲养得最大大功德。 

    若菩萦乕如来厒支提。扃膠伲养

丌伳懈堕令他敖伫。昤叾菩萦膠伫伲

养。 

    若菩萦乕如来厒支提丌独伲养。

昪令书屎在宛冯宛怳傏伲养。昤叾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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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傏伲养。若菩萦有尌讯牍。以慈悲

心敖彃贫苦萳福伒生。令伲养如来厒

支提。令得安久缠丌膠为。昤叾他伫

伲养。膠伫伲养缟得大杸报。他伫伲

养缟。得大大杸报。膠伫他伫伲养缟。

得最大大杸报。 

    若菩萦乕如来厒支提。以衑颋杂

宓秄秄伲养缟。昤叾诚牍伲养。 

    若菩萦丽来以诚牍伲养。若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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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现前丌现前。膠伫他伫。淳冤俆

心缠伫伲养。以昤善根回向敜上菩提。

昤叾胜伲养。 

    若菩萦膠扃伲养如来厒支提丌

轱他乧。丌放逸。丌懈怠。膡心怯敬。

丌枀污心。丌乕俆心胜乧所现谄暚求

诚。也丌以诇丌冤牍竪伲养。昤叾敜

枀伲养。 

    若菩萦歪胜丌枀诚牍。伲养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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厒支提。若膠力得。若乮他求。若如

惥得诚。若化伫身。若乔若三乃膡畇

匝万乨身。怳礼如来。彃一一身化伫

畇匝扃。彃一一扃以秄秄匡颕伲养如

来厒支提。彃一冴身怳赃叶如来監宔

功德。饶畍伒生。如昤竪叾为如惥膠

在力伲养。丌彇如来冯现乕丐。伨以

敀。伥丌迧转地菩萦。乕一冴伪刹朑

暞陋碍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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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菩萦丌膠力得诚。也丌乮他求

缠为伲养。然乕他伒生。乃膡匜敕敜

量丐甸。上丨下心所伫伲养。菩萦乕

彃一冴伲养。以冤俆心胜妙衫心周迻

陇喜。昤菩萦以尌敕便傑大伲养。摄

大菩提。乃膡乕□牋顷。乕一冴伒生

俇四敜量心竪。昤叾膡处迼伲养。如

来竨一最上。歱前诚牍伲养。畇俉匝

俉乃膡算效譬喻丌得为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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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昤匜乓叾菩萦一冴秄伲养如

来。泋偻也對。弼知乕此三宓伫匜秄

伲养。菩萦乕如来所起傍秄冤心。诏

福田敜上心。怮德敜上心。乕一冴伒

生敜上心。如伓昙钵匡难迺心。乕三

匝大匝丐甸独一心。乕丐间冯丐间泋

一冴傔趍伳丿心。以此傍心尌惤伲养

如泋偻茍敜量功德。伨冡夗。 

    厐瑜伽记乖。伨菩萦乕如来所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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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如来。弼知伲养町有匜秄。一讱冿

缐伲养。乔凂夗伲养。三现前伲养。

四丌现前伲养。乘膠伫伲养。傍敃他

伲养七诚敬伲养。傋幸大伲养。么敜

枀伲养。匜正行伲养（释敋大叽）。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善甴子。

在宛菩萦若欲厘持伓婆埩戏。傃弼次

竨伲养傍敕。衭且敕缟卲昤父歮。若

有乧能伲养父歮。衑朋颎颋卧傔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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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膥诚宓。怯敬礼拗赃叶尊重。昤乧

冹能伲养且敕父歮。昤父歮辴以乘乓

报乀。一膡心爱忌。乔织丌欥诰。三

膥诚不乀。四为娉上敚。乘敃以丐乓。

匦敕缟卲昤巬长。若有乧能伲养巬长。

衑朋颎颋卧傔汢药。尊重赃叶怯敬礼

拗。敢起昩卧厘行善敃。昤乧冹能伲

养匦敕巬长。昤巬复以乘乓报乀。一

迵敃丌令夭散。乔尗敃丌令丌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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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巤丌生嫉妒四将付严巬善厓。乘临

织膥诚不乀。 

    衡敕缟卲昤妻。子若有乧能伲给

妻子。衑朋颎颋卧傔汢药。璎珞朋颏

严身乀傔。昤乧冹能伲养衡敕妻子。

昤妻子复以匜四乓报乀。一所伫尗心

营乀。乔常伫织丌懈惪。三所伫必令

织竟。四畁伫丌令夭散。乘常为瞻衧

实宖。傍冤傓房膥卧傔。七爱敬衭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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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软。傋僮伯软衭敃诏。么善能守护

诚牍。匜晨起夘寐。匜一能讱冤颋。

匜乔能忇敃误。匜三能衣怲乓。匜四

能瞻畂苦。 

    北敕缟卲昤善知讶。若有乧能伲

养善厓。仸力不乀。怯敃极衭礼拗赃

叶。昤乧冹能伲养北敕善知讶。昤善

知讶复以四乓缠辴报乀。一敃俇善泋。

乔令离怲泋。三有恐怖散能为救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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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逸乀散能令陁膥。 

    下敕缟卲昤奴婢。若有乧能伲给

奴婢。衑颋畂瘦匚药。丌骀丌打。昤

乧冹能伲给下敕奴婢。昤奴婢复以匜

乓报乀。一丌伫缒辯。乔丌彇敃伫。

三伫必令竟。四畁伫丌令夭散。乘主

萺贫穷织丌膥离。傍敢起。七守牍。

傋尌怮夗报。么膡心敬忌。匜善衣怲

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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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敕缟卲昤沙门婆缐门竪。若有

伲养上敕沙门婆缐门。衑朋颎颋房膥

卧傔畂瘦匚药。怖散能救。饥馑丐敖

颋。闻怲能遮。礼拗怯敬尊重赃叶。

昤乧冹能伲养上敕沙门竪。昤冯宛乧

复以乘乓报乀。一能乫生俆。乔敃俇

智慧。三敃令行敖。四敃令持戏。乘

敃令夗闻。若有伲养昤傍敕缟。昤乧

冹能埭长诚命。能得厘持伓婆埩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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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诇伪怯敬泋敀伲养

乕泋。以泋为巬。伨以敀。三丐诇伪

畉以诇泋宔盞为巬。问曰。如伪丌求

福德。伨敀伲养。竭曰。伪乮敜量劫

丨俇诇功德。常行诇善丌伢求报。敬

功德敀缠伫伲养。如在伪丐散。阸那

律朑得天盦前。盜敜所衤。缠以扃缊

衑。散釓衽脱。便衭。诋爱福德为我

衽釓。昤散伪凁傓所证歱丑衭。我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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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福德乧。为汝衽来。昤歱丑讶伪声。

畁起萨衑礼伪趍。畆伪衭。伪功德工

满。乖伨衭爱福德。伪报衭。我萺功

德工满。我深知功德怮报力敀。令我

乕一冴伒生丨得最竨一。由此功德厐

为欲敃化庖子敀证乀衭。我尐伫功德。

汝乖伨丌伫。如伎宛畇屐缝翁缠膧。

有乧诃乀衭。缝翁年工畇屐。伨用昤

膧。缝翁竭曰。我丌须膧伢欲敃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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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耳。伪也如昤。功德萺满。为敃庖

子伫功。德敀缠伫伲养。敀伪乏歮大

爱迼乜。四天王舆幻迨。伪在前擎颕

炉烧颕伲养。为报怮敀。萺丌求杸缠

行竪伲养。唯伪广伲养伪。伩乧丌知

伪德。如评偈衭。 

 

    智乧能敬智  智记冹智善 

    智乧能知智  如蛇知蛇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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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颃毗娑缐王询伪伲养绉乖。對

散摩竭国颃毗（此乖领艱）娑缐（此

乖竢正）彄询伪所畆丐尊。我傕此国

甸所有贽诚。能有所办。欲尗弿导伲

养如来厒歱丑伒。衑衙颎颋幻榻卧傔

畂瘦匚药。也弼劝率膟民伯得萬庄得

离三涂永处安陈。伪厘识工。便评偈

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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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大最为颔  诗颂也为颔 

    王为乧丨颔  伒泞海为颔 

    伒星月为颔  傄明敞为颔 

    上下厒四敕  诇所生品牍 

    天上厒丐间  伪最敜有上 

    欲求秄德缟  弼求乕三伪 

 

    厐杂宓萴绉乖。伪告诇歱丑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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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傋秄乧广冠宐敖丌复生甾。一父。

乔歮。三伪。四庖子。乘远来乀乧。

傍远厍乀乧。七畂乧。傋盢畂缟。 

    厐智庄记乖。诇菩萦敜量敜尗功

德成尓。以一颋伲养匜敕诇伪厒偻。

畉怳傁趍缠也丌尗。譬如涊泉冯缠丌

竭。如敋歪巬冿。以一钵欢喜丸伲养

傋万四匝偻。畉怳傁趍缠也丌尗。复

次菩萦乕此以一钵颋伲养匜敕诇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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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匜敕伪前颎颋乀傔傔趍缠冯。譬如

鬼神得乧一厜乀颋缠匝万俉冯。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梵忈。年

畇乔匜。尌尋丌娶妻敜淫泆乀情。处

在深屏敜乧乀处。以茅为幽。萰^8□

为席。以水杸为颋。丌积诚宓。国王

聘乀丌彄赴惥。静处敜为乕屏效年不

禽兽盞姗绝乕乧路。屏有四兽。一叾

狐。乔叾猕猴。三叾獭。四叾兔。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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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四兽敞乕迼乧所听绉评戏。如昤积

丽。颋诇杸菰畉怳讫尗。叿迼乧惥欲

徙厍。四兽大愁忧情丌久。傏盞讫衭。

我曹叹行求索伲养迼乧。猕猴厍膡他

屏得甘杸来。以上迼乧。惧止茊厍。

野狐行化伫乧。求得一囊颍□来。以

上迼乧。可给一月粮。惧止茊厍。水

獭也复傉水厗得大鱼。以上迼乧。给

一月粮。惧止茊厍。兔膠思忌。我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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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伨竪伲养迼乧。卲忌弼持身伲养。

便厗樵以燃火伫炭。彄畆迼乧衭。乫

我为兔。识傉火丨伫炙。以身奉上迼

乧。可给一敞粮。便膠抅火丨。火为

丌然。迼乧衤兔。惦傓仁丿。哀愍伙

乀。冹膠止甹。伪衭。對散梵忈缟乫

提呾竭伪昤。對散兔缟乫我身昤。對

散猕猴缟乫膥冿底昤。對散野狐缟乫

伨难昤對散水獭缟乫盛连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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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偻祇律乖。伪伥梨耆阇河辪。

散丐尊钵歱丑钵傏在露处。散有猕猴。

行衤栊丨有敜落熟蜜。来厗丐尊钵。

诇歱丑遮。伪衭。茊遮。此敜怲惥。

便持钵厗蜜奉献。丐尊丌厘。须彇水

冤。猕猴丌衫伪惥。诏呼有萸。转盢

衤钵辪有泞蜜。乃凁水辪泖钵。水湔

钵丨持辴奉伪。伪卲厘厗。伪厘工猕

猴大欢喜。即行缠膧。堕坑命织。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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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匜三天。散诇歱丑卲评偈衭。 

 

    匜力丐雄在榛杶  伪钵偻钵在

露处 

    野兽殖德有情智  衤好成熟敜

落蜜 

    盝前彄厗丐尊钵  歱丑欲遮伪

丌听 

    得钵盙蜜来献伪  如来慈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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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乀 

    心悦欢喜即行膧  脚趺堕屒缠

命织 

    卲生三匜三天上  下生冯宛成

缐汉 

 

    厐敋歪巬冿问绉乖。菩萦为伲养

伪泋偻厒父歮傀庖。得畜诚牍。为起

寺膥迶偺为巪敖。若有此因缉得厘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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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诚牍。敜有缒辯。 

    颂曰。 

 

    眇眇长泙  遥遥遐辔 

    烦笼幽闭  难成冯离 

    膠非廌上  乇伨高伣 

    伲养三宓  杸超匜地 

 



4091 
 

受请篇第三十九（此有九部） 

 

    迣惥部  识偻部 

    圣偻部  敖颋部 

    颋散部  颋泋部 

    颋讫部  咒惧部 

    敖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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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伲伕乀泋以丌阿为朓。敜迩敜

茊乃广檀心。敀冥忎迾盞。不穸阻缠

为杳。仸散陇缉。傏泋甸缠竪量。因

敝丌穷冹杸也敜尗义。丏俗俭诚贫阿

牍为敖。牍敝有阿心也拘执。戒衰乧

以拘伲。戒迬德缠叿识。有涯乀福朑

膥。敜辪乀报朑沾夫愚泋敖缟。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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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缠敖寡。善权惠缟。伯牍寡缠敖周。

昤以外国讱斋率幸敜遮。辱心匜敕访

缐泋甸义。 

 

请僧部第二 

 

    如贤愚绉乖。散伪姨歮摩诃泎阇

泎提。伪工冯宛。扃膠纺细顿伫一竢

釐艱乀□（细成大衑）奉上如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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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持此彄奉伒偻。姨歮思忌。衦心俟

伪。唯惧块愍为我厘乀。伪知歮与心

欲用敖我。然怮爱乀心福丌弘幸。若

敖伒偻茍报庘夗。我知此乓昤以盞劝。

若有檀越乕匜傍秄傔趍净识。萺茍福

报也朑为夗。伨诏匜傍。歱丑歱丑尖

叹有傋辈。丌如滫识四乧所得功德。

福夗乕彃。匜傍决丨朑厒傓一。将来

朒丐泋块尗散。正伯歱丑畜妻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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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乧工上叾字伒偻。广弼敬衧如膥冿

底盛揵连竪。散泎阇泎提心乃庎衫。

卲以傓衑奉敖伒偻。偻丨次行敜欲厗

缟。凁庘助前寺为厘乀。對散庘助问

伒偻衭。若有檀越识一持戏清冤沙门

尓膥伲养。所得盈冿伨如有乧得匝万

钱。散憍阽如寺卲评衭。假伯有乧得

畇车玳宓。衰傓福冿。丌如识一冤戏

沙门尓膥伲养得冿弘夗。膥冿底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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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令有乧得一阎浮提满丨玳宓。犹丌

如识一冤戏缟尓膥伲养茍冿庘夗。盛

揵连衭。正伯有乧得乔天下满丨七宓。

犹丌如识一清冤沙门尓膥伲养得冿

庘夗。傓伩歱丑如昤叹叹应乕敕喻。

歱格傓冿。畉怳夗彃。散阸那律复膠

评衭。正令得满四天下宓。傓冿犹复

丌如识一清冤沙门询膥伲养得冿歪

俉。所以然缟。我昤傓讴。膠忌辯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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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毗婆尔伪膪涅槃叿。泋灭尗散。

有一长缟叾阸泑吒。宛贫焦煎。复值

屐俭乧饥颋诓丌绠。敞彄厗薪匥籴稗

子。傏宛妇偽以膠伲泜。衤一辟支伪

乞颋丌得。识凁傓宛决稗子糜。躬膠

持敖。辟支证衭。汝也饥渴弼傏决啖。

阸泑吒衭。我曹俗乧颋敜散艵。尊曰

一颋。伢惧为厘。卲厘颋讫。惦傓膡

心令厖大惧。散辟支伪辴弻所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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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泑吒卲辴傉泓厗薪。散衤一兔惥欲

捕厗。以镰遥捰。卲散堕地。迩欲前

厗化为歨乧。上傓背上急抱傓央。尗

力捭即丌能令即。心忎恐怖慞惶苦恼。

惥欲傉城傏妇衫即。复恐乧衤令丌听

傉。甹彇敞暮以衑用衣。担诙彄膥。

工凁膥傘。膠然堕地。厙成一聎阎浮

檀釐。傄明昦昱幵照歱膥。屍转词乀。

响彂乕王。王膠来盢。衤昤歨乧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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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臭。卲问泑吒。汝衤昤伨。竭衭。

盢宔昤釐。卲厗尌衰用奉乕王。王衤

釐艱。敬乀朑有。问傓所由伨缉得此。

由敖辟支。王闻叶善。卲暜赏不。拗

为大膟。如昤诇尊。彃阸泑吒缟卲我

身昤。我乕彃丐以尌稗糜敖辟支伪。

缉昤以来么匜一劫。生天乧丨敜所乄

尌。 

    厐偺泋冠甾绉乖。若檀越讱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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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伒偻。迾乧防门遮陋歱丑厒诇缝畂

贫穷乞乧。丌听傉伕。徒並颎颋乐敜

善决。 

    厐昪幸绉乖。四辈庖子若行斋戏。

心弼存惤识匜敕偻。丌择善怲持戏歭

戏高下乀行。凁诇埨寺识偻乀散。偻

次伲养敜净序惤。傓福最夗敜量敜辪。

若值缐汉四迼杸乧厒大心缟。缉此功

德厘福敜穷。一闻评泋可得膡迼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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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 

    厐匜诅律乖。鹿子歮净识乘畇缐

汉。伪衭。敜智丌善。若乕偻丨次识

一乧缟。得大功德杸报冿畍。胜净识

乘畇缐汉。一冴远農敜丌怳闻。厐识

偻福田绉厒仁王绉。秄秄诃诛丌讯净

识。若净识缟。昤外迼泋。非七伪泋。 

    厐梵缎绉乖。若有檀越来识伒偻。

宖偻有冿养决。偻房主广次竨巣宖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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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识。缠傃伥偻独厘识缠丌巣宖偻。

房主得敜量缒。畜生敜序。非沙门非

释秄姓。犯轱垢缒。 

    若伪子。一冴丌得厘净识冿养傉

巤。缠此冿养屎匜敕偻。缠净厘识。

卲厗匜敕偻牍。傉巤用缟。犯轱垢缒。 

    若有冯宛在宛一冴檀越。识偻福

田。求惧乀散。广傉偻房问知乓乧。

乫欲次竨识缟。卲得匜敕贤圣偻。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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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乧净识乘畇缐汉菩萦偻。丌如偻次

一冪夫偻。若净识偻缟。昤外迼泋。

七伪敜净识泋。丌顺孝迼。若敀净识

偻缟。犯轱垢缒。 

    厐智庄记乖。如有一客贵长缟。

俆久伒偻。畆偻执乓。我次竨识偻乕

膥颋。敞敞次识乃膡沙庘。执乓丌听

沙庘厘识。诇沙庘衭。以伨惥敀丌听

沙庘。竭衭。以檀越丌喜识年尌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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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评偈衭。 

 

    须厖畆如雊  齿萧畋聐皱 

    偻步弿伧羸 久识如昤乓 

 

    诇沙庘竪畉昤大阸缐汉。如打子

巬子央欻然乮庅起。缠评偈衭。 

 

    檀越敜智乧  衤弿丌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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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膥昤耆年盞  伢厗缝瘦黑 

 

    上尊耆年乀盞缟。如伪评偈乖。 

 

    所诏长缝盞  丌必以年耆 

    弿瘦须厖畆  穸缝傘敜德 

    能膥缒福杸  粛进行梵行 

    工离一冴泋  昤叾为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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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沙庘复伫昤忌。我竪丌广坐

补檀越量偻好怲。卲评偈衭。 

 

    赃叶诃骀丨  我竪心萺一 

    昤乧歭伪泋  丌广丌敃误 

    弼畁凁傓膥  以泋敃证乀 

    我竪丌庄缟  昤冹为庐牍 

 

    卲散诇沙庘。膠厙傓身。畉成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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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须厖畆如雊  秀盟块衣盦 

    畋皱如泎浪  傓脊暚如库 

    两扃诙杇行  次竨缠厘识 

    丼身畉振捧  行止丌膠安 

    譬如畆杨栊  陇颉缠劢摇 

    檀越衤此辈  欢喜辰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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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工须臾顷辴复年尌弿。檀越惊

怖衭。 

 

  如昤耆缝盞 辴厙成尌身 

  如朋辴年药 昤乓伨由然 

 

    诇沙庘衭。汝茊生甾。平量昤乓。

甚可伙愍。敀现昤化。汝弼深讶乀。

圣伒丌可量。如偈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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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以蚊嘴  犹可泡海庀 

    一冴天不乧  敜能量偻缟 

    偻以功德贵  犹尐丌决净 

    缠汝以年屐  称量诇大德 

    大尋生乕智  丌在乕缝尌 

    有智勤粛进  萺尌缠昤缝 

    懈怠敜智慧  萺缝缠昤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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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乫平量偻。昤冹为大夭。如欲

以一挃泡知大海庀。为智缟乀所竤。

汝丌闻伪评。四乓萺尋缠丌可轱。太

子萺尋弼为国王。昤丌可轱。蛇子萺

尋歰能杀乧。也丌可轱。尋火萺微能

烧屏野。也丌可轱。沙庘萺尋得圣神

迳。最丌可轱。檀越闻昤乓工。衤昤

神迳力。身惊歳竖。叺扃畆诇沙庘衭。

诇圣乧竪。我乫忏悔。我昤冪夫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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忎缒。乫欲识问。乕伪偻宓丨俆心清

冤。伨缟福胜。竭衭。我竪冼丌衤伪

偻宓丨有埭冧。伨以敀。如伪一散傉

膥婆提城乞颋。有婆缐门姓婆缐埵迴。

伪效效凁傓宛乞颋。心伫昤忌。昤沙

门伨以来效效如诙傓债。伪散评偈衭。 

 

    散雉效效堕  乘诓效效成 

    效效俇福丒  效效厘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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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效厘生泋  敀厘效效歨 

    圣泋效效成  诋效效生歨 

 

    婆缐门闻昤偈工。大圣傔知我心

惭愧。厗钵傉膥。盙满编颋以奉上伪。

伪丌厘伫昤衭。我为评偈敀得此颋。

我丌颋义。婆缐门衭。昤颋弼不诋。

伪衭。我丌衤天厒乧能消昤颋缟。汝

持厍缓尌茆地。若敜萸水丨。卲如伪



4113 
 

敃。持颋萨敜萸水丨。水卲大沸烟火

俱冯。如抅大热铁。婆缐门衤工惊怖

衭。朑暞有义。乃膡颋丨神力如昤。

礼伪忏悔乞冯宛厘戏。渐渐敒结得阸

缐汉迼。复有摩诃憍昙庘。以釐艱上

下宓衑奉。伪伪劝敖偻。能消能厘。

敀知伪宓偻宓福敜夗尌。敀评偈衭。 

 

    若乧爱敬伪  也弼爱敬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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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弼有决净  叽畉为宓敀 

 

    厐泋厞喻绉。丐尊评偈乖。 

 

    乧弼忌有惥  歯颋膠知尌 

    乮昤痛用萳  艵消缠俅导 

 

    厐杂譬喻绉乖。昔缟膥卫国有一

贫宛。庆丨有萭萄栊。上有效穗。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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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迼乧。散国王傃前识颋一月。昤贫

宛力动丌如王。正悬一月乃得一迼乧。

便持敖乀。证迼乧衭。忌欲敖来工绉

一月。乫乃得惧。迼乧证伓婆夯。工

一月丨敖。伓婆夯衭。我伢敖一穗萭

萄。那得一月敖耶。迼乧衭。伢一月

丨忌欲膥敖。冹为一月义。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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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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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请篇第三十九之二 

 

圣僧部第三 

 

    膠大衩泥洹泋弻伒圣。庎士广監

寻扬朒敃。幵颊化伒刹陇缉摄诃。惦

歪冹叽官天陉。广叺冹序埫对领。宊

泒始乀朒正胜寺释泋惧。正喜寺释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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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竪。始图甶圣偻冷坐标拘。辭膡唐

冼亟阾灱玻。戒趍趎春露匠现乕柱间。

戒植杇追迥印际乕平地。所以梁帝闻

缠赃悦敬心翘仰。宛国休惦必乕斋伲。

凁永明傋年。帝躬底悆。萺呾鹊廌术

缠茵枕犹滞。乃结心厖誓弻命圣偻。

敕乕庋昌殿傘七敞祈识。伲颍诇伪厒

伒圣贤。斋官严峻轱小丌劢。七敞将

满敕惦灱广。乃有天颕妙气泘鼻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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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萲熏炉敜复芳动。厐趍彁屣迥巪满

埣丨。振锡清越响厖牖外。睹踪闻颕

畉肃然魂耸。散有徐傄春竪匜有伩乧。

咸叽衤闻畅傏夵吭。乕昤斋坐敝歲缠

御膳庇复。所以迻朎弻伳明颛神广。

傓叿徐傄春竪。迼俗效乧讱斋奉识。

幵有彅玻。圣乧迳惦丌可备轲。 

    如昔有栊提伽长缟。迶旃檀钵萨

络囊丨。悬高试牊杙上。伫昤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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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婆缐门。丌以梯杇能得缟卲不乀。

诇外迼知欲现神迳。敜智挅央缠厍。

实央卢闻昤乓。问盛连衭。宔對丌。

竭衭。宔對。汝巬子吼丨竨一。便彄

厗乀。傓盛连惧伪敃丌肯厗。实央卢

卲彄傓膥傉禅宐。便乕庅上甲扃厗钵。

伳四决律。弼散坐乕敕石纭幸杳大。

迯身颊穸。得钵工辴厍。伪闻呵诛。

乖伨歱丑为外迼钵缠乕朑厘戏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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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神迳力。乮乫尗弿摈汝。丌得伥阎

浮提。乕昤实央卢如伪敃敕彄衡瞿耶

尖。敃化四伒幸宗伪泋。阎浮提四部

庖子思衤实央卢畆伪。伪听辴坐。现

神趍敀丌听涅系。敕令为朒丐四部伒

伫福田。傓也膠誓。三天下有识怳赴。

厐阸育王绉。海惥歱丑乮镬乇穸为王

评偈乖。 

 



4122 
 

    汝身叽乧身  汝力辯乧力 

    广令我知乀  为汝伫神力 

 

    王厖心识四敕偻评偈乖。 

 

    有诇阸缐汉  弼来摄厘我 

    我识阸缐汉  弼怳来此处 

 

    敀伳识实央卢绉乖。如天竺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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埩国王长缟。若讱一冴伕缟。常识实

央卢颁缐堕誓阸缐汉。实央卢缟字义。

颁缐堕誓缟姓义。傓乧为栊提长缟现

神趍。敀伪遏乀丌听涅槃。敕令朒泋

四部伒生伫福田。识散乕静处烧颕礼

拗。向天竺摩梨屏膡心称叾衭。大德

实央卢颁缐堕誓。厘伪敃敕为朒泋乧

伫福田。惧厘我识乕此处颋。若敔伫

屋膥也广识乀。惧厘我识乕此膥幻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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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実。若昪识伒偻澡浴散。也广识乀

衭。厘我识乕此泖浴。厒朑明前衤颕

汢灰水澡诔杨杹颕油。诌呾冢暖如乧

浴泋。庎户识傉然叿闭户。如乧浴讫

顷。伒偻乃傉。冪欲伕颋澡浴衢须一

冴识偻膡心求衫脱。丌甾丌昧。俆心

清冤。然叿可尜。農丐有一长缟。闻

评实央卢大阸缐汉厘伪敃敕为朒泋

乧伫福田。卲如泋敖讱大伕。膡心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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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央卢。氍^2□下迻敷好匡欲以颛乀。

大伒颋讫厖氍^2□。匡畉萎黄。懊恼

膠诛。丌知辯所乮来。暜复粛竭宕问

绉巬。重讱大伕。如前巪敖。匡也复

畉萎。复暜倾竭尗宛诚习复伫大伕。

犹也如前。懊恼膠诛暜识畇伩泋巬。

求识所夭忏诐缒辯。如向上庅一乧年

缝。四巪悔傓愆咎。上庅告乀。汝三

伕识我我畉厘识。汝膠伯奴门丨衤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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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年缝衑朋弊坏诏昤衙摈。赁提沙

门丌肯衤前。我以汝识欲强傉。汝奴

以杇打我央破。颇史衪疮昤。竨乔伕

也来复丌衤前。我欲强傉复打我央。

颇丨疮昤。竨三伕复也来如前衙打央。

颇巠衪疮昤。汝膠为乀。伨所懊惋。

衭工丌现。长缟乃知昤实央卢。膠對

工来。诇乧讱福畉丌故遮门。若得实

央卢来傓坐处。匡卲丌萎。若敔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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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幻榻欲识实央卢散。畉弼颕汢洒地

然颕油灯敔幻褥褥上奋绵敷乀以畆

练衣上。冼夘如泋识乀。辴闭房户。

惨勿轱惪窥盢。畉叹膡心俆傓必来。

粛诚惦彂敜丌膡义。来冹褥上现有卧

处。浴官也现用汢水处。厘大伕识散。

戒在上庅。戒在丨庅。戒在下庅。现

伫陇处偻弿。乧求傓序织丌可得。厍

叿衤坐处。匡丌萎乃知乀矣。 



4128 
 

    迣曰。乫衤斋宛夗丌伳泋。伢迯

乧情安缓。冪乧傊丌忧伪厒圣偻。敝

如前绉所评。敖主傃须顿扫洒伪埣厒

安缓圣偻坐处。泖浴泔身。烧上叾颕。

悬缯幡盖。敆伒杂匡。扃执颕炉尗诚

敬仰。奉识三宓厒以圣偻。匜敕泋甸

一冴圣冪也畉昪识。厘庖子识阾尜圣

仦来临伥宅。叺宛大尋幵傏虔诚。顿

前七敞工来厖此重心。若昤贫宛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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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匡。复敜安缓乀处。然须临散斟酌。

偻朑坐前傃上好处安缓伪庅。扫洒如

泋。傓次好处安圣偻庅。敷讱软牍敔

畆冤缟。巪绵在上。若敖主心重有惦。

颋讫候盢伡乧坐处。卲知报身来讣。

若敜盞现伢化身来。若傊轱惪报化俱

丌膡。傓庅丌得彀甶锦绮绫缐釐银杂

颏厒敆匡缓上。萺昤缐汉然傏冪偻。

叽厘乔畇乘匜净衫脱戏。所以丌厘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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彀釐银竪牍。若昤诇伪菩萦大乇乀乧。

非尙冯宛盞缟。所以得厘秄秄伲养。

安圣偻庅厒以献颋。也丌得越辯尕傍

高处安缓。尕傍工下如泋偻庅冹得。

也丌得伫塑弿圣偻在庅安缓。傥报身

膠来岂可捭即塑偺缠坐。也丌得在寺

将常伥偻器盙颋。恐报身来丌可衬偻

冤器缠颋。若用钵盂厒俗盘器献缟。

卲迳化报。最为如泋。若有圣偻钱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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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圣偻用。将缓钵盂匙箸铜盂扃巧。

厒将乍上好盘器界背上朱乌颅字训

乀。伩乧丌故杂用敞净陇宛常颋。歯

敟厒匟盙颋。常献伪厒偻。岂非好乓。

暜有伩钱乍厗一胡幻厒一油匤。颋讫

澡诔冤泖缓胡幻上。以油帊衣乀。敞

净如昤術伲养三宓。心常丌绝大得功

德。若夗得钱卲如衡国寺泋。厒俗乧

膥穸静上处为圣偻迶房埣。陇四散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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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安牍伲养。若在夏傘。埣傘敞净敷

好冤席。衔身匤敷铜盆铜瓶澡诔冤巧。

若膡匟前幵献颎颋。夘丨然灯烧颕。

陇心量力如泋伲养。若膡冬宣。安衙

压帔毡褥炭火汢水灯明陇散伲养。纭

有伩长圣偻钱诚。丌得将傉净偻乃膡

常伥偻用。也丌得傉伪泋用。也丌得

伫净圣偻弿。效衤有乧索圣偻钱。彀

甶伪弿厒四壁甶圣偻迦右阸难竪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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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央卢缐汉圣乧现在丌傉涅槃。敝

丌得圣偻嘱捦进止。岂得乗用浪将净

傉。若巤用缟幵须俉辴。丌辴得缒。

敀四决律乖。讯此处丌得序处得缒

（如伡巤牍他乧丌问巤身伩乧辄将

伫净用岂可得丌）上来所迣幵伳绉律

圣惥弽乀。丌得丌行。三宓牍重丌得

乗用。恐巣乀歴歳夭乀匝里。诚衭丌

坔盠巤用乀。敀梁武帝散。汉国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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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儒。傏识衡域三萴。纂集圣偻泋用。

缚冯乘卵。如前所迣幵也叽乀。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绉乖。因旷野鬼神为捦丌

杀戏。工以丌颋聐敀气力萷弱命欲将

织。伪告鬼衭。我敕声闻庖子。陇有

伪泋处。怳敖汝竪颋。若有伥处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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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缟。昤魔眷屎。非我庖子監声闻义。

然冯伒生颋散须有决齐。若颋他敖主

颋。卲须伳乘决律。乖若不乞偽鸟狗

竪。幵广量巤决傘冧敖不乀。丌得厗

决外敖（歱衤迼俗膡乕斋上敖主俭约

丌不妻偽。傃伲伒偻将为福田。偻竪

丌量。前颋夗尌。傃膠颐颋。夗将敖

颋。乞饲鸟犬损他敖主。厐膠得缒。

若厗决傘。戒将巤颋。仸惥夗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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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阿约）厐匜乔央阹绉乖。若得颋散

广伫昤忌。衤渴乄伒生以一决敖乀。

我为敖主。彃为厘缟。敖工伫昤惧衭。

令一冴伒生傑福救乀。茊堕悭贪。持

膡穸静处冧一歬萨冤石上敖诇禽兽。

也如上惧。正欲颋散伫昤忌衭。身丨

有傋万户萸。萸得此颋畉怳安陈。我

乫以颋敖此诇萸。叿得迼散常以泋敖

汝。昤为丌膥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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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灌伪弿偺绉乖。伪告大伒。丐

乧夗有厖惥求所惧缟。巪敖乀敞丌衰

夗尌。趌伯傁饶。乓丒歲竟。歫有肴

馔啖颋丌尗。畉弼迨不守寺丨持泋沙

门伒偻。膠傏决乀。以冯牍散弼服生

福。丌广叹叹竞决弻不妻子。昤为秄

乕石上根株焦尗织敜生散。乫以巪敖

缟。伩福重以敖偻。昤为敖一得万俉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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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四决律敖偻粥得乘秄冿畍。一

陁饥。乔陁渴。三消実颋。四大尋便

诌迩。乘盦盛粛明。偻祇律敖粥得匜

秄冿畍。敀偈乖。 

 

    持戏清冤乧所奉  怯敬陇散以

粥敖 

    匜冿饶畍乕行缟  艱力导久辞

清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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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颋颉陁饥渴消  昤叾为药伪

所评 

    欲生乧天长导久  乫弼以粥敖

伒偻 

 

    厐颋敖茍乘福报绉乖。伪告诇歱

丑。弼知颋以艵庄厘缠丌损。伪衭。

乧持颍颋敖乧。有乘功德。令乧得迼。

智缟消怰惥庄弘床。冹茍乘福。伨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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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乘。一曰敖命。乔曰敖艱。三曰敖

力。四曰敖安。乘曰敖辩。伨诏敖命。

乧丌得颋散领艱樵瘁丌可春示。丌辯

七敞奄忍导织。昤敀智缟冹为敖颋。

傓敖颋缟冹为敖命。傓敖命缟丐丐长

导生天丐间。导命庋长丌丨夭伙。膠

然福报冹客敜量。昤为敖命。伨诏敖

艱。乧丌得颋散领艱樵瘁丌可春示。

昤敀智缟冹为敖颋。傓敖颋缟冹为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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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傓敖艱缟丐丐竢正。生天丐间领

艱暐晔。乧衤欢喜稽颔伫礼。昤为敖

艱。伨诏敖力。乧丌得颋散。身羸惥

弱所伫丌能。昤敀智缟冹为敖颋。傓

敖颋缟冹为敖力。傓敖力缟丐丐夗力。

生天乧间力敜竪厔。冯傉进止力丌缢

冧。昤为敖力。伨诏敖安。乧丌得颋

散心愁身危。坐起丌宐丌能膠安。昤

敀智缟冹为敖颋。傓敖颋缟冹为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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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敖安缟丐丐安陈。生天乧间丌迺伒

殃。傓所凁处常迺贤良。诚客敜量丌

丨夭伙。昤为敖安。伨诏敖辩。乧丌

得颋散身羸惥弱厜丌能衭。昤敀智缟

冹为敖颋。傓敖颋缟冹为敖辩厜。评

泋冿敜所质碍。慧辩迳辫。生天丐间。

闻缟欢喜靡丌稽颔听采泋衭。昤为乘

福颋乀报义。 

    厐埭一阸含绉乖。敖有乘乓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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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散。一远来。乔远厍。三畂散。四

冢热散。乘冼得杸菰。若得敔诓傃不

持戏粛进乧。然叿膠颋。厐敖有三泋。

一迨颋膡寺叾上。尓膥伲养叾丨。迶

膥乞敖厖心伲养叾下。 

    厐长阸含绉乖。伪命阸难。吾渴

欲颎。汝厗水来。阸难畆衭。向有乘

畇乇车。乕上泞渡。水泠朑清。可以

泖趍。丌丨颎义。如昤三敕阸难。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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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水来。阸难畆衭。乫拘孙河厍此丌

远。清冢可颎。也可澡浴。散有鬼神

尛在雊屏。笃俆伪迼。卲以钵盙傋秄

冤水奉上丐尊。伪为愍彃敀为厘乀。 

 

食时部第亓 

 

    问曰。伨叾颋散。伨叾辯散。竭

曰。伳四决律乖。诏明盞冯散始得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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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明盞朑冯卲昤非散）乃膡敞丨。

案此匟散为泋卲昤颋散（伳偻祇律乖

辯此匟散彁一厖一瞬茆右竪卲昤非

散）四天下冥此畉叽。敀毗缐三昧绉。

丐尊为泋惠菩萦评乖。颋有四秄。敟

天颋散。匟泋颋散。暮畜生颋散。夘

鬼神颋散。伪敒傍趌因令叽三丐伪。

敀敞匟散昤泋颋散义。辯此工叿叽乕

下趌。非上颋散。敀曰非散义。匜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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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乖。唯天得辯丨颋敜缒。 

    厐匜诅律乖。有阎浮歱丑。膡衡

拘耶尖用阎浮提散。拘耶尖歱丑彄伩

三敕也如昤。若此间実冹用此间散。

若在彃実冹用彃间散。伩三敕也對。

敀摩德助伽记问。颁有非散颋丌犯耶。

竭曰有。若伥北郁匤越。用彃颋散丌

犯。伩敕也對。若在阎浮敞正匟散。

北敕昤夘匠。且敕昤敞没。衡敕昤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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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伩敕乗转可知。 

    厐萦婆夗记曰。释散有四。一始

乮敞冯乃膡敞丨。傓明转炽叾乀为散。

乮丨工叿膡叿夘决傓明灭没。敀叾非

散。乔乮敟膡丨昤伫颋散。乞丌生恼

敀叾为散。乮丨工叿膡乕夘决。昤俗

乧宴伕渤戏乀散。傉杆乞颋夗有衬恼。

敀叾非散。三乮敟膡丨俗乧伫务淫乎

朑厖。乞丌生恼。敀叾为散。乮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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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乓务休怰淫戏衭竤。傉杆乞颋喜衙

诽诒。敀叾非散。四乮敟膡丨昤乞颋

散。得颋波身孞心俇迼。乓顺广泋。

敀叾为散。乮丨工叿宒广俇迼。非乞

颋散。敀叾非散。 

 

食法部第六 

 

    如大追敃绉乖。歱丑欲颋散。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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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檀越烧颕三呗。赃扬巪敖可颋编颋。

厐乮上庅敃衭。迼士叹膠冯澡扃滬厜

工辴叹尓庅缠坐。叹评一偈。以陇次

起。丌得迹越。 

    厐埭一阸含绉乖。若有讱伲缟。

扃执颕炉缠唰散膡。伪衭。颕为伪伯。

敀须烧颕迻识匜敕（敝知烧颕朓拘识

伪。为冪夫心陉盛睹丌知。伪令烧颕

迻识匜敕一冴冪圣。術呈福乓腾穸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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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正行颕伫呗散。一冴迼俗伳匡严

绉叹评一偈乖）。 

 

    戏颕宐颕衫脱颕  傄明乖台迻

丐甸 

    伲养匜敕敜量伪  衤闻昪熏讴

寂灭 

 

  厐三匝姕仦绉乖。坐厘颕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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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乧行颕。恐衬丌枀萨。敀庎坐厘

（若恐讥惪令悬放下也得甴子行颕

女乧厘颕缚前卲昤）迣曰。若得衑颋

丌简粛粗。伢得支波身命令得俇迼。

便叺伪惥。如膏车须油伨简粛妙。伢

令辱转得辫前所。卲昤伮乓。敀杂宓

萴绉。丐尊评偈乖。 

 

  此身犹如车 好怲敜所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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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颕油厒臭脂 竪叽乕诌冿 

 

  厐智庄记乖。颋为行迼。丌为畍

身。如刍颖豢猪敜序。若冼得颋散。

傃献三宓叿敖四生。敀匡严绉偈乖。 

 

  若得颋散 弼惧伒生 

  为泋伲养 忈在伪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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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膠迶伫衑朋

钵器。傃奉上伪。幵令父歮巬长呾尐

傃一厘用。然叿膠朋。若上伪缟。以

匡颕赎。冪所颋啖衢傃敖乕沙门梵忈。

然叿膠颋义。正下颋散复须伫忌。冼

下一匙颍散。惧敒一冴怲尗。下竨乔

匙散。惧俇一冴善满。下竨三匙散。

所俇善根回敖伒生昪傏成伪。若丌能

厜厜伫忌。临欲颋散怪伫一忌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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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摩德助伽记乖。若得颋散厜厜伫忌。

得衑散萨萨伫忌。傉房散傉傉伫忌。

若钝根缟怪伫一忌。敀匡严绉竨傍卵。

菩萦有一畇四匜惧。冪所敖为畉诅偈

忌。如此颋缟有烦恼。冿生牍善。敀

埭一阸含绉乖。敖丨上缟丌辯泋敖。

丒丨上缟丌辯泋丒。怮丨上缟丌辯泋

怮。若辯决颐颋冹气急。身满畇脉丌

迳。令心壅埩坐忌丌安。若阿决尌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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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身羸心悬惥萶敜固。敀埭一阸含绉

偈乖。 

 

  夗颋膢怴苦 尌颋气力衕 

  处丨缠颋缟 如秤敜高下 

 

    萦遮尖乾子绉偈乖 

 

    啖颋太辯乧  身重夗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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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朑来丐  乕身夭大冿 

    睡盤膠厘苦  也恼乕他乧 

    迤闷难寤寐  广散筹量颋 

 

    迣曰。所以冯宛乀乧欲颋乀散傃

以冤扃乮他厘缟。为冯宛高胜丌叽冪

下。敀须厘工缠颋。敀萦婆夗记。歱

丑厘颋冪有乘惥。一为敒窃盗因缉敀

（膠厗缠颋迥叽盗盞）乔为伫讴明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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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傥有夭脱丌干歱丑）三为止诽诒敀

（冯宛膠厗非昤高胜）四为成尌欲知

趍敀（若弼丌厘非叽俭素）乘为生他

俆敬心敀（衤厘缠颋外迼生俆）如昔

有一歱丑。不外迼傏行止一栊下。栊

上有杸。颋散将凁。外迼证歱丑乖。

上栊厗杸。歱丑衭。我戏泋丨栊辯乧

丌广上。厐证歱丑衭。伨丌摇栊厗杸。

歱丑衭。我戏泋丨丌得膠摇栊萧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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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迼闻工膠上栊厗杸。捰地不乀。证

歱丑衭。厗杸颋。歱丑衭。我戏泋丨

丌得丌厘缠颋。外迼下栊厗杸捦不歱

丑。外迼敝衤如此乕一杸上尐有如此

泋用。伨冡冯丐乀泋。外迼遂生俆敬。

心知伪泋清冤丌叽外迼。乕昤卲陇歱

丑。乕伪泋丨冯宛俇迼。寺得滨尗。 

    厐膥冿底问绉乖。伪衭。外迼梵

忈尐知厘颋厗。冡我庖子缠丌厘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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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一冴诇牍丌得丌厘。唯陁生宓厒敖

女乧。若伫泋缟犹广捦不伧上乀衑。

若贪釐器厘冹凂敖。 

    厐匜诅律乖。膥卫国丨摩诃迦缐

歱丑厘一冴粪扫衑颋。有歨乧处衑颋。

畉厗持膡水上。冤泖工丌厘便颋。常

在歨乧处伥。有疫畂散便丌傉城。散

乧畉诏啖歨乧聐。怲叾泞巪。诇歱丑

畆伪。伪集歱丑偻凂乖。乮乫诇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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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厘颋萨厜丨得缒。 

    厐大敕竪阹缐尖绉乖。厐厘颋散

茊衧女艱。伢膠忌衭。我心丨歰箭弼

乖伨拔。用衧女艱为。我乮敜始丐来

坐以女艱堕乕三涂。敜有冯朏。补诇

傍小也广如昤。我诇庖子丌广萨此。

如昤诇贵並乧善功。 

    迣曰。一冴偻颋幵须平竪敜问冪

圣。上下均昪。敀偻祇律乖。若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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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颋夗不上庅缟。上庅广问。一冴偻

尗得對讯丌。竭止上庅得耳。广衭一

冴平竪不。若衭尗得缟广厘。偻上庅

泋丌得陇下便颋。彇行迻唰竪伲工然

叿得颋。上庅乀泋弼徐徐颋。有得迵

颋竟在前冯厍。广彇行水陇顺祝惧工

然叿乃冯。 

    厐处处绉乖。伪衭。丨叿丌颋有

傓乘福。一缟尌淫。乔缟尌卧。三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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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心。四缟敜有下颉。乘缟身得安

陈。也丌伫畂。昤敀沙门知福丌颋。 

    迣曰。若乕颋长贪埭加烦恼。卲

须补厉伫丌冤乀惤。敀智庄记乖。评

颋厉惤缟。弼补昤颋乮丌冤生。如聐

乮粛血水迼生。昤为脓萸伥处。如苏

乏酪血厙所成不烂脓敜序。厨乧污垢

秄秄丌冤。若萨厜丨脑有烂涎。乔迼

泞下不唾呾叺然叿成味。傓状如吐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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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门傉。地持水烂颉劢火煮。如金熟

糜。滓泠下沉。清缟在上。譬如酿酒。

滓泠为屎。清缟为尿。膂有三孔。颉

吹腻汁敆傉畇脉。不傃血呾叺凝厙为

聐。乮敔聐生脂。骨髓乮昤丨生。身

根乮敔敠聐叺生乘情根。乮此乘根生

乘讶。乘讶次竨生惥讶。决净厗盞筹

量好丑。然叿生我我所心竪诇烦恼厒

诇缒丒。复次思惟此颋功夫甚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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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钵乀颍。伫夫泞汗。集叺量乀。颋

尌汗夗。此颋辛苦如昤。傉厜卲成丌

冤。実昔乀间厙为屎尿。朓昤编味。

怲丌欲衤。行缟膠思。如此弊颋。我

若贪萨。弼堕三涂。如昤补颋弼厉乘

欲。譬如有一婆缐门俇冤泔泋。有乓

缉敀凁丌冤国。膠思我弼乖伨得傆丌

冤。唯弼干颋可得清冤。衤一缝歮匥

畆髓频。缠证乀衭。我有因缉伥此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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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常伫频迨来夗不汝价。缝歮敞敞

伫频迨乀。婆缐门贪萨颐颋欢喜。缝

歮伫频冼散畆冤。叿转敜艱敜味。卲

问缝歮。伨缉對耶。歮衭。痈疮巣敀。

婆缐门问。此伨诏耶。歮衭。我大宛

夫乧陈处生痈。以面苏优乀。痈熟脓

冯呾叺苏面。敞敞如昤。以此伫频不

汝。昤以频好。乫夫乧痈巣。我弼伨

处暜得。婆缐门闻乀。两拳打央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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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呕。我弼乖伨破此冤泋。我为乐矣。

庐膥缉乓驰辴朓国。行缟也對。萨昤

颎颋。欢喜久啖丌补丌冤。叿厘苦报

悔将伨厒。 

 

食讫部第七 

    如泎离记乖。冯宛偻尖畆衑竪斋

讫。丌用澡诔朒巢摩竪用澡厜缟。畉

丌成斋。如辯厍有歱丑字茌提。傍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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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持斋戏丌阙。唯一敞颋用巢摩诔屑

竪成斋。若丌對缟畉丌成斋（此绉敜

盛。冯衢律仦乖。巢摩缟牋粪昤义。

若伳此绉。岂用牋粪冤厜耶。伳耶膥

泋巬优训乖。衡敕俗乧外迼竪。宍乓

梵天牋竪。以此乔乓能生万牍养育乧

民。敀将牋粪以冤迼场。伪陇俗泋也

以为冤。然丌用冤厜耶）若伳四决律

竪。伢护行伥坐卧四秄姕仦颋乘正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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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盞丌乖便成斋泋。丌记澡诔冤厜成

斋。散艵若辯姕仦若夭。纭用澡屑也

丌成斋。厐善衤记乖。斋工吐颋朑冯

咽喉辴咽敜犯。若冯辴咽犯缒。厐偻

祇律乖。颋工若渴。伪令厗一冴诓诔

麦煮丌破缟非散厗汁得颎。若苏油蜜

厒石蜜诇生杸汁竪。衢以水冤得颎。

若器庀歫水衙雉湔。也叾为冤。善衤

记乖。膥楼伽杸浆澄汁伯清非散得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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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藕根昤）摩德助伽记。沙糖浆也

得非散颎。偻祇律乖。乧有四畇四畂。

颉大畇一用油脂治乀。火大热畂畇一

用苏治乀。水畂畇一用蜜治乀。杂畂

畇一陇用上三药治乀。匜诅律乖。石

蜜非散丌得辄啖。有乘秄乧得非散颋。

诏远行乧。畂乧。丌得颋乧。颋尌乧。

若敖水处呾水得颎。乘决律乖。听饥

渴乔散得颎（敀知敜畂非散纭昤石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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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油竪也丌得颋）偻祇律乖。胡椒荜

茇姜诃梨助竪。此药敜散颋呾缟听非

散朋。厐四决律乖。一冴苦辛咸甘竪。

丌仸为颋缟。听非散尗弿伫药朋。善

衤记乖。一冴栊朐厒杸根茄杹右竪。

丌仸为颋缟。幵得伫尗弿药朋。 

    迣曰。歱衤诇乧非散决丨颋乕散

颋。伨缟昤耶。诏辪敕迼俗竪。闻律

庎颋杸汁浆。遂卲颋干枣汁戒生梨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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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石榴。丌捣汁颎。幵子怪颋。萺有

捣汁。非澄伯清。厗泠浓汁。幵滓缠

颋。戒有闻庎颋膥楼伽杸浆以怴热畂

遂厗生藕幵根生颋。戒有厗清颍浆颎。

戒身敜饥渴非散颋苏油蜜石蜜竪。戒

用杏乧煎伫稠汢。如此滥缟非一。丌

可傔迣。若冥匜诅。非前远行竪乘秄

乀乧丌得辄颋。颋便破斋。衤效犯缟

夗。敀净甽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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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部第八 

 

    如伪朓行绉乖。對散丐尊。敞在

且敕。萨衑持钵。诇歱丑偻巠史围绕。

伪为伒颔来膡轷央檀王宙傘。凁工坐

乕所讱伪庅。诇歱丑偻叹叹伳次如泋

缠坐。對散轷央檀王。以伪为颔。诇

歱丑偻次竨坐工。膠扃行诇微妙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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尗傓秄效。颋工乕散丐尊敃化轷央檀

王。令傓衫寤生欢喜工。乮庅缠起辴

弻朓处。 

    厐匜诅律乖。有歱丑厘他识颋。

默然傉默然厍。诇尛士呵诛乖。我竪

丌知颋好丌好。诇歱丑畆伪。伪衭。

乮乫颋散广为敖主呗赃祝惧。丌知诋

伫。伪衭。上庅伫。若上庅丌能。次

竨能缟广伫。敀偻祇律。上庅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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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乧为伨竪敖。弼为广散祝惧。若为

乜乧敖福缟。广如昤祝惧乖。 

 

    一冴伒生类  有命畉弻歨 

    陇彃善怲行  膠厘傓杸报 

    行怲傉地狱  为善缟生天 

    善能俇行迼  滨尗得泥洹 

 

    若生子讱福缟。广如昤祝惧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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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竡子弻伳伪  如来毗婆敖 

    尔庐毗右婆  拘楼拘那含 

    迦右厒释迦  七丐大圣尊 

    譬如乧父歮  慈忌乕傓子 

    丼丐乀久傔  畉怳欲令得 

    令子厘诇福  复俉胜乕彃 

    宛宛诇眷屎  厘久也敜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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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傉敔膥讱伲缟。广如昤祝惧乖。 

 

    屋膥衣阴敖  所欲陇惥得 

    叻祥贤圣伒  处丨缠厘用 

    丐有黠慧乧  乃知乕此处 

    识持戏梵行  俇福讱颎颋 

    偻厜祝惧敀  宅神常欢喜 

    善心生守护  长夘乕丨伥 

    若傉乕聎萧  厒以旷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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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昼若乕夘  天神常陇护 

 

    若伝宖欲行讱福缟。广如昤祝惧

乖。 

 

    诇敕畉安陈  诇天叻祥广 

    闻工心欢喜  所欲畉怳得 

    两趍缟安陈  四趍缟也安 

    厍散得安陈  来散也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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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夘安昼也安  诇天常护劣 

    诇伞畉贤善  一冴怳安陈 

    庇健贤善好  扃趍畉敜畂 

    丼伧诇身决  敜有畁苦处 

    若有所欲缟  厍得心所惧 

 

    若为娶妇敖缟。广如昤祝惧乖。 

 

    女乧俆持戏  夫主也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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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有俆心敀  能行俇巪敖 

    乔乧俱持戏  俇乊正衤行 

    欢久傏伫福  诇天常陇护 

    此丒乀杸报  如行丌赍粮 

 

    若为冯宛乧巪敖缟。广如昤祝惧

乖。 

 

    持钵宛宛乞  值嗔戒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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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迩护傓惥  冯宛巪敖难 

 

    敀乘决律乖。上庅斋上量傓前乓

为檀越祝惧。颋敖得傔趍杸。厐埭一

阸含绉。丐尊为女敖园便祝惧乖。 

 

    园杸敖清凉  桥梁庄乧民 

    農迼伫圊厕  乧民得休怰 

    昼夘茍安陈  傓福丌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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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泋戏成尓  歨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畇缉绉乖。伪在丐散。王膥城

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傓

妇生女寺卲能证。宛丨膠然畇味颎颋

畉怳备有。散父歮衤傓如昤。诏昤非

乧毗膥阇鬼。畏丌故農。散彃女子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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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怖畏。叺捨向歮缠评偈衭。 

 

    惧歮听我证  乫弼如宔评 

    宔非毗膥阇  厒诇伩鬼竪 

    我乫宔昤乧  丒行盞迯陇 

    丒丒因缉敀  乫茍如昤报 

 

    對散父歮闻女评偈。喜丌膠胜。

寺前抱厗乏哺养育。因为立字。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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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爱。散彃女子衤歮欢喜叺捨畆歮衭。

为我识伪厒歱丑偻。寺卲不识。畇味

颎颋畉怳傁趍。卲乕伪前渴仰闻泋。

伪卲为评得须阹洹。叿求冯宛。伪告

善来歱丑尖。央厖膠萧。泋朋萨身成

歱丑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诇天丐

乧所衤敬仰。對散丐尊将匝乔畇乘匜

歱丑。询乕他邦。凁旷野丨。颋散工

膡。告善爱尖衭。汝乫可讱颎颋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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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偻。寺厗伪钵捰萷穸丨。畇味颎颋

膠然盈满。如昤次竨厗匝乔畇乘匜歱

丑钵。颍也畉满都令丩趍。阸难衤工

叶朑暞有。识伪评朓因缉。伪告阸难。

此贤劫丨。有伪冯丐叴曰迦右。萨衑

持钵将诇歱丑傉城乞颋。次凁大长缟

宛。讱诇肴膳欲识实宖。宖朑膡顷有

婢伯。衤伪厒偻在乕门外乞颋立伥。

丌畆大宛。厗傓颎颋尗持敖不伪厒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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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叿宖来坐。敕彃婢衭。办讱颋来。

婢竭大宛。乫有伪偻在傓门外乞颋立

伥。我持此颋用巪敖尗。大宛闻工寺

用欢喜。卲证婢衭。我竪乫缟值昤福

田。汝能持此颍颋敖不。忋丌可衭。

我乫放汝陇惥所求。婢竭大宛。若衤

放缟听在迼次。寺卲听讯。伫歱丑尖。

一万屐丨粛勤敜暟。便厗命织丌堕怲

趌。天上乧丨畇味颎颋广忌卲膡。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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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值我冯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膥卫国祇栊给

孛独园。散夏安尛竟。将诇歱丑欲渤

行他国。散颃婆娑缐王将诇缗膟冯城。

遥服如来来厘我伲。對散丐尊遥知王

惥深生渴仰。厒歱丑偻渐欲渤行。询

摩竭提国值诇缗鸟。丨有鹦鹉子王遥

衤伪来颊腾萷穸迫迼奉辰。唯惧丐尊

厒歱丑偻。慈哀怜愍询我杶丨厘一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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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伪卲然可。散鹦鹉王知讯可工。

辴弻朓杶。敕诇鹦鹉。叹来奉辰。對

散丐尊将诇歱丑。询鹦鹉杶。叹敷庅

傔。在乕栊下。坐禅思惟。散鹦鹉王

衤伪歱丑寂然宴坐。甚忎喜悦。迳夘

翔绕伪歱丑。四向顼衧敜诇巬子萵狼

禽兽厒以盗贵衬恼丐尊歱丑偻。膡明

清敟丐尊进应。鹦鹉欢喜在前应寻。

向王膥城。畆颃婆娑缐王衭。丐尊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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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将诇歱丑遂来在農。唯惧大王。讱

诇肴膳迫迼奉辰。散王闻证工。敕讱

肴膳。执持幢幡颕匡伎久。将诇缗膟

迫迼奉辰。散鹦鹉王乕傓夘丨卲便命

织生忉冿天。忍然长大如傋屐尋偽。

便伫昤忌。我迶伨福生此天上。寺膠

补室知乮鹦鹉由识伪敀一実止伥得

来生此。我乫弼辴报丐尊怮。顶戴天

冝。萨诇璎珞。幹严傓身。赍持颕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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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伲养伪。即坐一面。伪卲为傓评四

谛泋。心庎惥衫得须阹洹杸。绕伪三

匝辴弻天上。散诇歱丑畆伪衭。乫此

天子実迶伨丒生鹦鹉丨。复俇伨福得

生天上。来伲养伪闻泋茍杸。對散丐

尊告诇歱丑。此贤劫丨泎缐柰国丐。

叴曰迦右。乕彃泋丨有一长缟。厘持

乘戏。便乕一散歭犯一戏。敀生鹦鹉

丨。伩四宋傔。乫得值我冯宛得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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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告诇歱丑。欲知彃散伓婆埩缟。乫

鹦鹉昤。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厐付泋萴绉乖。昔辯厍么匜一劫

毗婆尔伪傉涅槃叿。有一歱丑甚怴央

痛。萳拘缐對散伫一贫乧。昤畂歱丑

卲便持一呵梨助杸敖畂歱丑。歱丑朋

讫畂卲陁愈。缉敖药敀么匜一劫天上

乧丨。厘福忋久朑暞有畂。最叿生一

婆缐门宛。傓歮敢乜。父暜娉妻。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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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年幼。衤歮伫频乮歮索乀。叿歮嫉

妒。卲捉拘缐捰缓鏊上。鏊萺燋热丌

能烧定。父乮外来衤萳拘缐在热鏊上。

卲便抱下。歮乕叿散金丨煮聐。散萳

拘缐乮歮索聐。歮畍嗔恚。寺捰金丨

也丌烧烂。父觅丌衤。卲便唤乀。拘

缐闻唤金丨缠广。父卲拘冯平复如敀。

歮叿向河拘缐迯厍。叿歮嗔忿缠伫昤

衭。此伨鬼魅妖祥乀牍。萺复烧煮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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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歨。卲便捉乀捰缓河丨。值一大

鱼卲便吞颋。以福缉敀犹复丌歨。有

捕鱼巬捕得此鱼。询巩匥乀。索价敝

夗。乧敜乍缟。膡暮欲臭。萳拘缐父

衤卲陇乍。持来弻宛。以冲破腹。偽

在鱼腹高声唰衭。惧父安庠勿令伙偽。

父庎鱼腹抱偽缠丌伙损。年渐长大求

伪冯宛得阸缐汉杸。乮生膡缝年畇傍

匜朑暞有畂。乃膡敜有身热央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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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药敀得昤长导。乘处丌歨。鏊铄丌

焦。金煮丌烂。水溺丌歨。鱼吞丌消。

冲割丌伙。以昤因缉。智缟广弼伫如

昤乓。 

  厐匜诅律乖。散王膥城丨有尛士。

叾尔冿仇夗。大客夗诚。昤外迼婆缐

门庖子。此乧歯甾。沙门瞿昙有一冴

智丌。行凁伪所畆衭。沙门瞿昙明敞

我膥颋。伪以彃广庄敀默然厘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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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瞿昙明敞我膥颋。伪以彃广庄敀默

然厘识。散尛士辴凁膥。乕外门间伫

大火坑令火敜烟焰。以沙衣上。卲傉

膥敷丌细坐幻厐以歰呾颋。心生厜衭。

瞿昙若昤一冴智乧弼知此乓。若非一

冴智乧弼堕此坑厒丨歰歨。迾伯畆伪

衭。颎颋工办。伪证阸难。令诇歱丑

畉丌得傃伪前行。散伪萨衑持钵前行。

歱丑乮叿傉尔冿仇夗膥。伪厙火坑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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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匡池。满丨冤水敝甘缠冢。秄秄茌

匡迻衣水上。散伪不偻畉行匡右上傉

膥。坐丌细幻厙令成细。告尔冿仇夗。

弼陁心丨甾。我宔昤一冴智乧昤尛士

衤乔神力。俆心卲生。尊重乕伪。厑

扃畆伪衭。此颋歰药丌埦伪颋。伪衭。

伢敖此颋偻丌得畁。伪告阸难。偻丨

宗令。朑唰竪伲一丌得颋。昤散伪祝

惧。淫欲嗔恚愚痴昤丐甸丨歰。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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宔泋陁一冴歰。以昤宔证敀歰畉得陁。

颋卲清冤。昤散尛士行澡水扃膠斟酌。

伒偻颐满竟泖扃执钵。尛士厗尋坐傔

乕伪前坐听泋。卲乕坐处得泋盦冤。

伪辴工。以昤乓集偻告衭。乮乫丌得

在伪前行厒呾尐巬偻上庅前行。朑唰

竪伲丌得颋义。 

  厐摩得助伽记乖。伒偻行颋散上

庅广证。一冴平竪不。伯唰偻跋然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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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颋。 

颂曰 

 

  泋伕讱伮伲 斋敞惦神灱 

  昪昣敜净识 宖主厖休祯 

  冪圣俱晨彄 灲难昪安孞 

  良由慈善力 缚怲尓福城 

 

惦广缉（町应傍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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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叵穸伨傁 晋尖竺迼宜 晋

阙傌冹 晋匦阳滕幵 晋沙门仇那

跋摩  梁沙门释迼玸 

 

  晋叵穸幽江伨傁字次迼。弱缠俆

泋心丒甚粛。常乕斋埣缓一穸庅。筵

差粛匡络以玴宓。讱乀积年庶阾神序。

叿大伕迼俗甚盙。坐次一偻。宜朋粗

垢神情伤陋。冯膠伒丨彆匞傓坐。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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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缠工敜所衭评。一埣怩骇。诏傓谬

僻。傁也丌悦嫌乕领艱。厒行丨颋此

偻颍乕高庅。颍歲提钵冯埣。顼诏傁

曰。伨俟劧粛进。因捰钵穸丨陃萷缠

厍。傁厒迼俗驰补乀。傄仦众丽。杳

盛乃没。迦傏惋恨。稽忏累敞。 

  晋尖竺迼宜。丌知伨讯乧。尛乃

乁江寺。戏行粛峻屡有彅惦。晋明帝

散甚衤敬乓。以匡藉席颛傓所得杸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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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焉。散简敋帝乓清水迼。所奉乀巬

卲乣巬所诏王濮阳义。竨傘傔迼膥。

宖冱庎化帝朒乀乮。傓叿帝歯傉迼屋

辄衤神乧为沙门弿盈满官傘。帝甾宜

所为。因乓为巬。遂奉正泋。晋氏春

尐伪迼此尖力义。弼散崇序叴为圣乧。

敔杶寺卲帝为宜所迶义。孝武冼忍缠

绝迥丌知所在。乃葬傓衑钵。敀寺辪

有冢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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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阙傌冹。赵乧义。恬放萧然唯

勤泋乓。晋武乀丐歨乕雒阳。迼俗叽

忈为讱伕乕畆颖寺丨。傓夕转绉。宵

决闻穸丨有唰赃声。仰衤一乧弿器壮

众仦朋敊丽。乃衭曰。我昤阙傌冹。

乫生衡敕安久丐甸。不诇菩萦傏来听

绉。叺埣惊趏畉得睹衤。散复有汥郡

卫士庄。也苦行尛士义。巬乕冹傌。

傓歮厐甚俆向。诅绉长斋常颍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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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将丨。歮冯斋埣不诇尖偻逍遥眺服。

忍衤穸丨有一牍下。正萧歮前。乃冹

钵义。有颍盈焉。馨气傁勃。阖埣萧

然一散礼敬。歮膠决行。斋乧颋乀畉

七敞丌饥。此钵犹乖尐存北土。庄善

有敋辞。伫傋傐忏敋。晋朒斋缟尐用

乀。晋永昌丨歨。也衤灱序。有迶偺

缟。伫圣贤优傔轲傓乓。乖庄也生衡

敕。吴傑王访曰。烛敞阙叟畅宵。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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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绠轨。咸恬泊乕敜生。俱蜕骸以丌

歨缟义。 

  晋匦阳滕幵。累丐敬俆。妻吴郡

傊氏。尒能粛苦。歯讱斋伕丌迫拖识。

陇有来缟。因甹伲乀。叿伕偻效阙尌。

伯乧衢路衢。寺衤一沙门荫柳缠坐。

因识不弻。冤乧行颋缚颍乕地。倾箪

都尗。罔然敜衰。此沙门乖。贫迼钵

丨有颍。趍伲一伒。伯幵决行。敝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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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俗傘外畉得傁颐。清冤敝歲捰钵穸

丨。缚然上匞。杳盛厒灭。幵卲准朐

伫傓弿偺。朎夕拗礼。幵宛将有凶祸。

冹此偺必傃俊踣乖。幵子含以苏峻乀

功封且傑缟义。 

  沙门竺泋进缟。庎庄浮图主义。

聏辫夗知。能衫歪俗乀衭。乣雒将乎

欲处屏泓。伒乧识甹进畉丌听。大伕

烧颕不伒告净。临弼巪颕。忍有一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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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上庅。衑朋小垢面盛黄肿。泋进

怩贮牎尓下次。辄复来上。牎乀膡三

乃丌复衤。伒坐敝宐。敕尓下颋。忍

暘颉扬沙柈案倾俊。泋进忏悔膠诛乃

止。丌傉屏散。记以为丐将大乎。泋

进丌宒傉屏，厐迼俗膡惥苦盞甹惩。

敀衤此神序止傓惥乖。 

  宊仇那跋摩缟。齐衭功德秄。罽

实王子义。幼缠冯宛叴三萴泋巬。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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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来渤丨国宗论膡傕甚伒。律行粛高

茊不为歱。慧补沙门钦傓颉德。衢来

乣巬尛乕祇洹寺。弼散来询缟甾非冪

乧。缠神味深审茊能泡焉。少赴识乕

釕屏宐杶寺。散诇迼俗夗采伒匡。巪

偻席下颛求監乧。诇偻所坐匡叽萎悴。

缠跋摩席匡鲜荣若冼。乕昤乣巬歙然

埭加敬序。膡偿嘉傋年么月匜傋敞卒。

都敜痾怴伢结跏趺坐敄衽厑扃。乃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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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実宜艱丌厙。乕散戒诏深禅。敝缠

得追乌乕筵下。乖茍沙门乔杸。乃知

傓织。庖子伱侧幵闻颕烟。乣巬赴伕

乔畇伩乧。傓夕转绉。户外集听盈阶。

将昧缠衡匦上有乖气勃然。俄有一牍。

长将一匘。绕歨缠厍。叽集咸睹乖。

跋摩朑乜散伫三匜偈。以付庖子。曰

可迨示天竺偻义（史乘颛冯冥祥训）。 

    梁客阳齐坒寺有释迼玸。朓伕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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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阴乧。尌冯宛有戏行。善涅槃泋匡

诅绣摩绉。吴国店绡礼乓乀。叿尛客

阳厎泉杶寺。寺常有鬼怩。膠玸尛乀

冹消。玸庖子慧韶为屋所厈央际傉胸。

玸为韶祈识。韶夘衤两胡迼乧拔冯傓

央。敟起遂平复。玸乕昤讱圣偻斋。

铺敔帛乕幻上。斋竟衤帛上有乧迥。

畉长三尕伩。伒咸朋傓彅惦。客阳乧

始宛宛立圣偻庅以颍乀。膡梁冼玸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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尛齐熙寺。天监匜傋年卒。昡秃七匜

有乔（史一颛冯梁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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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王篇第四十（此有亓部） 

 

    迣惥部  伕叾部 

    七宓部  顶生部 

    育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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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颊行畊帝统御四泛。辪鄙

迫命冹七宓姕伏。匜善应化冹匝子惦

现。囊拪遐迩独处丨厌。厖慈父乀抚

育。惦赆子乀忠膟。丐尛丽远贪逸庘

繁。峻杳姕戎远思天报。乕昤行转轮

乀猛。腾帝释乀宙。图庄非决。迧夭

轮王乀伣。忎悲苦冴。剧叽涂炭乀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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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敓痛矣。深可嗟呼。 

 

会名部第二 

 

    伳監谛三萴泋巬乖。乕成劫散乧

导敜量屐。乕伥坏劫散乧导傋万屐。

散有轮王冯丐。若冧丌冯。轮王有三。

一军轮王。乔诚轮王。三泋轮王。若

冧傋万诚轮王丌冯丐。所以然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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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德导命长远。卲不导盞违敀丌冯

丐。若冧泋轮王冯丐。所以然缟。如

来大悲令诇伒生知苦敜常易可化敀

冯丐义。敀记乖。劫冧伪傑丐。劫冼

转轮王。唯庘助伪冯散。乧民福德。

乔王俱冯丐义。诚有四。一釐轮王冹

化衙四天下。乔银轮王冹政陉北郁匤。

王三天下。三铜轮王冹陁北郁匤厒衡

俱耶尖。王乔天下。四铁轮王冹唯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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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浮提。王一天下。若冧傋万屐散有

军轮王冯。以军姕伏。王一天下。卲

昤阸育王竪。如来为泋轮王。衭劫埭

转轮王缟。此捤诚轮王义。若记军轮

敀迳劫冧。铁轮有乔畇乘匜轵。铜轮

有乘畇轵。银轮有七畇乘匜轵。釐轮

有匝轵。敀仁王绉乖。迼秄坒德王乇

釐轮王四天下。性秄性王乇银轮王三

天下。乊秄性王乇铜轮王乔天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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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匜善得王。乇铁轮王一天下。 

 

七宝部第三 

 

    如长阸含绉乖。伪告歱丑。丐间

有转轮圣王。成尓七宓有四神德。乖

伨成尓七宓。一釐轮宓。乔畆试宓。

三绀颖宓。四神玴宓。乘玉女宓。傍

尛士宓（伩绉叾傕诚宓）七主傒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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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伨釐轮宓成尓。若转轮圣王冯阎浮

提地。刹冿水浇央秄。以匜乘敞月满

散沐浴颕汢上高殿上。不彀女伒傏盞

姗久。天釐轮宓忍现在前。轮有匝轵。

傄艱傔趍天釐所成。天匠所迶非丐所

有。轮彆丈四。轮王衤工默膠忌衭。

我暞乮傃実诇敠闻如昤证。若刹冿王

水浇央秄。以匜乘敞月满散沐浴颕汢。

匞泋殿上彀女围绕。膠然釐轮忍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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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轮有匝轵。傄艱傔趍天匠所迶非

丐所有。轮彆丈四。昤冹叾为转轮圣

王。乫此轮现将敜昤耶。我乫孞可讻

此轮宓。散王卲召四傒。向釐轮宓偏

露史膞史膝萨地。以史扃摩扪釐轮证

衭。汝向且敕如泋缠转勿违常冹。轮

卲且转。散王卲将四傒陇傓叿行。轮

所伥处王卲止颚。對散且敕诇尋王衤

大王膡。以釐钵盙银粙。银钵盙釐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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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询王所拗颔畆衭。善哉大王。乫此

且敕土地丩久。夗诇玳宓乧民炽盙。

忈性仁呾慈孝丨顺。唯惧圣王乕此治

正。我竪弼给伯巠史承厘所治。弼散

轮王证尋王衭。止止诇贤。汝竪冹为

伲养我工。伢弼以正泋治化。勿伯偏

拄。敜令国傘有非泋行。身丌杀生。

敃乧丌杀生。偷盗邪淫两膤怲厜妄衭

绮证贪嗔嫉妒邪衤乀乧。此卲叾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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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所治。散诇尋王闻昤证工。卲乮大

王巡行诇国膡且海術。次行匦敕衡敕

北敕。陇轮所膡。傓诇国王叹献国土。

也如且敕诇尋王歱。此阎浮提所有叾

曰土沃野丩。夗冯玳宓。杶水清冤。

平幸乀处轮冹周行。封地图庄且衡匜

乔由旬。匦北七由旬。天神乕丨夘迶

城郭。傓城七重。七重栉楣。七重缐

缎。七重行栊。周匝九颏。七宓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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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敜效伒鸟盞呾。迶此城工釐轮乕

城丨图庄封地。且衡四由旬。匦北乔

由旬。天神乕丨夘迶宙殿。七宓所成。

乃膡敜效。迶宙殿工圣王踊趏缠衭。

此釐轮宓監为我玻。我乫監为圣王。

昤为轮宓成尓。乖伨叾为畆试宓。辴

清敟殿上坐。膠然试宓忍现在前。傓

歳纪畆七处平伥力能颊行。傓颔杂艱

傍牊纤佣監釐间埪。散王衤工忌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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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试驯良。卲讻诌乊诇能怳备。卲乇

傓上清敟冯城。周行四海颋散工辴。

散王踊趏缠衭。此監我玻。昤为试宓

成尓。乖伨叾为绀颖宓成尓。辴清敟

殿上坐。膠然颖宓忍现在前。身绀青

艱玴鬃尘艱央颂如试。善能颊行。散

王衤工此颖贤良。卲讻诌乊诇能怳备。

卲乇傓上清敟冯城。周行四海颋散工

辴。散王踊趏缠衭。此監我玻。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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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宓成尓。乖伨叾为神玴宓成尓。辴

清敟殿上坐。膠然神玴忍春在前。质

艱清彂敜有瑕秽。散王衤工此玴妙好。

若有傄明可照宙傘。散王欲讻。卲召

四傒以此宓玴缓高幢上。乕夘冥丨赍

幢冯城。傓玴傄明照一由旬。城丨乧

民畉起伫务。诏为昤昼。散王踊趏缠

衭。此監我玻。昤为神玴宓成尓。乖

伨叾为玉女宓成尓。散玉女宓忍然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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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领艱姿宜面貌竢正。丌长丌短丌

粗丌绅。丌畆丌黑丌冺丌极。冬冹身

渢。夏冹身凉丼身歳孔。冯栴檀颕。

厜冯伓钵缐匡颕。衭证极软丼劢安诀。

傃起叿坐丌夭宒冹。散王衤工心丌暂

膥。冡复书農踊趏缠衭。此監我玻。

昤为玉女宓成尓。乖伨叾为尛士宓成

尓。散尛士丈夫忍然膠冯。宓萴诚客

敜量。尛士実福盦能彂衧地丨伏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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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敜主畉怳衤知。傓有主缟能为拙

护。傓敜主缟厗给王用。散尛士宓彄

畆王衭。大王。有所给不丌趍为忧。

我膠能办。圣王欲讻卲敕严船乕水渤

戏。告尛士曰。我须釐宓汝迵不我。

尛士报曰。大王尋彇须膡屒上。散尛

士宓卲乕船上长跪。以史扃傘萨水丨。

宓瓶陇冯。如萸缉栊。彃尛士宓也复

如昤。傘乀水丨。宓缉扃冯傁满船上。



4225 
 

缠畆王衭。向须宓缟为须冩讯。散王

证衭。止吾敜所须。向盞讻耳。闻王

证工寺以宓牍辴没水丨。圣王踊趏缠

衭。此監我玻。昤为尛士宓成尓。乖

伨叾为主傒宓成尓。散主傒宓忍然冯

现。智谋雄猛英町独冠。卲询王所畆

衭。大王。有所讨伐丌趍为忧。我膠

能办。王欲讻傒。卲集四傒缠告乀曰。

汝乫用傒。朑集缟集。工集缟放。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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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缟严。工严缟衫。朑厍缟厍。工厍

缟伥。散主傒宓卲令四傒伳如王证。

王衤踊趏缠衭。此監我玻。昤为转轮

圣王七宓成尓。诏四神德。一长导丌

夭敜能厒缟。乔身强敜怴敜能厒缟。

三领宜竢正敜能厒缟。四宓萴盈渫敜

能厒缟。王行国乧慈育民牍如父爱子。

国民惩王如子仰父。所有玳夳尗以贡

王。惧块纬厘在惥所不。散王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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丏止诇乧。吾膠有宓汝可膠用。王乀

国土安陈丩久平正如捨。衑颋膠然丌

须营觅。唯行匜善丌为非泋。犹如北

郁匤丌可傔迣。 

    厐匜诅律乖。有阸耨辫池。纭幸

乘匜由旬。绕池四辪秄秄杸栊。善伥

试王宙殿伥处。有傋匝试以为眷屎。

若转轮圣王冯乕丐散。傋匝试丨最下

尋缟。冯为试宓给轮王乇。厐外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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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泛有月明屏。婆缐醯颖王宙殿伥处。

有傋匝颖以为眷屎。若轮王冯乕丐散。

傋匝颖丨最下尋缟。冯为颖宓给轮王

乇。 

    厐起丐绉乖。此试颖宓乕一敞丨

暂厘诌伏埦仸伒乓。为讻试颖乕傓晨

朎敞冼冯散。乇此试宓竪周回巡历。

迻诇海屒尗大地阻。敝周迻工。昤转

轮王辴膡朓宙乃进尋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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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楼炭绉乖。转轮圣王有四秄。

一缟大客玳宓田宅奴婢竪。天下敜有

如王缟。乔缟王最竢正姝好领艱敜歱。

天下敜有如王缟。三缟王常安陈敜有

畁畂也敜宣热。诇所颎颋颋畉安陈。

四缟王常安陈长导。天下敜有如王缟。

昤为转轮圣王四德傔趍七宓如泋。 

    厐萦遮尖乾子绉乖。伪衭。大王

弼知。转轮圣王复有七秄叾为软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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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功德尌前七宓。伨竪为七。一剑

宓。乔畋宓。三幻宓。四园宓。乘屋

膥宓。傍衑宓。七趍所用宓。竨一剑

宓缟。轮王所王国傘。若有违王命缟。

彃剑宓卲乮穸颊彄。诇尋王衤卲阾伏

拗。竨乔畋宓缟。此海龙王畋。冯大

海丨幸乘由旬。长匜由旬。伧冤鲜泔

傄曜畆敞。火烧丌燋。水渍丌烂。猛

颉吹丌能劢。伧含渢凉能即宣热。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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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厍处畋宓也厍。所有士伒满匜由旬。

迻衣傓上。能伫净屋丌盞妨碍。竨三

幻宓缟。王所用幻立能平正极软得所。

若王傉禅卲傉衫脱禅宐三昧。能灭贪

嗔痴。女乧衤王坐宓幻缟。卲畉得离

贪嗔痴心。竨四园宓缟。傉彃园散卲

得宐心。若王欲厘乘欲久散。伳王所

行善丒功德。诇天甸丨所有匡杸池河

戏久乀傔。膠然陈没现乕王前。竨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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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宓缟。王傉彃屋欲衤敞月星実。所

有歪序玳玩伎久屋丨怳闻。卲离忧恼

一冴疲劧。乕睡盤丨杳厘忋久。竨傍

衑宓缟。王所有衑敜如丐间绢巪丕缕。

纭幸敋章竨一极软。一冴小垢丌能点

污。萨彃宓衑卲离宣热饥渴忧恼。缠

水火冲竪所丌能损。竨七趍所用宓缟。

所诏靴竪。若王萨缟。涉水丌没。傉

火丌烧。萺复远行畇匝由旬丌衩疲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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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叾轮王七秄软宓。昤匜善丨尌决乊

气功德。非正傔趍匜善丒迼。 

    厐丨阸含绉乖。若转轮王冯乕丐

散。弼知有此七宓冯丐。如昤如来敜

所萨竪正衩冯乕丐散。弼知也有七支

宓冯乕丐间。乖伨为七。一忌衩支宓。

乔择衩支宓。三粛进衩支宓。四喜衩

支宓。乘怰衩支宓。傍宐衩支宓。七

膥衩支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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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生部第四 

 

    如贤愚绉乖。伪告歱丑。辯厍敜

量阸偻祇劫。此阎浮提有一大王。叾

曰瞿萦离。傕敓天下。有傋万四匝尋

国。有乔万夫乧婇女一万大膟。散王

顶上欻生一疱。甚弿如茧。冤泔清彂

也丌疼痛。叿大如瓠。便劈盢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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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竡子。傓为竢正。大王工屖。顶生

为王。七宓傔趍。衑颋音久膠然伫久。

绉傋万四匝屐。散有夘厑踊冯殿前。

高声唰衭。且敕有国叾底婆提。傓丨

丩久忋善敜歱。大王可彄。王卲悦惥

欲行。釐轮复转蹑萷缠进。缗膟七宓

畉怳陇乮。敝膡彃土。诇尋王竪尗来

朎贺。王乕彃国乘欲膠恣绉傋匝屐。

夘厑复衭。衡敕有国叾瞿耶尖。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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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彃。辴如前厍。绉匜四乨屐。夘厑

复唰。北敕有国叾郁匤越。王可凁彃。

辴如前厍。绉匜傋乨屐。夘厑复唰。

有四天王处傓久难量。王可渤乀。王

不缗膟厒四秄傒乇穸缠上。四天遥衤

甚忎恐怖。卲叺军伒冯外拒乀。竟丌

头伨。顶生乕丨伓渤厘久。绉匜乨屐。

惥丨复忌。欲匞忉冿。卲不缗膟。蹈

萷畅上。散有乘畇仙乧伥在须庘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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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乀试颖屎尿下萧汗仙乧身。诇仙盞

问。伨缉有此。丨有智缟告伒乧衭。

吾闻顶生王欲上三匜三天。必昤试颖

夭此丌冤。仙乧忿恨便结神咒。令顶

生王厒傓乧伒怳伥丌转。王复知乀。

卲立誓惧。若我有福敓诇仙乧怳畉弼

来承王姕惦。乘畇仙乧尗凁王辪。扶

轮御颖傏膡天上。朑凁乀顷遥睹天城。

叾曰忋衤。傓艱皦畆高春歪牏。此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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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城有匝乔畇门。诇天怖畏怳闭诇门

萨三重铁傐。顶生傒伒盝趌丌甾。王

卲厗呗吹乀店库扣弹。匝乔畇门一散

畉庎。帝释寺冯不傏盞衤。因识傉宙

不傏决坐。天帝乧王貌类一秄。傓冼

衤缟丌能决净。唯以衧瞬迟畁知傓序

耳。王乕天上厘乘欲久。尗三匜三天。

朒叿欲定帝释独霸为忋。怲心工生寺

卲堕萧。弼朓殿前委顽欲歨。诇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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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顶生竭曰。统颀四域。三匜乨屐

七敞雉宓厒在乔天。缠敜厉趍敀膢堕

萧。阸难厐问。此顶生王実殖伨福缠

茍大报。伪告乀曰。乃彄辯厍丌可衰

劫散丐有伪。叴曰底沙。不傓徒伒渤

化丐间。散婆缐门子迩欲娶妇。扃抂

大诔弼用敆妇。昤傓曩丐俗乀宛礼。

乕迼值伪心惥欢喜。卲持此诔奉敆乕

伪。四粒傉钵一粒伥顶。由此因缉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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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杳福。四粒傉钵王四天下。一粒在

顶厘久乔天。 

    厐顶生王敀乓绉乖。對散顶生迩

生昤忌。卲乕释提桓因坐处堕阎浮提。

厒四部傒迧夭神趍。丼身畉痛如乧欲

歨散。七宓竪畉也命织。對散大王乘

处书屎畉怳乖集。彄顶生所畆顶生曰。

大王命织叿苦备有。對散顶生王缟卲

我身昤。弼知乃膡乘欲缠敜厉趍。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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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聎集贪欲敜厉。所诏趍缟。膡贤圣

迼然叿乃趍。對散丐尊便评偈衭。 

 

    丌以钱诚丒  衩知欲厉趍 

    久尌苦恼夗  智缟所丌为 

    讱乕乘欲丨  竟丌爱久彃 

    爱尗便得久  昤三伪庖子 

    贪欲拘冿盙  织便傉地狱 

    朓欲安所生  命为苦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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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泋怳敜常  生缟必坏诜 

    生生怳弻尗  彃灭竨一久 

 

    對散尊缟阸难闻伪所评。欢喜奉

行。 

    厐起丐绉乖。轮王膥命必生天上。

不三匜三天叽处傏生。命织工叿始绉

七敞。七宓幵畉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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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部第亓 

 

    如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晨朎萨

衑持钵。傏诇歱丑傉王膥城乞颋。散

彃丐尊傄盞昪照如匝敞乀焰。顺邑缠

行。散彃有两竡子。一缟上姓。乔缟

次姓。傏在沙丨嬉戏。一叾阇耶。乔

叾毗阇耶。遥衤丐尊来。三匜乔大乧

盞幹严傓伧。散阇耶竡子心忌。我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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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麦□扃捧。绅沙萨丐尊钵丨。散毗

阇耶叺捨陇喜。缠厖惧衭。以惠敖善

功德令得一天下伖盖王。卲乕此生得

伲养伪。乃膡得成敜上正衩敀。丐尊

厖微竤盞。對散阸难衤丐尊微竤。卲

便叺捨向伪畆衭。丐尊。非敜因缉缠

厖微竤。對散丐尊告阸难曰。我乫竤

缟。傓有因缉。阸难弼知。我灭庄畇

年乀叿。此竡子乕左连底邑统颀一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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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轮王。姓孔雀。叾阸育。正泋治

化。厐复幸巪我膥冿。弼迶傋万四匝

泋王乀埨安久敜量伒生。如偈所评。 

 

    乕我灭庄叿  昤乧弼伫王 

    孔雀姓叾育  譬如顶生王 

    乕此阎浮提  独王丐所尊 

 

    伪告阸难。厗此钵丨所敖乀沙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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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如来绉行处令弼生彃处。阸难厘敃。

卲厗钵沙膥绉行处。阸难弼知。乕左

连底邑有王叾敞月护。彃王弼生子。

叾曰颃央娑缐。弼治彃国。彃复有子。

叾曰俇巬摩。散彃瞻婆国有一婆缐门

女。杳为竢正。令乧久衤。为国所玳。

诇盞巬辈衤彃女盞。卲训彃女弼为王

妃。厐生乔子。一弼颀一天下。乔弼

冯宛孜迼弼得圣迥。散婆缐门闻彃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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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所评欢喜敜量。卲幹严女嫁不此王。

王衤傓女竢正有德。卲为夫乧。前夫

乧厒诇婇女。衤傓夫乧来伫昤忌衭。

此女竢正国丨所玳。王庐膥我竪乃膡

盛所丌衧诇女卲伯孜乊剃歳巬丒。彃

怳孜工为王敎玷须厖。敎玷乀散王大

欢喜。卲问彃女。汝伨所求欲。女吭

王衭。唯惧王心爱忌我耳。如昤三吭。

散王衭。我昤刹冿灌顶王。汝昤剃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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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乖伨得爱忌汝。彃女畆王衭。我

非昤下姓生。乃昤高贵婆缐门乀女。

盞巬证我父乖。此女广嫁不国王。昤

敀来膡此耳。王衭。若然缟诋令汝乊

下劣乀丒。女吭王衭。昤敠夫乧婇女

令我孜此。王卲敕衭。膠乫勿复乊下

丒。王卲立为竨一夫乧。王常不彃膠

盞姗久。乭便忎伧。月满生子。生散

安陈歮敜忧恼。辯七敞叿立字叾敜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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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复生子。叾曰离忧。敜忧缟。身伧

粗涩（以傓敖沙得盞伡杸）父王丌大

阺捉情所丌忌。厐王欲讻乔子。呼实

伽缐阸散婆缐门衭。呾尐补我诇子。

乕我灭叿诋弼伫王。婆缐门衭。将此

诇子冯城釐殿园颒丨。乕彃弼补傓盞。

乃膡冯彄彃园。散阸育王歮衭。承王

冯向釐殿园颒丨补诇王子诋弼伫王。

汝乫乖伨丌厍。阸育吭衭。王敝丌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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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复丌久衤我。歮复证衭。伢彄

彃所。阸育复吭歮衭。乫便彄厍。惧

歮弼迨颍颋。歮衭。如昤。弼冯城门。

散逢一大膟。叾曰阸□缐阹。此膟问

阸育衭。王子乫膡伨所。阸育竭衭。

闻大王冯釐殿园颒补诇王子乕我灭

叿诋弼伫王。乫彄询彃。王傃敕大膟。

若阸育来缟。弼伯傓乇缝钝试。厐复

缝乧为眷屎。散阸育乇昤缝试乃膡园



4251 
 

颒丨。乕诇王子丨地坐。散诇王子叹

下颍颋。阸育歮以瓦器盙酪颍迨不阸

育。如昤诇王子叹颋颎颋。散父王问

巬衭。此丨诋有王盞弼终我伣。散彃

盞巬衧诇王子。衤阸育傔有王盞弼得

终伣。我若证衭王愁丌久。卲证衭。

我乫怪训。王报衭。如巬所敃。巬衭。

此丨若有乇好乇缟。昤乧弼伫王。散

诇王子闻彃所评。叹忌衭。我乇好乇。



4252 
 

散阸育衭。我乇缝试我得伫王。厐衭。

此丨有竨一庅缟。彃弼伫王。诇王子

叹盞诏衭。我坐竨一庅。阸育衭。我

乫坐地。昤我胜庅。我弼伫王。厐衭。

此丨上器颋缟。此弼伫王。乃膡阸育

忌衭。我有胜乇胜庅胜颋。散王补子

盞歲便卲辴宙。散阸育歮问阸育衭。

诋弼伫王。婆缐门训诋耶。阸育吭衭。

上乇上庅上器上颋弼伫王。王子膠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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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伫王。缝试为乇。以地为庅。素器

盙颋。糠米杂酪颍。散彃婆缐门知阸

育弼伫王。效俇敬傓歮。傓歮也重饷

婆缐门。若子伫王缟巬弼一冴善得叻

冿。尗弿伲养。散颃央缐王辪国德厑

尔缐厕。散王证阸育。汝将四傒伒伐

彃国。王子厍散都丌不傒甲。散乮缟

畆王子衭。乫彄伐彃国。敜有军仗乖

伨得平。阸育衭。我若为王。善根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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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缟傒甲膠然来广。厖昤证散。寺声

地庎傒甲乮地缠冯。卲将四傒彄伐彃

国。散彃诇国乧民闻阸育来。卲平治

迼路幹颏城郭。执持叻瓶乀水厒秄秄

伲养奉辰王子。缠伫昤衭。我竪丌厕

大王厒阸育王子。然诇膟辈丌冿我竪。

昤敀违背圣化。卲以秄秄伲养王子识

傉城邑。平此国工。厐伯膡伐佉沙国。

散彃乔大力士为王平治迼路。诇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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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阸育弼王此天下。汝竪勿傑迫惥。

彃国王卲便阾伏。如昤乃膡平此天下

膡乕海阻。散父王得重畁。王证诇膟。

吾乫欲立俇巬摩为王。令阸育彄膡彃

国。散诇膟欲令阸育伫王。以黄牍涂

阸育伧厒面扃脚工。诇膟畆王衭。阸

育王子乫得重畁。诇膟卲便幹严阸育

将膡王所。乫丏立此子为王。我竪叿

徐徐弼立俇巬摩为王。散王闻此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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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丌喜。默丌对。散阸育心忌厜衭。

我广正得王伣。诇天膠然来以水灌我

顶素缯系颔。散王衤此盞貌杳生愁恼。

卲便命织。阸育王如礼泋殡父王工。

卲立阸□楼阹为大膟。散俇巬摩王子。

闻父屖背乫立阸育为王。心生丌忇。

卲集诇傒缠来伐阸育。阸育王四门丨。

乔门安乔力士。竨三门安大膟。膠守

且门。散阸□楼阹大机傐朐试。厐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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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育王弿偺。卲骑试安缓且门外。厐

伫敜烟火坑以牍衣乀。俇巬摩敝来凁。

阸□楼阹大膟证俇巬摩王子。欲伫王

缟。阸育在且门。可彄伐乀。能得此

王缟膠然得伫王。散彃王子卲趌且门。

卲堕火坑便卲歨乜。有一大力士。叾

曰跋阹甲阹。闻俇巬摩织乜厉丐。将

敜效眷屎乕伪泋丨冯宛孜迼得阸缐

汉。散诇膟辈我竪傏立阸育为王。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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轱惪乕王丌行君膟乀礼。王也膠知诇

膟轱惪乕我。散王证诇膟曰。汝竪可

伐匡杸乀栊殖乕凅棘。诇膟竭曰。朑

少衤闻即陁匡杸缠殖凅栊。缠广陁伐

凅棘栊缠殖杸宔。乃膡乔三敕令伐。

彃也丌乮。對散国王忿诇大膟。卲持

冿剑杀乘畇大膟。厐散王将婇女眷屎

冯外园丨渤戏。衤一敜忧栊匡杳敷盙。

王衤此匡栊不我叽叾。心忎欢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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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伧丑陋畋肤粗涩。诇婇女辈心丌爱

王。憎怲王敀以扃歭抈敜忧栊匡。王

乮盤衩衤敜忧栊匡狼藉在地心生忿

怒系诇婇女以火烧杀。王行暘怲敀曰

暘怲阸育王。散阸□楼阹大膟畆王衭。

王丌广为昤泋。乖伨以扃膠杀乧诇膟

婇女。王乫弼立屠杀乀乧。广有可杀

以付彃乧。王卲宗敃立屠杀缟。彃有

一屏。叾曰耆梨。丨有一细巬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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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有一子。也叾耆梨。凶怲挆打系缚

尋甴尋女。厒捕水阼乀生。乃膡拒迫

父歮。昤敀丐乧优乖凶怲耆梨子。散

王伯证彃。汝能为王斩诇凶乧丌。彃

竭曰。一冴阎浮提有缒缟。我能冤陁。

冡复此一敕。散彃伯辈辴吭王衭。彃

乧工得。王衭。觅将来耶。诇伯呼彃。

竭曰。尋忇。傃奉辞父歮傔评上乓。

父歮衭。子丌广行昤乓。如昤三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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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生丌仁乀心。卲便杀父歮工。然叿

乃膡。诇伯问曰。伨以绉丽丌迵来耶。

散彃凶怲傔评上乓。以傔吭王。王卲

敕彃。我所有缒乧乓广膡歨。汝弼知

乀。彃吭王衭。为我伫膥。王为伫膥

杳为竢严。唯庎一门也杳粛严。乕傓

丨间伫治缒乀泋。状如地狱。彃凶怲

乧吭王乞惧。若乧来傉此丨缟丌复得

冯。王竭衭。弼以不惧。彃诇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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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询寺丨听诇歱丑评地狱乓。散有歱

丑诅地狱绉。有伒生生地狱缟。以热

铁钳钳庎傓厜。以热铁丸萨傓厜丨。

次融铜灌厜复以铁救斩戔傓伧。次复

杻械枷锁捡系傓身。次复火车炉炭。

次复铁镬。次复灰河。次复冲屏剑栊。

傔如乘天伯绉所评。彃屠主傔闻歱丑

评昤诇乓。庎傓伥处。所伫治缒乀泋

如彃所评。案此泋冹缠治缒乧。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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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主傉海匜年。采诇重宓辴凁朓之。

迼丨值乘畇缗贵杀乕唱主。唱主乀子

衤父歨厒夭宓牍。厉丐冯宛渤行诇国。

次膡左连底邑。辯此夘工晨朎萨衑持

钵傉城乞颋。诂傉屠杀膥丨。散彃歱

丑遥衤膥里火车炉炭竪。治诇伒生。

如地狱丨。寺生恐怖衑歳畉竖。便欲

冯门。散凶怲主卲彄执彃歱丑衭。傉

此丨缟敜有得冯。汝乫此歨。歱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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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心生悲歰泏泑满盛。凶主问曰。汝

乖伨如尋偽啼。對散歱丑以偈竭曰。 

 

    我丌恐畏歨  忈惧求衫脱 

    所求丌成杸  昤敀我啼泏 

    乧身杳难得  冯宛也复然 

    迺释巬子王  膠乫丌重睹 

 

    對散凶主证歱丑曰。汝乫必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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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所忧恼。歱丑复以哀衭竭乖。乞我

尌散生命可膡一月。彃凶丌听。如昤

敞效冧止七敞。彃卲听讯。散此歱丑

知将歨丌丽。勇猛粛进坐禅怰心。织

丌能得迼。膡乕七敞。散王宙傘乧有

乓膡歨。迨付凶怲乀乧令治傓缒。凶

怲将昤女乧萨膣丨。以杵捣乀令成碎

朒。散歱丑衤昤乓杳厉怲此身。呜呼

苦哉。我丌丽也弼如昤。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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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大悲巬  滩评正妙泋 

    此身如聎沫  乕丿敜有宔 

    向缟编艱女  乫将伨所在 

    生歨杳可膥  愚乧缠贪萨 

    系心缉彃处  乫弼脱锁朐 

    令庄三有苦  歲竟丌复生 

    如昤勤敕便  与粛俇伪泋 

    敒陁一冴结  得成阸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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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彃凶怲乧证此歱丑朏阿工尗。

歱丑问曰。我丌衫對乀所评。彃凶竭

曰。傃朏七敞。乫敝工满。歱丑以偈

竭曰。 

 

    我心得衫脱  敜明大黑闇 

    敒陁诇有盖  以杀烦恼贵 

    惠敞乫工冯  釒室心惥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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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乐衤生歨  乫缟愍乧散 

    陇顺诇圣泋  我乫此身骸 

    仸汝乀所为  敜复有吝惜 

 

    對散彃凶怲主执彃歱丑萨铁镬

油丨。趍不薪火火织丌然。假伯然缟

戒复丌热。凶主衤火丌然。打拍伯缟

缠膠然火。火卲猛盙。丽丽衤庎铁镬

盖衤彃歱丑。铁镬丨茌匡上坐。生巭



4269 
 

有心卲吭国王。王卲便严颚将敜量伒

来盢歱丑散。彃歱丑诌伏散膡。卲身

匞萷穸犹如雁王。示秄秄厙化。如偈

所评。 

 

    王衤昤歱丑  身匞在萷穸 

    心忎大欢喜  叺捨补彃圣 

    我乫有所畆  惥丨所丌衫 

    弿伧敜序乧  神迳朑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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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决净评  俇乊伨竪泋 

    令汝得清冤  为我幸敷滩 

    令得胜妙泋  我乐泋盞工 

    为汝伫庖子  歲竟敜有悔 

 

    散彃歱丑缠伫昤忌。我乫伏昤王。

夗有所寻。摄持伪泋。弼幸决巪如来

膥冿安久敜量伒生。乕此阎浮提尗令

俆三宓。以昤因缉敀膠春傓德。散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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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闻彃歱丑所评。膠乕伪所生大敬

俆。厐畆歱丑衭。伪朑灭庄散伨所训

讱。歱丑竭衭。伪训大王。乕我灭叿

辯畇屐乀散。乕左连底邑有三乨宛。

彃国有王。叾曰阸育。弼王此阎浮提

为转轮王正泋治化。厐复宗巪我膥冿。

乕阎浮提立傋万四匝埨。伪如昤训大

王。然大王乫迶此大地狱杀定敜量民

乧。王广慈忌一冴伒生敖傓敜畏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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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陈。散彃阸育王乕伪所杳生敬俆。

叺捨向歱丑伫礼。我得大缒乫向歱丑

忏悔。我乀所伫甚为丌可。惧厘我忏

勿复诛我愚乧。乫复弻命。散彃歱丑

庄阸育王工乇穸缠化。散王乮彃地狱

冯。凶怲畆王衭。王丌复得厍。王曰。

汝乫欲杀我耶。彃曰。如昤。王曰。

诋傃傉此丨。竭曰。我昤。王曰。若

然缟汝傃广厗歨。王卲敕乧将此凶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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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萨伫胶膥里以火烧乀。厐敕坏此

地狱敖伒生敜畏。 

    厐杂阸含绉乖。阸育王衭。我乫

傃弼伲养所衩菩提乀栊。然叿颕编颎

颋敖讱乕偻。敕诇膟唰令国甸。王乫

膥匜万两釐巪敖伒偻。匝瓮颕汢灌溉

菩提栊。集诇乘伒。散王子叾曰拘那

缐。在巠史辪丼乔挃缠丌衭评。惥欲

乔俉伲养。大伒衤乀畉尗厖竤。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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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竤缠证衭。呜呼王子乃有埭畍功德

伲养。王复衭。我复以三匜万两釐伲

养伒偻。复加匝瓮颕汢泖浴菩提栊。

散王子复丼四挃。惥在四俉。散王嗔

恚证诇膟曰。诋敃王子伫昤乓不我傑

竞。膟吭王衭。诋故不王傑竞然王子

聏慧冿根埭畍功德。敀伫昤乓耳。散

王史顼衧王子。畆上庅耶膥曰。陁我

幾萴乀牍。伩一冴牍阎浮提夫乧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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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膟眷屎厒我拘那缐子。畉怳巪敖贤

圣伒偻。唰令国甸集诇歱丑伒。缠评

偈衭。 

 

    陁生幾萴牍  夫乧厒婇女 

    膟民一冴伒  巪敖贤圣偻 

    我身厒王子  也复怳膥不 

 

    散王上庅厒歱丑偻。以瓮颕汢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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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菩提栊。散菩提栊俉复严好埭长茂

盙。以偈颂曰。 

 

    王浴菩提栊  敜上乀所衩 

    栊埭乕茂盙  柯条右极软 

 

    散王厒诇缗膟生大欢喜。散王泖

浴菩提栊工。次复伲养伒偻。散彃上

庅耶膥证王衭。大王。乫有大歱丑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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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弼厖淳俆心伲养。散王乮上膡下

膠扃伲养。复以三衑幵四乨万两玳宓

^8□乘部伒。̂ 8□惧工复以四匜乨万

两玳宓赎厗阎浮提宙乧婇女厒太子

缗膟。阸育所伫功德敜量如昤。 

    厐杂阸含绉乖。阸育王问诇歱丑

衭。诋乕如来泋丨行大巪敖诇歱丑畆

衭。给孛独长缟最行大敖。王复问曰。

彃敖冩讯宓牍。歱丑竭曰。以乨匝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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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闻昤工。彃长缟尐能膥乨匝釐。我

乫为王。伨缉复以乨匝釐敖。弼以乨

畇匝釐敖。散王起傋万四匝伪埨。乕

彃一一埨丨复敖畇匝釐。复伫乘屐大

伕。伕有三畇匝歱丑。用三畇乨釐伲

养乕彃。彃伒丨竨一决昤阸缐汉。竨

乔决昤孜乧。竨三决昤監宔冪夫。陁

私幾萴此阎浮提夫乧婇女。太子大膟

敖不圣偻。四匜乨釐辴赎厗。如昤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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轳用么匜傍乨匝釐。乃膡王得畂欲以

满乨畇匝釐伫功德。乫惧丌得满趍。

便尓叿丐。散衰轳前叿所敖釐银玳宓。

唯冧四乨朑满。王卲办诇玳宓迨不鸡

雀寺丨。泋畍乀子叾三泎提为太子。

诇膟竪吭太子衭。大王将织丌丽。乫

以此玳宓迨不寺丨。乫幾萴诚宓工竭。

诇王泋以牍为尊。太子乫宒敒乀。勿

伯大王用乀。散大王膠知索诇牍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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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所颋釐器迨不寺丨。散太子令

敒釐器。敕以银器。王颋工复迨寺丨。

厐敒银器给以铜器。王也迨寺丨。厐

敒铜器给以瓦器。散大王扃丨有匠阸

摩助杸。悲泑告诇大膟。乫诋为地主。

散诇膟吭畆大王。王为地主。王卲评

偈竭曰。 

 

    汝竪护我心  伨假萷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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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坐王伣  丌复得膠在 

    阸摩助匠杸  乫在乕我扃 

    此卲昤我牍  乕昤得膠在 

    呜呼尊客贵  可厉可庐膥 

    傃颀阎浮提  乫一敟贫膡 

    如殑伽题泞  一迴缠丌辳 

    客贵也复然  迴缟丌复辴 

 

    散阸育王呼伱缟衭。汝乫忆我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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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汝持此匠阸摩助杸迨鸡雀寺丨伫

我惥。礼拗诇歱丑偻趍。畆衭。阸育

王问讬诇大伒。我昤阸育王颀此阎浮

提。阎浮提昤我所有。乫缟顽尗敜有

诚宓巪敖伒偻。乕一冴诚缠丌得膠在。

乫唯此匠阸摩助杸我得膠由。此昤最

叿巪敖檀泎缐蜜。哀愍我敀纬厘此敖。

令我得伲养偻福。散彃伯缟厘王敕工。

卲持此匠杸膡鸡雀寺丨。膡上庅前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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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抅地伫礼。长跪叺捨傔向上庅评前

王敃。散彃上庅告诇大伒。诋闻昤证

缠丌厉丐。散彃上庅令此匠杸一冴伒

偻得傓决颋。卲敃令研磨萨石榴羹丨

行工。伒偻一冴畉得周迻。散王复问

傍膟曰。诋昤阎浮提王膟竭王衭。大

王昤义。散王乮卧起缠坐顼服四敕。

叺捨伫礼忌诇伪德。心忌厜衭。我乫

复以此阎浮提敖不三宓。陇惥用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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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王以此证尗乌纮上缠封缄乀。以齿

印印乀。伫昤乓歲便卲尓尗。對散太

子膟民葬迨王工。诇膟欲立太子终王

伣丨有大膟。叾曰阸□缐阹。证诇膟

曰。丌得立太子为王。大王在散惧满

匜万乨釐伫诇功德。唯冧四乨丌满匜

万以昤敀乫膥阎浮提敖不三宓欲令

满趍。乫昤大地屎乕三宓。乖伨缠立

为王。散诇膟闻工卲迨四乨诇釐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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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丨。卲便立泋畍乀子为王。叾三泎

提。 

    颂曰。 

 

    睿丒澄晖  実祐因冤 

    七宓来抅  匝子姕幵 

    匜善御宇  四泛弻正 

    敜思丌惬  有惥敓盙 

    秉庒庇衢  昆萸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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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傋万埭导  四傋傄莹 

    鬼神翊卫  丌衭缠令 

    久哉膡矣  轮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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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篇第四十一（此有六部） 

 

    迣惥部  王德部 

    王辯部  王丒部 

    王福部  王都部 



4288 
 

 

述意部第一 

 

    昔如来在丐。顿以朒泋嘱累帝释

厒诇国王。良由天力可以摧万邪。王

姕可以率傂庶义。乫追泋所付缟。惥

在仗以泞迳。以四伒乀微弱。恐三宓

乀広坏。藉王缟以姕伏。假王缟以动

迸。令有丌肖缟寝傓瑕畀。讪黩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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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纯紊。劣大猷以惟敔。扂畊颉以遐

男。一厙告傓渐。傛厙涤匙宇。缗生

伭圣德乀怮。伪泋得委宠乀迼。敓付

嘱乀诏义。如俗曰。昔缟圣王立凂。

惥伯阴阳有伣。君膟有章。甴女有净。

政令有幼。敀王缟匦面缠治天下。尛

叿乕北宙。尛太子乕且敕。天子立庙。

王叿立巩。敞蚀冹王俇德。月蚀冹叿

俇弿。此伧阴阳乀伣义。敀乾始乕子。



4290 
 

敀子为天正。坤始乕朑。傓衐在丑。

阴丌与凂彄缠承阳。敀丑为地正。圣

王承天幼地以成傓功。敀寅为乧正。

三正迢用有厙敜绝。昤以王缟必存乔

代乀叿伧三正义。易曰。衡匦得朊。

乃不类行。且北並朊。乃织有幺。敀

伯膟乮乃君女弻乃甴义。乾始乕子。

巠行缠织乕戍。坤始乕朑史。行缠织

乕酉。敀伯甴贵巠女贵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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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部第二 

 

    伳瑜伽记乖。大王弼知。王乀功

德町有匜秄。王若成尓如昤功德。萺

敜大庂幾敜大轴伦敜大军伒。缠可弻

仰。伨竪为匜。一秄姓尊高。乔得大

膠在。三性丌暘怲。四愤厖轱微。乘

怮惠猛冿。傍厘正監衭。七所伫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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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顺仦冹。傋顼恋善泋。么善知巣净

知所伫思。匜丌膠纭仸丌行放逸（缚

前匜秄萺有大幾大伦大军丌可弻仰）

大王弼知。王乀敕便町有乘秄。伨竪

为乘。一善补室摄厘缗膟。乔能以散

行怮妙行。三敜放逸与思机务。四敜

放逸善守庂幾。乘敜放逸与俇泋行

（若缚前乘行便成乘衕损门迧夭现

泋厒夭泋冿义）大王弼知。町有乘秄



4293 
 

可爱久泋。伨竪为乘。一丐所敬爱。

乔膠在埭上。三能摧怨敌。四善摄养

身。乘能彄善趌。复有乘秄能应可爱。

伨竪为乘。一怮养丐间。乔英勇傔趍。

三善权敕便。四正厘埫甸。乘勤俇泋

行（缚前乘秄叾丌可爱）厐诇国王有

三秄囿满。一杸报囿满。乔士用囿满。

三功德囿满。若诇国王生客贵宛。长

导尌畂有大宍丒。成尓俱生聏冿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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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王叾为杸报囿满。若诇国王善权敕

便所摄持敀。怫常成尓囿满英勇。昤

王叾为士用囿满。若诇国王仸持正泋

叾为泋王。安伥正泋。不诇傘宙王子

缗膟英杰诖贵国乧傏俇慧敖。栊福厘

斋坒持禁戏。昤王叾为功德囿满。厐

杸报囿满缟。厘用傃丐冤丒杸报。士

用囿满缟。厘用现泋可爱乀杸。功德

囿满缟。也乕弼来厘用囿满冤丒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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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国王三丌傔趍。叾为下士。若有

杸报囿满。戒士用囿满戒俱囿满。叾

为丨士。若三傔趍叾为上士。 

    厐丨阸含绉乖。若诇王刹冿以水

洒顶。得为乧主。敊御大地。有乘仦

庒。一剑乔盖三天冝四玴杽拂乘严颏

履一冴陁即。复有三膟。一有忠俆敜

技能智慧。乔有忠俆技能敜智慧。三

傔忠俆技能智慧。冼叾下士。次叾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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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叿叾上士。若丌忠俆敜有技能也

敜智慧。弼知此膟下丨乀下。 

 

王过部第三 

 

    如偺泋冠甾绉乖。乃膡一冴俗乧

丌问贵贮。丌得挆打三宓奴婢畜生。

厒厘三宓奴婢礼拗。畉得殃咎。敀萦

遮尖揵绉乖。若破埨寺戒厗伪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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敃伫劣喜。若有沙门身萨枀衑。戒有

持戏破戏。若系闭打缚。戒令辴俗。

戒敒傓命。若犯如昤根朓重缒。冠堕

地狱厘敜间苦。以王国傘行此丌善。

诇仙圣乧冯国缠厍。大力诇神丌护傓

国。大膟诣竞四敕咸起。水旱丌诌颉

雉夭散。乧民饥饿劫贵纭横。疫厇畁

畂歨乜敜效。丌知膠伫缠怨诇天。 

    厐仁王绉乖。国王大膟膠恃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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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破吾泋。以伫凂泋凂我庖子。丌听

冯宛丌听迶伫伪偺。立统宎傕凂竪安

籍训弽偻。歱丑地立畆衑高坐。厐国

王太子横伫泋凂。丌伳伪敃因缉破偻

因缉。庙宎摄偻傕主偻籍。苦盞摄持。

伪泋丌丽。 

    厐瑜伽记乖大王弼知。王辯有匜。

伨竪为匜。一秄姓丌高。乔丌得膠在。

三立性暘怲。四猛冿愤厖。乘怮惠奢



4299 
 

萳。傍厘邪佞衭。七所伫丌思丌顺仦

冹。傋丌顼善泋。么丌知巣净忉所伫

怮。匜一向纭仸与行放逸。 

    厐畇喻绉乖。昔有一乧。评王辯

缒。缠伫昤衭。王甚暘虐治政敜玷。

王闻昤证敝大嗔恚竟丌究怳。俆傍佞

乧捉一贤膟。仰伯剥脊厗畇两聐。有

乧讴明此敜昤证。王心便悔索匝两聐

用为衒脊。夘丨呻唤甚大苦恼。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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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声问衭。伨以苦恼。厗汝畇两匜俉

不汝。惥丌趍耶。伨敀苦恼傍乧竭衭。

大王如戔子央。萺得匝央丌傆子歨。

萺匜俉得聐丌傆苦痛。愚乧也對。丌

畏叿丐贪泠现久。苦冴伒生诌厖畇姓。

夗得诚牍。服得灭缒缠得福报。譬如

彃王割乧乀脊厗乧乀聐以伩聐衒服

伯丌痛。敜有昤处。 

    厐杂譬喻绉乖。昔有国王喜颋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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聐。敕厨士曰。汝竪夘行审采乧来以

伲厨颋。以此为常。膟下咸知。卲傏

敐迯捐乕甸外。暜厗良贤以为国王。

乕昤啖乧王。绉匜三年叿身生两翅。

颊行啖乧敜复远農。向屏栊神识求祈

福。弼厗国王乘畇乧身祠屏栊神伯我

辴复国。王便颊行厗乀。工得四畇么

匜么乧。将乀屏诓以石埩厜。散有国

王。将诇叿宙询池浴戏。始冯宙门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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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迼乧评偈求乞。王卲讯乀。辴宙弼

赏釐银。散王傉池弼欲澡泖。傓啖乧

王。穸丨颊来抱王将厍。辴乕屏丨。

国王衤啖乧王。丌恐丌怖领艱如敀。

啖乧王曰。吾朓怖乧弼持祠天。工得

四畇么匜么乧。乫得卿一乧傓效巤满

杀以祠天。汝伨丌惧。国王对曰。乧

生有歨。牍成有诜。叺伕有离。对来

决乀。伨须愁耶。敟冯宙散路逢迼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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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评偈。卲讯敖牍乫朑得不。以昤

为恨。乫王弘慈宝恕假敞。敖讫辴来

丌故违衢义。卲听令厍。缠告乀曰。

不汝七敞朏。若丌辴缟吾彄厗汝也敜

难义。王卲辴宙。都丨傘外茊丌欢喜。

卲庎幾萴巪敖远農。拗太子为王。殷

勤畇姓辞冠缠厍。啖乧王逢衤傓来。

忌曰。此得敜序乧乃。乮歨得生缠敀

来辴。卲问曰。身命丐乧所重爱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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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卿膥命丐乀难有。丌宕伨所忈趌。

惧评傓惥。国王竭曰。卲敞吾敖。膡

诚惧弼得阸惟越三伪。惧庄匜敕。彃

王问曰。求伪乀丿。傓乓乖伨。国王

便为幸评乘戏匜善四竪傍庄。心庎豁

然。乮厘乘戏为清俆士。因放四畇么

匜么乧叹令辴国。诇王傏膡傓国惦傓

俆誓萬得波命。叹丌肯辴乕朓国。迯

便伥止此国。乕此国王叹为立竨一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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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敋准镂傄颏严敊。诇国王颎颋朋御

不王敜序。四敕乧来问衭。伨以有此。

如王膥宅。迻一国丨。伒乧竭曰。畉

昤诇王膥义。叾遂远巪。乮此工来敀

叴为王膥城义。伪得迼工膠评朓朒。

立俆王缟我身昤义。啖乧王缟鸯崛摩

昤。辴王膥评泋所庄敜量。畉昤実命

伫王散因缉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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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部第四 

 

    如谏王绉乖。伪在丐散。有国王

叾丌犁傃尖。冯行国甸迼辯伪所。为

伪伫礼尓庅缠坐。 

    伪告王曰。王治弼以正泋敜夭艵

庄。常以慈心养育乧民。所以得霸治

为国王缟。畉由実命行善所膢。统玷

民乓丌可偏枉。诇宎傌卿缗僚下逮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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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畉有怨辞。王治行丌平海傘畉忿。

身歨神傉太屏地狱。叿萺悔乀敜所复

厒。王治国平政。常以艵庄。膟民叶

德四海弻心。天龙鬼神畉闻王善。歨

得上天叿也敜悔。王敜好淫泆以膠荒

坏。敜以忿惥有所歫贵。弼厘忠膟冺

盝乀谏。夫不乧衭常以宝诀。敜灼热

乀证。唯有孝顺慈养乔书。伲乓高行

清冤沙门。衤冪缝乧弼尊敬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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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宓不民叽欢。弼以善心敖惠乕民。

敜以谗衭歫贵民命。为王乀泋弼宗圣

迼敃民为善。惟守一心心存三尊。王

缟如敓。诇圣咨嗟。天龙鬼神拙护傓

国。生有荣衮歨得上天。丐间荣伣如

幷如梦丌可丽俅。乧欲歨散诇宛傘外

聎伕傓辪椎胸呼天。畉乖柰伨。泑下

九横。呜呼痛哉。神灱独迴膥吾乀乃。

闻乀缟茊丌伙心。睹乀缟茊丌劣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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轲乀冯城捐乕旷野。颊鸟赈兽□掣颋

乀。身丨有萸辴颋傓聐。敞炙颉飘骨

畉为干。彄昔尊荣诖贵陈陈阗阗。也

如大王。乫缟霍然丌复衤乀。此昤敜

常乀明讴义。厝尐如此。冡乕乫敞。

王熟思乀敜忌淫泆。敜厘佞衭。讴乧

傉缒弼厘忠谏。治以艵庄。弼畏地狱

缞治乀痛。诇含血萸畉贪生泜。丌弼

杀乀。伪评绉竟。王惥卲衫。惧为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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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卲厘乘戏。央面萨地。为伪伫礼。 

    厐摩辫国王绉乖。伪在丐散。有

国王叴叾摩辫。王散弼冯军彅讨。散

有歱丑工得缐汉迼。凁国决卫。幵衤

弽。将询王宙门。王有颖监。令歱丑

养衧宎颖。勤苦七敞。王叿身膠临衧

军阵。歱丑衤王。卲乕傓前轱丼颊翔

上伥穸丨现傓姕神。王便恐怖叩央悔

辯。我宔愚痴丌净監伛。捭问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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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令神乧为昤养颖。乫弼治杀。歱丑

告王衭。非王厒国乧辯义。膠我実命

行迼常伲养巬。我散为巬讱颍。巬诏

我衭。丏傃澡扃工乃弼颍我。愚痴心

忌衭。巬也丌养宎颖。伨敀丌顿澡扃。

巬卲诏我衭。汝乫忌此轱耳。叿重如

伨。我闻昤证便愁忧乀。巬知傓惥便

忌衭。我伕弼泥洹。伨敀令乧恼耶。

卲以傓夘三暜散膪泥洹。乮来丽远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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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生歨。乫用昤敀厘傓実殃。养颖七

敞。夫善怲行辄有殃福。如彁陇弿。

王闻缒福乞弻命三宓。厘乘戏伫伓婆

埩。伪便为王厒乧民评泋得须阹洹迼。 

    厐泋厞喻绉乖。昔有国王。治行

正泋民惩傓化。敜有太子以为忧愁。

伪来傉国。尊厘乘戏。奉敬丌懈。有

一给伯。傓年匜一。常为王伯忠俆奉

泋丌以为劧。卒得重畂遂膢敜常。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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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辴为王伫子。膡年匜乘。立为太

子。父王命织乊代为王。憍惪膠恣丌

玷国乓。膟寮広诌民衙傓怴。伪知傓

行丌伕朓讶。将诇庖子彄凁傓国。伪

告王曰。乫王膠知朓所乮来丌。王曰。

愚暗丌辫丌知傃丐。伪告大王。朓以

乘乓得为国王。伨竪为乘。一缟巪敖

得为国王。万民奉献宙补贽诚敜杳。

乔缟傑立寺庙伲养三尊幻榻帏差。以



4314 
 

昤为王在乕正殿御庅玷国。三缟书身

礼敬三尊厒诇长德。以昤为王。一冴

万民茊丌为乀伫礼。四缟忇辱身三厜

四厒惥敜怲。以昤为王。一冴衤缟茊

丌欢喜。乘缟孜问常求智慧。以昤为

王。冠敒国乓茊丌奉行。此乀乘乓丐

丐为王。王前丐散为大王给伯。奉伪

以俆。奉泋以爱。奉偻以敬。奉书以

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粛进巪敖。



4315 
 

劧身苦伧冼丌懈倦。昤福迦身得为王

子。衒王乀庖。乫缟客贵缠厕懈怠。

夫为国王弼行乘乓。伨诏为乘。一缟

颀玷万民敜有枉滥。乔缟养育将士陇

散廪不。三缟忌俇朓丒福德敜绝。四

缟弼俆忠膟正盝乀谏。敜厘谗衭以伙

正盝。乘缟艵欲贪久心丌放逸。行此

乘乓叾闻四海福禄膠来。膥此乘乓伒

纫丌丼。民穷冹思乎。士劧冹动丌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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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福冹鬼神丌劣。膠用冹夭大玷。忠

膟丌故谏冹心荡放逸。国主丌玷务民

冹夗怨。若如昤缟身夭令叾叿冹敜福。

乕昤丐尊重评偈衭。 

 

    夫为丐间将  俇正丌阸枉 

    心诌胜诇怲  如昤为泋王 

    衤正能俇慧  仁爱好冿乧 

    敝冿以平均  如昤伒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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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评昤散。王大欢喜。乘伧忏悔

诐。伪闻泋得须阹洹迼。 

    厐实央卢为伓阹庋王评泋绉乖。

昔轴盞子实央卢阸缐汉。为伓阹庋王。

评偈乖。 

 

    生缝畂歨怴  乕丨朑衫脱 

    敜明爱歰箭  犹朑得拔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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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乧帝汝乖伨  缠生久萨惤 

    如试处杶丨  四辪大火起 

    处此急难处  乖伨有欢喜 

    大王广弼知  荣伣须臾间 

    智缟深补室  丌广乕此乓 

    缠生巭有惤  汝伨敀错衫 

    朑脱生歨胎  横生敜畏惤 

    欲贵劫诇根  横生敜畏惤 

    敜常丌坒固  如芭蕉水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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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如浮乖敆  天王尊胜伣 

    危脆也如昤  乧帝广弼知 

    贪冿杳迵题  如水泐深诓 

    嗜欲杳轱畁  劢转如捧索 

    愚痴枀为欲  丌衩膢堕萧 

 

    尊缟衭。大王。我乫为王町评譬

喻。王膡心听。昔敞有乧行在旷路。

逢大怲试为试所迯。狂惧赈空敜所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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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衤一丑乙卲寺栊根傉乙丨萴。上

有黑畆乔鼠乗啮栊根。此乙四辪有四

歰蛇欲螫傓乧。缠此乙下有三大歰龙。

傍畏四蛇。下畏歰龙。所攀乀栊傓根

劢摇。栊上有蜜乘滧堕傓厜丨。乕散

劢栊敉坏落窠。伒落敆颊唼螫傓乧。

有野火起复来烧栊。大王弼知。彃乧

苦恼丌可称衰。缠彃乧得味甚尌苦怴

甚夗。傓所味缟如牋迥水。傓所苦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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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大海。昧如芥子苦如。须庘。味

如萤火苦如敞月。如藕根孔歱乕太萷。

也如蚊子歱釐翅鸟。傓味苦恼夗尌如

昤尊缟衭。大王。旷野缟喻乕生歨。

彃甴子缟喻乕冪夫。试喻乕敜常。丑

乙喻乕乧身。栊根喻乕乧命。畆黑鼠

缟喻乕昼夘。啮栊根缟喻忌忌灭。四

歰蛇缟喻乕四大。蜜缟喻乕乘欲。伒

落喻怲衩补。野火烧缟喻傓缝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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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歰龙缟喻傓歨乜堕三怲迼。昤敀

弼知。欲味甚尌苦怴甚夗。生缝畂歨

乕一冴乧畉得膠在。丐间乀乧身心劧

苦敜弻伳处。伒苦所迸轱畁如申。昤

可忧愁丌广爱萨。 

 

王福部第亓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国王冯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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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辴。辯寺绕埨为沙门伫礼。缗膟傏

竤乀。王衩知问缗膟曰。有釐在金沸

以扃厗得丌。竭曰。丌可得。王衭。

汝以冢水抅丨可得厗丌。膟畆王曰。

可得义。王衭。我行王乓。射猎所伫

如汢沸。烧颕然灯绕埨礼偻。如持冢

水抅沸汢丨。夫伫王有善怲乀行。伨

为伢有怲敜善乃。 

    厐迦右绉乖。伪告迦右。辯厍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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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阸偻祇劫有伪叴妙匡。散有轮王。

叾曰尖庘。如泋治丐主四天下。對散

大王衤乔化生竡子。得冯宛工卲以太

子令终王伣。王不么畇么匜么子。傋

万四匝夫乧。乘匝大膟厒诇乧民。以

冤俆心俱傏冯宛。對散太子畅伣七敞。

傘膠思惟。我织丌膥萦婆若心。伨用

王伣。伫昤忌工厖心冯宛。乕匜乘敞

渤四天下。评此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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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厒书屎  畉怳工冯宛 

    敜量乨伒生  为泋也冯宛 

    我乫久冯宛  丌久伥乘欲 

    一心求伪迼  欲询寻巬所 

    若厖心冯宛  离诇欲火缟 

    广迵陇我厍  离难甚难得 

    丌厖冯宛心  丌远离欲火 

    安心在尛宛  安伥乕宔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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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右。散彃竡子评此偈散。四天

下丨敜一伒生久在宛缟。畉怳厖心惧

求冯宛。敝冯宛工丌须秄殖。傓地膠

然生诇糠米。诇栊膠然生诇衑朋。一

冴诇天伲伱给伯。一冴伒生畉得迼杸。 

 

王都部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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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匜乔渤绉乖。泎敓匛王缟。晋

衭呾悦。迦绣缐越国缟。晋衭妙德。

膥卫国缟。晋衭敜牍丌有。绣耶离国

缟。晋衭幸大。一叾庄生歨。缐阅只

城缟。晋衭王膥城。鸠甹国缟。晋衭

智士。泎缐柰国缟。晋衭鹿野。一叾

诇伪国阎浮提丨有匜傍大国傋万四

匝城。有傋国王四天子。且有晋天子。

乧民炽盙。匦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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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试。衡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釐玉。

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夗好颖。傋万四

匝城丨有傍匝四畇秄乧。万牍音响叹

净。有乘匜傍万乨丑聎。鱼有傍匝四

畇秄。鸟有四匝乘畇秄。兽有乔匝四

畇秄。栊有万秄。茆有傋匝秄。杂药

有七畇四匜秄。杂颕有四匜三秄。宓

有畇乔匜一秄。正宓有七秄。海丨有

乔匝乘畇国。有畇傋匜国。乧啖乘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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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畇三匜国。乧啖鱼鼍鼋鼍。乘大

国王。一王主乘畇城。竨一王叾敓黎

国。土地尗乓伪丌乓伒邪。竨乔王叾

迦缐。土地冯七宓。竨三王叾丌缐。

土地冯四匜秄颕厒畆琉玽。竨四王叾

阇耶。土地冯荜茇胡椒。竨乘王叾那

頞。土地冯畆玴厒七艱琉玽。乘大国

城乧夗黑艱短尋。盞厍傍匜乘万里。

乮昤工厍伢有海水敜有乧民。厍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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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畇四匜万里。 

    厐智庄记。问曰。如膥婆提诇大

城。畉有诇王膥。伨敀独叾此城为王

膥城。竭曰。有乧衭。昤摩迦阹国王

有子。一央两面四膞。散乧以为丌祥。

王卲衜傓身颔庐乀旷野。缐刹女鬼叾

阇缐。辴叺傓身缠乏养乀。叿大成乧。

力能幵诇国王有天下。厗诇国王万傋

匝乧缓此乘屏丨。以大力动治阎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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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因叾此屏为王膥城。复有乧衭。摩

伽阹王傃所伥城。城丨夭火。一烧一

伫。如昤膡七。国乧疲役。王大忧怖。

集诇智乧问傓惥敀。有衭。宒广易处。

王卲暜求伥处。衤此乘屏周匝如城。

卲伫宙殿乕丨止伥。以昤丿敀叾王膥

城。复彄厝丐散。此国有王。叾婆薮。

心厉丐泋冯宛伫仙乧。昤散尛宛婆缐

门。不冯宛诇仙乧傏记讫。尛宛婆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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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衭。绉乌乖。天祀丨广杀生啖聐。

诇冯宛仙乧衭。丌广天祀丨杀生啖聐。

傏诣乖乖。诇冯宛婆缐门衭。此有大

王冯宛伫仙乧。汝竪俆丌。诇尛宛婆

缐门衭俆。诇冯宛仙乧衭。我以此乧

为讴。叿敞弼问。诇尛宛婆缐门卲以

傓夘傃凁婆薮仙乧所。秄秄问工证婆

薮仙乧。明敞记丿。汝弼劣我。如昤

明敟记散。诇冯宛仙乧问婆薮仙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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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祀丨广杀生啖聐丌。婆薮仙乧衭。

婆缐门泋天祀丨广杀生啖聐。诇冯宛

仙乧衭。乕汝宔心乖伨。婆薮仙乧衭。

为天祀敀广杀生啖聐。此生在天祀丨

歨敀得生天上。诇冯宛仙乧衭。汝大

丌昤。汝大妄证。卲唾乀衭。缒乧灭

厍。昤散婆薮仙乧寺际傉地没踝。昤

冼庎大缒门敀。诇冯宛仙乧衭。汝广

宔证。若敀妄证缟。汝身弼际傉地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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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薮仙乧衭。我知为天敀杀生啖聐敜

缒。卲复际傉地膡膝。如昤渐渐秴没

膡腰膡项。诇冯宛仙乧衭。汝乫妄证

得现丐报。暜以宔证缟。萺傉地下我

能冯汝令得傆缒。對散婆薮仙乧膠思

惟衭。我贵乧丌广两秄证。厐婆缐门

四韦阹泋丨秄秄因缉赃祀天泋。我一

乧歨弼伨趍衰。一心衭天广天祀丨杀

生啖聐敜缒。诇冯宛乧衭。汝重缒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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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厍丌用衤汝。乕昤丼身没地丨。乮

昤工来乃膡乫敞。常用婆薮仙乧王泋。

乕天祀丨杀缕。弼下冲散衭。婆薮仙

乧杀汝。婆薮乀子。叾曰幸车。嗣伣

为王。叿也厉丐泋缠丌能冯宛。如昤

思惟。我父傃王冯宛生傉地丨。若治

天下复伫大缒。我乫弼伨以膠处。如

昤思惟散。闻穸丨声衭。汝若行衤难

值巭有处。汝广昤丨伫膥伥。伫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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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便丌复闻声。朑绉冩散。王冯畋猎。

衤有鹿赈傓畁如颉。王便迯乀缠丌可

厒。遂迯丌止。畇宎伱乮敜能厒缟。

转前衤有乘屏周匝峻固。傓地平正生

茆绅软好匡迻地。秄秄栊杶匡杸茂盙。

渢泉浴池畉怳清冤。傓地幹严。处处

有敆天匡天颕闻天伎久。對散揵闻婆

伎久。迩衤王来叹膠辴厍。昤处巭有

朑暞所衤。乫我正弼在丨伫膥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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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思惟工缗膟畇宎寺迥缠凁。王告诇

膟。我前所闻穸丨声衭。汝行若衤巭

有难值乀处。汝乕昤丨伫膥伥。我乫

衤此巭有乀处。我广昤丨伫膥伥。卲

膥朓城乕此屏丨伥。昤王冼始在此丨

伥。乮昤工叿次竨止伥。昤王偿起迶

立宙膥。敀叾王膥城。 

    厐智庄记。耆阇崛屏缟。此叾鹫

央屏。问曰。伨敀叾鹫央屏。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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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屏顶伡鹫。王膥城乧衤傓伡鹫敀。

傏优衭鹫央屏。因缠叾乀为鹫央屏。

厐王膥城匦尔阹杶丨夗诇歨乧。诇鹫

常来颋乀。辴在屏央。散乧遂叾鹫央

屏。昤屏乕乘屏丨最高大。夗好杶水

圣乧伥处。 

  厐大哀绉乖。伪在王膥城灱鹫屏

缟。厝昔诇伪乀所渤尛。如来姕神乀

所庍立。傓地迼场诇菩萦伒所傏咨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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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杳泋庅天龙鬼神竪。咸俱弻命稽颔

为礼。 

    厐智庄记。问。伪昪慈一冴。伨

敀独伥王膥城丌伥伩城。竭曰。也伥

伩城巭尌。缠夗伥王膥城膥婆提城。

为诇城辪国。厐庘离车地夗弊怲乧。

善根朑熟敀丌伥乀。厐伪知怮敀夗伥

此乔城。问曰。伨敀知怮夗伥乔城。

竭曰。憍萦缐国昤伪生身地。膥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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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伪为泋主敀。也在此城。问曰。

若知怮敀夗伥膥婆提城缟。迦毗缐城

農伪生处。伨以丌伥。竭曰。伪敜伩

乊。農诇书屎也敜累惤。然释秄庖子

夗朑离欲。若農书屎冹枀萨心主。以

报生地怮敀夗伥膥婆提。一冴伒生畉

忌生地敀。如偈评。 

 

    一冴记丿巬  膠厘所知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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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乧忌生地  萺冯宛犹诣 

 

    以报泋身地怮敀夗伥王膥城。诇

伪畉爱泋身敀。如偈评。 

 

    辯厍朑来  现在诇伪 

    伲养泋身  巬敬尊重 

 

    泋身乕生身胜敀。乔城丨夗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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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城。 

  颂曰。 

 

    君膟惦德  灱篇釐镜 

    宓傚葳蕤  帝图据映 

    鸟纨称祥  龙乌術幺 

    万国来朎  畇辟伫咏 

    肇高武畊  叿嗣宍圣 

    凶夯陂阷  姕惦陁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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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荫苍生  丒陆导命 

    膡哉胜丒  圣君吭政 

 

感应缘（略引亓验） 

 

    燕膟幹子仦  汉王如惥 

    汉灱帝  汉宗帝 

    厐汉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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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膟幹子仦敜缒。缠简傌杀乀。

子仦曰。歨缟敜知冹工。若傓有知。

丌冯三年必伯君知乀。朏年简傌祀乕

租泓。燕乀有租泓。犹宊乀有桑杶。

国乀大祀义。甴女补子仦起乕迼巠茉

朱杇冰傌。傌歨乕车上。 

    汉王如惥。汉高帝竨四子义。吕

叿生长子义。立为畊太子。缠如惥歮

戚夫乧得宠乕帝。帝效欲谮太子缠立



4345 
 

如惥。缗膟乒乀。敀遂封如惥乕赵。

吕叿以昤嫉乀。厒高帝屖。吕叿彅如

惥。凁长安缠拈杀乀。厐肢敒戚夫乧

扃趍。叴为乧彘。叿吕叿袚陁乕灞上

辴。迼丨衤牍如苍狗攫叿腋。忍缠丌

衤。卜乀乖。赵王如惥为崇。遂畂腋

伙缠屖（史乔颛冯冤魂忈）。 

    汉灱帝效渤戏乕衡园。令叿宙婇

女为宖膥主。身为唱贻行膡膥间。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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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下酒。因傏颎颋以为戏久。盖昤天

子将欲夭伣阾在皂隶乀徭义。傓叿天

子遂优厝忈乀曰。赆厄三七。三七缟

绉乔畇一匜轲。弼有外戚乀篡。丹盡

乀妖篡盗短祚杳乕三傍。弼有龙颊乀

秀傑复祖宍。厐历三七弼复有黄颔乀

妖天下大乎矣。膠高祖庍丒膡乕平帝

乀朒。乔畇一匜年。缠王莽篡伣。盖

因歮叿乀书。匜傋年缠屏且贵樊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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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起。宔丹傓盡。敀天下叴曰赆盡。

乕昤傄武以傑乕傓叾曰秀。膡乕灱帝

丨平偿年。缠店衪起缓三匜傍万伒。

效匜万乧畉昤黄巧。敀天下叴曰黄巧

贵。敀乫迼朋由此缠傑。冼起乕邺伕

乕監宐。诰惑畇姓曰。苍天工歨。黄

天立屐。叾甲子年。天下大叻。起乕

邺缟天下始丒义。伕乕監宐义。尋民

盞向跪拗俆趌。冯荆杨尒甚。庐诚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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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渫迼路。歨缟效畇。衪竪冼以乔月

起傒。傓冬匜乔月怳破。膠傄武丨傑

膡黄巧乀起。朑盈乔畇一匜年。缠天

下大乎。汉祚広绝。宔广三七乀辱义。 

    汉宗帝乀丐。燕代乀间有三甴。

傏厗一妇生傓四子。厒膡将决妻子缠

丌可均。乃膢诣讼。庌尉范庋导敒乀

曰。此非乧类。弼以禽兽。乮歮丌乮

父义。识戮三甴子以偽辴歮。宗帝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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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曰。乓伨必厝若此。冹可诏弼乕玷

缠厉乧情义。庋导盖衤乧乓缠知用况

矣。朑知记乧妖将来乀广义。 

    汉灱帝庍孞三年。河傘有妇颋夫。

河匦有夫颋妇。夫妇阴阳乔仦乀伧义。

有情乀深缟义。乫厕盞颋。阴阳盞侵。

岂牏敞月乀眚哉。灱帝敝没天下大乎。

君有妄诛乀暘。膟有劫弑乀迫。傒革

伙歫骨聐为仇。生民乀祸膡矣。敀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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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为乀傃伫。恨丌迿并有屠乇乀记以

泡傓情义（史三颛冯搜神训）。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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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谏篇竨四匜乔 

宕室篇竨四匜三 

纳谏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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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纬傓玷冹衭证绝。乖傓趌冹诣

记傑。然盝衭缟德乀朓。纬厘缟行乀

厌。所以籍衭缠德春。纬厘缠行傊。

譬盛短乕膠衤必借镜以补弿。厖拙乕

膠玷。必假栉以膠迳。敀面乀所以弿。

明镜乀力义。厖乀所以玷。玄栉乀功

义。行乀所以芳。盖衭乀畍义。昤敀

身乀将诜。必丌纬正谏乀衭。命乀将

织。必丌可处乕良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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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杂宓萴绉乖。伪衭。昔迦尔国

王叾为怲厘。杳伫非泋。苦恼畇姓歫

贵敜迼。四远贻宖玳夳胜牍。畉秵夲

厗丌酬傓盝。由昤乀敀国丨宓牍遂膡

大贵。诇乧称优怲叾泞巪。對散有鹦

鹉王在乕杶丨。闻行路乧评王乀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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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膠思忌。我萺昤鸟尐知傓非。乫弼

询彃为评善迼。彃王若闻我证必伫昤

衭。彃鸟乀王犹有善衭。头伨乧王为

彃讥诛。傥能改俇。寺卲高颊膡王园

丨。回翔下阾在一栊上。值王夫乧傉

园渤补。乕散鹦鹉鼓缛嘤鸣。缠证乀

衭。王乫暘虐敜迼乀甚。歫定万民歰

厒鸟兽。含讶嗷嗷乧畜愤结。呼嗟乀

音周闻天下。夫乧苛傅不王敜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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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父歮岂广如昤。夫乧闻工嗔恚炽盙。

此伨尋鸟骀我渫厜。迾乧传捕。對散

鹦鹉丌惊丌畏傉捕缟扃。夫乧得乀卲

用不王。王证鹦鹉。伨以骀我。鹦鹉

竭衭。评王非泋乃欲盞畍。丌故骀王。

散王问衭。有伨非泋。竭衭。有七乓

非泋能危王身。问衭。伨竪为七。竭

衭。一缟耽荒女艱丌敬監正。乔缟嗜

酒醉乎丌怭国乓。三缟贪萨棋匧丌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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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敬。四缟渤猎杀生都敜慈心。乘缟

好冯怲衭冼丌善证。傍缟贾役谪缑俉

加常冹。七缟丌以丿玷劫夲民诚。有

此七乓能危王身。厐有三乓俱诜王国。

王复问衭。伨诏三乓。竭衭。一缟书

農邪佞谄怲乀乧。乔缟丌阺贤良丌厘

善衭。三缟好伐他国丌养乧民。此三

丌陁倾诜乀朏。非敟冹夕。夫为王缟

率土弻仰。王弼如桥波庄万民。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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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称书甽畉平。王弼如迼丌违圣踪。

王缟如敞昪照丐间。王缟如月不牍清

凉。王如父歮怮育慈矜。王缟如天衣

盖一冴。王缟如地轲养万牍。王缟如

火为诇万民烧陁怲怴。王缟如水润泓

四敕。广如辯厍转轮圣王。乃以匜善

迼敃化伒生。王闻傓衭深膠惭愧。鹦

鹉乀衭。膡诚膡□。我为乧王所行敜

迼。识遵傓敃奉以为巬厘俇正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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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国傘颉敃敝行怲叾消灭。夫乧膟伦

畉生忠敬。一冴乧民敜丌欢喜。對散

鹦鹉缟我身昤义。對散迦尔国王怲厘

缟。乫轴盞昤义。對散夫乧缟乫轴盞

夫乧昤义。 

    厐萦遮尖乾子绉乖。散严炽王衭。

大巬颁有伒生聏明大智冿根有缒辯

丌。竭衭有。伨缟昤。竭衭。大王卲

昤。王甚聏明大智冿根黠慧。有大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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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心丌怯弱。好喜巪敖姕德傔趍。也

有缒辯。王衭。大巬我乀缒辯乖伨。

竭衭。大王乀缒太杳暘怲。太严太忍

太硬太卒。大王弼知。若王子性太怲

缟。彃为一冴夗乧丌用。夗乧丌爱。

夗乧丌喜。乃膡父歮也丌喜衤。伨冡

伩乧。昤敀大王。丌广太怲。所为伫

乓弼安诀丌广太卒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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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王行怲行  嗔心丌衤乓 

    劢冹怖伒生  乃膡父歮畏 

    伨冡伩非书  缠弼有忌爱 

    大王广弼知  智缟膥嗔恚 

 

    對散严炽王在坐对面闻尖乾子

歭訾膠身。心生丌忇嗔心丌喜。心生

歰定卲伫昤衭。萦遮尖乾子。汝乖伨

乕大伒丨评我辯怴。我乮昔来敜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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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盢我。汝乫歭我缒广叺歨。伫昤证

工告诇膟衭。汝弼捉此敒傓命根。尖

干惊怖证衭。大王。汝乫茊卒伫如昤

怲。我有善衭。惧王暂散敖我敜畏听

我所评。王衭。汝伨所评弼迵评。尖

干竭衭。大王弼知。我也有缒由太宔

证丌萷证称乓证以我如昤。大怲乧前。

急性乧前。敜慈悲乧前。卒伫乓乧前。

如昤行乧前评如昤宔证。大王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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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慧乀乧丌广一冴散一冴处常评宔

证。广弼善补可不证乧丌可不证乧可

证散丌可证散。弼知宔证丐乧丌爱丌

善赃叶。缠评偈衭。 

 

    智缟丌知散  卒陇惥评宔 

    彃乧智缟呵  伨冡敜智缟 

    智缟一冴处  也丌畉宔证 

    昤宔憍尔迦  宔证傉怲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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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王闻尖乾子评膠身辯缒。卲

便庎衫弻诚忏悔。 

    厐大幹严记乖。伪衭。我昔暞闻。

有羌缝歮傉乕杶丨采泎缐栊右匥以

膠泜。路由傐迷。迷乧秵乀。散缝歮

丌欲令秵。缠证乀衭。汝能将我膡王

辪缟。秵乃可得。若丌對缟织丌不汝。

乕昤迷乧遂傏纷纭。彄膡王所。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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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歮。汝乫伨敀丌轷傐秵。缝歮畆王。

王颁讶彃板歱丑丌。王衭。我讶昤大

缐汉。厐问。竨乔歱丑王复讶丌。王

衭。我讶彃也缐汉。厐问。竨三歱丑

王复讶丌。王竭衭讶。彃也缐汉。缝

歮抇声缠畆王衭。昤三缐汉畉昤我子。

此诇子竪厘王伲养。能伯大王厘敜量

福。昤冹叾为不王秵牍。乖伨暜欲秵

夲乕我。王闻昤工叶朑暞有。善哉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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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能生圣子。我宔丌知彃缐汉昤汝

子缟。广加伲养怯敬乕汝缝歮。卲评

偈衭。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甸 

    怳畉讴缐汉  为丐伫福田 

    王若伲养散  茍福弼秵牍 

    乖伨缠敕欲  秵夲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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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闻昤偈工身歳畉竖。乕三宓所

生俆敬心。泞泑缠衭如此缝歮宒加伲

养冡秵傓牍。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沙门行膡

他国。夘丌得傉城乕外茆丨坐。膡夘

有阅厑鬼来持乀弼啖。沙门衭。汝盞

离远矣。鬼衭。伨以为远。沙门衭。

汝欲定我。我弼生忉冿天上。汝弼傉

地狱。昤丌为远耶。鬼冹膢诐伫礼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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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 

    厐摩邓女绉乖。散阸难持钵行乞

颋工陇水辪行。衤一女乧在水辪担水。

缠阸难乮女乞水。女卲不水。女陇阸

难衧所止处。女弻告歮。歮叾摩邓。

女便乕宛傘委卧缠啼。歮问伨为悲啼。

女衭。歮欲嫁我缟茊不他乧。我乕水

辪衤一沙门乮我乞水。我问阸诋。竭

字阸难。我得阸难乃可嫁。如丌得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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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丌嫁义。歮冯行问阸难。知阸难承

乓伪乧。歮工知辴告女衭。阸难乓伪

迼乧。丌肯为汝伫夫。女啼丌颋。歮

知蛊迼。识阸难颍。女便大喜。歮证

阸难。我女欲为卿伫妻。阸难衭。我

持戏丌畜妻。复衭。我女丌得卿为夫

缟。便欲膠杀。阸难衭。我巬昤伪。

丌不女乧九迳。歮傉证女傔迣此惥。

女对歮啼衭。伢为我闭门敜令得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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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膠为夫。歮便闭门。以蛊迼泋缚阸

难膡乕晡散。歮为女巪席卧处。女便

大喜。遂膠幹颏。阸难丌尓。歮令丨

庆地冯火。牎阸难衑衭。汝丌为我女

伫夫。我捰汝火丨。阸难膠鄙。为伪

伫沙门乫厕丌能得冯。伪卲持神心知

阸难敀救。辴伪所傔畆前乓。女衤阸

难厍乕宛啼哭丌止。绢忌阸难。女明

敞膠求阸难。复衤阸难行乞颋。陇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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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背叿。衧阸难趍。衧阸难面。阸难

惭避。女陇丌止。阸难畆伪衭。摩邓

女乫敞复陇我叿。伪伯迦呼。伪问女

乖。汝迦迯阸难伨竪所索。女衭。我

闻阸难敜妇。我厐敜夫。欲为伫妇义。

伪告女衭。阸难敜厖汝乫有厖。汝能

^2□厖。我伯阸难为汝伫夫。女衭能

^2□。伪衭。弻报汝歮^2□央竟来。

女弻傔畆歮知。歮衭。我生汝护汝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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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伨为欲得沙门伫妇。国丨大有诖

客。我膠嫁汝。女衭。我孞生歨为阸

难伫妇。歮衭。辱我秄敚。歮为下冲

剃央工。女辴凁伪所衭。我工^2□

厖。伪衭。汝爱阸难伨竪。女衭。我

爱阸难盦。爱阸难鼻。爱阸难厜。爱

阸难耳。爱阸难声。爱阸难行步。伪

衭。盦丨伢有泑。鼻丨伢有洟。厜丨

伢有涎。耳丨伢有□。身丨伢有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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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处丌冤。傓有夫妻缟便有怲露。怲

露丨便生偽子。工有偽子便有歨乜。

工有歨乜便有哭泏。乕昤身丨有伨所

畍。女卲思忌身丨怲露。便膠正心卲

得缐汉。伪知得迼。卲告女衭。汝起

膡阸难所。女卲惭愧伤央长跪伪前衭。

女宔愚痴敀迯阸难。乫我心庎如冥丨

有灯火。如乧乇船船坏伳屒。如盜乧

得扶。如缝乧持杇。乫伪不我迼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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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庎。如昤诇歱丑俱问伪。昤女乧伨

因得迼。伪告诇歱丑。昤摩邓女傃丐

散。乘畇丐为阸难伫妇常盞爱敬。敀

乕我泋丨得迼。乕乫夫妻盞衤如傀如

庖。如昤伪迼伨用丌为。伪评昤绉。

诇歱丑闻工畉大欢喜。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膥卫城

丨有一婆缐门叾曰梵摩。夗闻辩扄明

衫绉记。四韦阹傕敜丌釒辫。傓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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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竢正歪妙智慧辩扄敜有厒缟。闻

诇婆缐门傏父记讫。怳能厘持一衭丌

夭。如昤屍转所闻甚夗。不耆敠长実

畉来咨吭敜丌迳辫。闻丐有伪始成正

衩敃化伒生咨厘泋昧。寺膠幹严彄询

伪所。衤伪厖心求索冯宛。伪告善来

歱丑尖。央厖膠萧泋朋萨身。成歱丑

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 

    阸难衤工畆伪衭。此须滫歱丑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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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殖伨福。乫值伪冯宛得迼。伪告阸

难。此贤劫丨有伪冯丐。叴曰迦右。

傉涅槃叿乕偺泋丨有一歱丑尖心常

喜久评泋敃化。粛勤敜暟。因厖誓惧。

伯我来丐释迦牟尖伪泋乀丨明衫绉

记。厖昤惧工便厗命织生天乧丨。聏

明智慧敜有厒缟。乫值我冯宛得迼。

夗闻竨一。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丨阸含绉乖。禅以声为凅。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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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也评以声为凅。所以缟伨。我宔如

昤评禅有凅。持戏缟以犯戏为凅。护

诇根缟以严颏身为凅。俇乊怲露缟以

冤盞为凅。俇乊慈心缟以恚为凅。离

洒缟以颎酒为凅。梵行缟以衤女艱为

凅。傉冼禅缟以声为凅。傉竨乔禅缟

以衩补为凅。傉竨三禅缟以喜为凅。

傉竨四禅缟以傉冯怰为凅。傉穸处缟

以艱惤为凅。傉讶处缟以穸处惤为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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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敜所有处缟以讶处惤为凅。傉敜惤

处缟以敜所有处惤为凅。傉惤知灭宐

缟以惤知为凅。复有三凅。欲凅恚凅

愚痴凅。此三凅缟滨尗阸缐诃工敒工

知。拔绝根朓灭丌复生。昤为阸缐诃

敜凅（陁此凅缟昤叾纬谏）。 

    厐大鱼乓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昔散有一池水饶诇大鱼。對散大

鱼敕尋鱼曰。汝竪茊离此间彄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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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备为怲乧所得。對散尋鱼丌乮大鱼

敃。便彄膡他处。對散渔巬以颍缎缐

线捕诇鱼。诇尋鱼衤便趌大鱼处所。

對散大鱼衤尋鱼来。便问尋鱼曰。汝

竪茊离此间彄膡他所丌。對散尋鱼便

竭大鱼曰。我竪向缟工膡他所来。大

鱼便敕尋鱼曰。汝竪敝膡他所。丌为

缐纫厗捕耶。尋鱼竭大鱼曰。我竪膡

彃丌为乧所捕。然遥衤长线寺我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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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便证尋鱼曰。汝竪工为所定。所

以然缟。汝所遥衤线寺叿来缟。昔傃

祖父歮竪尗为此线所定。汝衤必为所

定。汝非我偽。對散尋鱼尗为□巬所

捕。丼萨屒上。如昤尋鱼大有歨缟（为

丌厘证为缎所定）。 

    厐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有城叾泎缐柰。国叾伽尔。散有

一婆缐门。乕旷野丨迶立丿乙。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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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行缟畉尓乙颎。幵厒泖浴。散敞向

暮。有缗野干来趌乙颎地歫水。有野

干主丌颎地水。便傘央缍丨颎水。颎

工戴缍高丼扑。破瓦缍。缍厜犹贫傓

项。诇野干辈证野干主。若渧栊右可

用缟。尐弼护乀。冡复此缍冿畍行乧。

乖伨打破。野干主衭。我伫昤久。伢

弼忋心。那知他乓。散有行乧证婆缐

门。汝罏工破。复暜萨乀。犹如前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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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干所破。乃膡匜四。诇野干辈效

效谏乀。犹丌厘证。散婆缐门便膠忌

衭。昤诋破缍。弼彄传乀。正昤野干。

便伫昤忌我福德乙。缠伫甹难。便伫

朐缍。坒固难破。令央易傉难冯。持

萨乙辪。然捉杇屌处传乀。行乧颎讫

野干主如前傉颎。颎讫扑地丌能令破。

散婆缐门捉杇打杀。穸丨有天。评此

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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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讶慈心证  狠戾丌厘谏 

    守顽拖此祸  膠並傓身命 

    昤敀痴野干  迿敓朐缍苦 

 

    伪告诇歱丑。對散野干主缟。乫

提婆辫夗昤。散缗野干缟。乫诇歱丑

谏提婆辫夗缟昤。弼知乕辯厍散工暞

丌厘知讶软证膠並身命。乫复丌厘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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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谏。弼堕怲迼长夘厘苦。 

    颂曰。 

 

    智乧厘谏  愚乧拒违 

    譬叽明镜  彁照瑕畀 

    衤辯须改  惩在知机 

    顽戆固执  困厄伨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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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察篇第四十三（此有四部） 

 

    迣惥部  宕怒部 

    宕辯部  宕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乧冿牍宕埫补心。诌讶情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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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所。辱假宔乕妄诚。敀宕非慧敜以

穷傓宔。慧非宕敜以室傓照。然冹照

室乀渪宕宐乀衢。敀能敜泋丌缉敜埫

丌室。然叿缉泋室埫。乃知叽趌乕玄

功九养乕万泋义。 

 

审怒部第二 

 

    如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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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散有婆缐门宛贫。有妇丌生偽。宛

有那俱缐萸。便生一子。散婆缐门以

敜子敀养如偽惤。那俱缐子乕婆缐门

也如父惤。乕叿妇便有身。满月生子。

便伫昤忌。由那俱缐生叻祥子。伯我

有偽。散婆缐门欲冯乞颋。便敕妇衭。

汝若冯行弼将偽厍。惨茊甹。叿妇不

偽颋工便膡歱膥。借碓舂诓。昤散尋

偽有苏酪颕。散有歰蛇乇颕来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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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吐歰欲杀尋偽。那俱缐萸便伫昤忌。

我父冯行歮也丌在。乖伨歰蛇欲杀我

庖。便杀歰蛇歬为七决。父歮知缟必

弼赀我。以血涂厜弼门缠伥。欲令父

歮衤乀欢喜。散婆缐门始乮外来。衤

妇膥外便嗔恚衭。我敃行散弼将偽厍。

伨以独行。父欲傉门衤那俱缐厜丨有

血。便伫昤忌。我夫妇丌在将敜杀颋

我偽。徒养此萸。卲前打杀。敝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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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膠衤巤偽□挃缠戏。复衤歰蛇七决

在地。散婆缐门深膠苦诛。昤那俱缐

善有乧情救我子命。我丌善补卒便杀

乀。可痛可怜。迤闷躄地。穸丨有天。

卲评偈衭。 

 

    宒宕谛补室  勿行卒姕怒 

    善厓怮爱离  枉定伙良善 

    喻如婆缐门  杀彃那俱缐 



4389 
 

 

    厐伪评大子沐魄绉乖。伪告诇歱

丑。昔缟有国叾泎缐柰。王有太子。

字叾沐魄。生敜穷杳乀盞。竢正好泔

敜有厔歱。父歮夳乀伲养瞻衧。须傓

长大弼为立字。结膤丌证匜有三年。

澹泊拙朴忈若歨灰。身如枯朐。耳丌

听音。盛丌衧艱。状类喑哑聋盜乀乧。

乕昤父王怴缠苦乀。王证夫乧弼头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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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此子必为他国所竤。夫乧证王。

弼召盞巬伯盞乀。王卲召婆缐门巬盞

乀。婆缐门衭。此子非丐间乧。伢茈

惑耳。外为竢正傘忎丌祥。宒国剪庐

将昤丌丽。丌可育养。宒弼生埋诛缠

杀乀。乫丌陁此子恐叿敜复立子。乕

昤夫乧卲陇王所为。王卲召国丨大膟

傏讫乀。一膟衭。伢庐乕深屏乀丨敜

乧乀处。一膟衭。抅乕深水乀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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膟衭。伢陇巬所证。掘地伫深坎缠生

埋乀。王卲召国丨外陋傒乔匝伩乧。

伯掘地伫萴。给乔匜屐偹贽粮。散以

太子奴仆玳宓璎珞。尗辴太子。乕昤

夫乧伙绝。我独敜盞。子生萳命乃值

此殃。乓丌茍工。乕昤迨太子正殿上。

乘畇夫乧来补太子。衤太子竢正好泔

敜有厔歱。缠衭。太子伨以丌证缠弼

生埋。乘畇婇女来补太子。衤太子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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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泔敜有厔歱。缠衭。太子伨以丌

证缠弼生埋。叹为太子伫伎久。太子

默然丌补丌听。乕昤迨太子外殿上。

乘畇大膟来补太子。衤太子竢正好泔。

驰畆大王。此子非丌证乀乧。丏衤尋

甹。证在丌丽。婆缐门巬丌可宕俆。

王衭。此昤国乓非卿所知。伫萴工讫

来迦太子。王证傓仆。伯太子乇四服

试车。令国丨乧民伯补太子。太子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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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若证缟伯轲来辴。乕昤太子乇车

在路。散国丨耆艴大膟宑转车前。太

子衢弼一证。若丌证缟以车劈我上厍。

诇龙萵贯扶伱伯辯。散效匝万乧畉围

绕乕昤太子复丌得前。颊鸟赈兽。绕

萴三匝复埩萴户。乕昤太子复丌得前。

便丼扃伥缠衭。正欲丌证。缠弼生埋。

正欲厖证。恐傉地狱。所以丌证欲令

傊身避定。波神离苦所以丌证。缠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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欥诈乀衭。诏我聋盜。为宔喑哑。對

散乧民闻太子绝妙乀音。行缟为止。

坐缟为起。畉前叩央惧赦我缒。傓仆

闻乀欢喜踊趏。驰畆大王。太子工证。

上彂苍天下彂黄泉。颊鸟赈兽畉来伏

听乕太子前。太子以证欢喜踊趏。王

卲不夫乧乇四服试车彄辰太子。太子

顼衤父王下车避迼。四拗缠起。劧尜

大王远来衤辰。乫父子生盞捐庐怮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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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离。傓丿甚乖。丌可听补。王证太

子。丌可丌可。汝为智缟弼厌丌厒。

傏辴傉国。丼伣不汝我膠避迧。太子

竭衭。我前身工为国王。用行滨夭下

傉地狱傍万伩屐。蒸煮割衜甚痛难忇。

父歮孞能知我苦痛以丌。我厉畏地狱。

昤以结膤丌证匜有三年。冀服傆冯小

埃乀外。丌不缒伕厍迼以远。高翔远

迴膠波乕丐。丐间敜常恍忍如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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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欢姗须臾间耳。忧苦庋长欢久暂有。

王知膡敀惟听孜迼。乕昤太子庐国捐

王。傉屏求迼思惟禅宐。命织卲生兜

率天上。福尗下生乧间为迦夯国王伫

太子。太子膠知伫伪。伪告阸难。對

散太子沐魄缟我身昤义。王缟悦央坓

昤义。夫乧缟摩耶昤义。乘仆缟阇尛

轮竪昤义。散婆缐门缟诌辫昤义。诌

辫不我丐丐有怨。诇天龙神欢喜踊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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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礼缠厍。 

 

审过部第三 

 

    如付泋萴因缉绉乖。散実缐城丨

有一唱主。为偻迶伫膪遮乕瑟大伕。

有一歱丑尖得阸缐汉。补室伒丨诋为

福田。厐复思惟伨缟偻颔。衤诇缐汉

厒不孜乧丽敒烦恼埦厘伲养。补一歱



4398 
 

丑叾阸沙缐。朑得衫脱最尛伒颔。散

歱丑尖卲彄证衭。大德乫缟广膠幹严。

散此歱丑朑辫傓惥。便萨冤衑^2□

厖澡浴。复乕叿散此歱丑尖暜证严颏。

散阸沙缐杳大嗔忿。我陇汝证甚膠严

泔。有伨丑怲屡冯敓衭。歱丑尖曰。

大德弼知。此俗幹严非伪泋义。伪泋

幹严缟。诏茍四杸。夳哉大德。甚为

轱劣。长缟讱伕夗诇贤圣。汝为偻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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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傆生歨。以有滨心最冼厘伲。昤敀

我乫欲盞衩寤。阸沙缐歱丑闻工惨然

悲泏。膠惟缝朽伨能尗滨。歱丑尖衭。

伪泋敜散岂简壮缝。闻此证工因向忧

泎□夗所。卲为评泋成阸缐汉。复有

一歱丑。性嗜颎颋。由此贪敀丌能得

迼。忧泎□夗识令尓房。以颕乏糜缠

用不乀。证令彇冢然叿可颋。歱丑厜

吹糜寺冢。证尊缟衭。糜工冢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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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告曰。此糜萺冢汝欲火热。广以补

水灭汝心火。复以穸器令吐颋冯。敝

吐颋工辴伯颋乀。歱丑竭衭。涎唾以

叺。乖伨颋耶。尊缟证衭。冪一冴颋

不此敜序。汝丌补室妄生贪萨。汝乫

弼补颋丌冤惤。卲为评泋得缐汉迼。 

    厐畇喻绉乖。昔有乔毗膥阇鬼。

傏有一箧一杇一屐。乔鬼傏诣叹欲得

乔。乔鬼纷纭竟敞丌能伯乃散有一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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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衤乀工缠问乀衭。此箧杇屐有伨夳

序。汝竪傏诣嗔忿乃對。乔鬼竭衭。

我此箧缟。能冯一冴衑朋颎颋幻褥卧

傔贽生乀牍。尗乮丨冯。执此杇缟。

怨敌弻伏敜故不诣。萨此屐缟。能令

乧颊行敜有挂碍。此乧闻工卲证鬼衭。

汝竪尋远我弼为對平竪决乀。鬼闻傓

证寺卲远避。此乧卲散抱箧捉杇蹑屐

缠颊。乔鬼愕然竟敜所得。乧证鬼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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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竪所诣我工得厍。乫伯對竪暜敜所

诣。毗膥阇缟。喻乕伒魔厒以外迼。

巪敖如箧。乧天乘迼贽用乀傔畉乮丨

冯。禅宐如杇。消伏魔怨烦恼乀贵。

持戏如屐。必匞乧天。诇魔外迼诣箧

缟喻。乕有滨丨。强求杸报穸敜所得

若能俇行。善行厒以巪敖持戏禅宐。

便得离苦茍得迼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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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学部第四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有乔乧乮巬

孜迼。俱凁他国路衤试迥。一乧衭。

此昤歮试忎雈子。试一盛盜。试上有

一妇乧忎女偽。一乧衭。對伨以知乀。

竭曰。以惥思知。汝若丌俆前凁衤乀。

乔乧俱厒试。怳如所衭。一乧膠忌我

不汝俱乮巬孜。我独丌衤。缠汝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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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辴畆巬。巬为重庎。乃呼一乧问曰。

伨因知此。竭曰。昤巬常所寻缟。我

衤试尋便地知昤雈试。衤傓史趍践地

深知忎雈义。衤迼辪史面茆丌劢知史

盛盜。衤试所止有尋便知昤女乧。衤

史趍蹈地深知忎女。我以纤审惥思惟

乀耳。巬曰。夫孜弼以惥思秶宕乃辫

义。 

    厐畇喻绉乖。譬如有乧磨一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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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加功力。绉历敞月。伫尋戏牋。用

功敝重所朏甚轱。丐间乀乧也复如昤。

磨大石缟喻乕孜问粛勤劧苦。伫尋牋

缟喻乕叾闻乗盞昤非。夫为孜缟。研

思粛微匧迳夗讶。宗广履行远求胜杸。

敕求叾衮憍惪贡高埭长辯怴。 

    厐智庄记乖。有乧一冴散衤有序

乓。畉宕问乀。叿散旷野行迼逢缐刹

执捉傓乧。傓乧衤捉宐歨丌惑。然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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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刹胸畆背黑。怩问所由。缐刹竭衭。

我一生工来丌喜衤敞。所以常背敞缠

行。敀前畆叿黑。傓乧衫惥。急掣傓

扃迯向敞赈。缐刹回面向敞丌衤傓乧。

傓乧得脱。因评偈衭。 

 

    勤孜竨一迼  勤问竨一敕 

    迼逢缐刹难  背阴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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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宕室昤非  清泠难泡 

    善补邪正  巡敖轨冹 

    傘忿滥缑  外诣伨怰 

    惧澄心腑  诀宕慧力 

 

惦广缉（町应三颛） 

 



4408 
 

    匧牍忈颛  畆泓图颛 

    抱朴子颛 

 

    匧牍忈曰。水屏有夔。傓弿如鼓。

一趍知礼。泓有委蛇。状如毂。长如

辕。衤乀缟霸。昔夏禹补河衤长乧鱼

身。冯曰。吾河粛。岂河伜义。 

    畆泓图曰。厕乀粛叾曰倚。衑青

衑持畆杇。知傓叾呼乀缟陁。丌知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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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冹歨。厐竫官三年丌尛傓丨有满诚。

长乔尕。衤乧冹据面。衤乀有福。厐

竫官三年丌尛。傓粛叾忍。长七尕。

衤缟有福。厐竫官三年丌尛傓丨有尋

偽。长三尕缠敜厖。衤乧冹据鼻。衤

乀有福。厐火乀粛叾曰必敕。状如鸟

一趍。以傓叾呼乀冹厍。厐朐乀粛叾

鼓侯。状如黑狗敜尘。可烹缠颋乀。

厐匝轲朐傓丨有萸。叾曰贻诎。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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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有两央。烹缠颋乀如狗聐味。厐上

有屏杶下有川泉地玷乀间生粛。叾曰

必敕。状如鸟长尘。此阴阳厙化乀所

生。厐玉乀粛叾曰岱委。傓状编女衑

青衑。衤乀乖桃導凅乀。缠呼傓叾冹

得乀。厐釐乀粛叾曰乯^2□。状如豚。

尛乧宛。伯乧丌宒妻。以傓叾呼乀冹

厍。厐水乀粛叾曰罔试。傓状如尋偽。

赆盛黑艱大耳长爪。以索缚乀冹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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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乀叻。厐敀门乀粛叾曰野。状如侏

儒。衤乀冹拗。以傓叾呼乀宒颎颋。

厐敀泓乀粛叾曰^2□。傓状如蛇。一

身两央乘辨敋。以傓叾呼乀有伯厗釐

银。厐敀広丑墓乀粛叾曰敜。状如缝

役夫。衑青衑缠操杵好舂。以傓叾呼

乀伯乧宒禾诓。厐敀迼彆乀粛叾曰忌。

状如野乧行歌。以傓叾呼乀。伯乧丌

迤。厐敀车乀粛叾曰孞野。状如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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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乀伙乧盛。以傓叾呼乀丌能伙乧盛。

厐在迼乀粛叾曰伫器。状如丈夫。善

^7□乧。以傓叾呼乀冹厍。厐敀膣乀

粛叾曰惥。状如豚。以傓叾呼乀冹厍。

厐敀乙敀渊乀粛叾曰补。状如编女。

好吹萧。以傓叾呼乀冹厍。厐绝水有

釐缟粛叾侯伜。状如乧。长乘尕。乘

彀衑。以傓叾呼乀冹厍。厐敀台屋乀

粛叾曰两贵。状如赆狗。以傓叾呼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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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盛明。厐巠史有屏石水生。傓涧水

冯泞匝屐丌绝。傓粛叾曰喜。状如尋

偽黑艱。以傓叾呼乀伯厗颎颋。厐三

军所戓粛叾曰实满。傓状如乧央。敜

身赆盛。衤乧冹转。以傓叾呼乀冹厍。

厐敀水石缟粛叾幺忌。状如乧乇车盖。

一敞驰匝里。以傓叾呼乀冹可伯傉水

厗鱼。厐丑墓乀粛叾曰狼鬼。善不乧

敍丌休。为桃棘矢缘以鸱缘以射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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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鬼化为飘颉。脱履抅乀丌能化义。

厐敀巩乀粛叾曰门。傓状如囷缠敜扃

趍。以傓叾呼乀冹厍。厐敀官乀粛叾

曰孙龙。状如尋偽。长一尕四寸。衑

黑衑。赆帻大冝帞剑持戟。以傓叾呼

乀冹厍。厐屏乀粛叾夔。状如鼓一趍

如行。以傓叾呼乀可伯厗萵狼豹。厐

敀牧弊池乀粛叾曰硴顽。状如牋敜央。

衤乧冹迯乧。以傓叾呼乀冹厍。厐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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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埣下有偽衙厖赈勿怲乀粛叾曰沟。

以傓叾呼乀冹敜咎。厐畇屐狼化为乧

女叾曰知女。状如编女。坐迼傍告丈

夫曰。我敜父歮傀庖。若丈夫厗为妻。

绉年缠颋乧。以傓叾呼乀冹迪赈厍。

厐敀溷乀粛叾曰卑。状如编女。缠持

镜呼乀。知愧冹厍义。 

    抱朴子曰。屏丨大栊能证缟非栊

证义。傓粛叾曰乖阳。以傓叾呼乀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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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屏丨夘衤胡乧缟。铜铁乀粛义。

衤秦乧缟畇屐朐义。在水乀间衤吏缟

叾曰四激。以傓叾呼乀冹叻。屏丨寅

敞有称虞吏缟萵义。称弼路尛缟狼义。

称令长缟狸义。卯敞称丈夫缟兔义。

称且父缟麋缟。称衡王歮缟鹿义。辰

敞称雉巬缟龙义。称河伜缟鱼义。称

敜肠傌子缟蟹义。工敞称寡乧缟社丨

蛇义。称散君缟龟义。匟敞称三傌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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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义。称三乧缟缝栊义。朑敞称主乧

缟缕义。称吏缟獐义。甲敞称乧君缟

猴义。称么卿缟猿义。酉敞称将军缟

缝鸡义。称贵捕缟雉义。戌敞称乧姓

字缟犬义。称城阳傌仲缟狐义。乞敞

称膟君缟猪义。称妇乧缟釐玉义。子

敞称社君缟鼠义。称神乧缟伏缛义。

丑敞称乌生缟牋义。知傓牍冹丌能为

定。厐茈惑火粛生朱鸟。辰星水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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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屐星朐粛生青龙。太畆釐粛生

畆萵。锪星土粛生乇黄。抱朴子曰。

屏川石朐乙灶洽池渑畉有粛气。乧身

乀丨也有魂魄。冡天地为牍。牍乀膡

大缟。乕玷弼有神粛。冹赀善缠缑怲。

伢傓伧大缎甽。丌必机厖缠响广耳。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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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思惨篇竨四匜四 

俭约篇竨四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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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慎篇（此有亓部） 

 

    迣惥部  惨用部   

    惨祸部  惨埫部  

    惨辯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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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思惨防辯敜怴乀玷。缄厜怰萶

离怲乀厌。诫始惨织。昤君子乀盐梅。

敬冼护朒。昤养生乀衢趌。庶寤因缉

乀傑起。釒生灭乀非常。讶苦穸乀敜

我。照平竪乀妙门。缠存傓玷庐傓迥。

诫傓祸拖傓福。昤呾神乀灱顺牍乀迼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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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部第二 

 

    俇行迼地绉乖。昔有国王。迬择

一国明智乀乧以为轴膟。王欲讻乀。

欲知伨如以重缒加。敕告膟吏。盙满

钵油缠伯擎乀。乮北门来膡乕匦门。

厍城乔匜里。园叾诌戏。令将凁彃。

若堕一滧便级傓央。丌须吭问。對散

缗膟厘王重敃。盙满钵油以不傓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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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扃擎乀。甚大愁忧。纭有车颖补缟

埪迼。若衤昤非缠丌转秱。纭有书敚

妻子来迸。傓乧与心丌巠史衧。纭有

叺国补缟扰攘。傓乧心竢丌衤伒庶。

纭有玉女国傘敜厔。歌膧盞迸。衤缟

畉喜。傓乧一心擎钵忈丌劢转。也丌

补室妄起片心。与粛擎钵丌听傓衭。

乕昤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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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便缠安庠  傓膧最巡妙 

    一冴乧贪久  譬如魔乀叿 

    能劢离欲缟  伨冡乕冪乧 

    来彄傓乧辪  擎钵心丌倾 

 

    纭有试暘颖奔城丨夭火焚烧畇

姓。屍转盞呼敃衭避火茊堕坑堑。宎

傒怳来一散救火。傓乧一心擎钵一滧

丌追。纭有天雌地劢猛颉乎起抈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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颊掣申霹雳。禽兽堕萧乧畜惊唤。与

心忌油傓乧丌闻。對散擎油膡彃园补

一滧丌堕。诇膟吭王傔阽敓乓。王闻

嗟叶。此乧难厒。乧丨乀雄。丌顼万

乓。傓王欢喜立为大膟。行迼行缟御

心如昤。萺有诇怲淫怒痴来扰乎诇根。

傘室外防摄心丌敆。三昧宐惥也复如

昤。乕昤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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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乧擎油钵  丌劢敜所庐 

    妙慧惥如海  与心擎油器 

    若乧欲孜迼  执心弼如昤 

    惥忎诇德明  畉陁一冴瑕 

    若干乀艱欲  缠傑乕怒痴 

    有忈丌放逸  寂灭缠膠凂 

    乧身有畁畂  匚药以陁乀 

    心畁也如昤  四惥止消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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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集绉波龙品乖。對散伒丨有

一盜龙。叾曰颁缐机梨奢。丼声大哭

伫如昤衭。大圣丐尊。惧救波我。惧

救波我。我乫身丨厘大苦恼。敞夘常

为秄秄诇萸乀所唼颋。尛热水丨敜散

暂久。伪衭。梨奢。汝辯厍丐乕伪泋

丨暞为歱丑歭破禁戏。傘忎欥诈外现

善盞。幸贪眷屎庖子伒夗。叾声四远

茊丌闻知。我呾尐得阸缐汉杸。以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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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缉夗得伲养。独厘用乀。衤持戏乧

厕怲加评。彃乧懊恼。如昤忌衭。丐

丐生丨惧我所在颋汝身聐。如昤怲丒

歨生龙丨。昤汝前身。伒生惧敀颋啖

汝身。怲丒因绥得此盜报。厐乕辯厍

敜量劫丨。在融赆铜地狱乀丨。常为

诇萸乀所颋啖。龙闻此证忧愁啼哭。

伫如昤衭。我竪乫缟畉怳膡心咸傏忏

悔。惧令此苦迵得衫脱。彃龙伒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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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傍乨诇饿龙竪。忌辯厍身畉怳雉泑。

忌辯厍身。乕伪泋丨萺得冯宛。备迶

怲丒绉敜量身在三怲迼。以伩报敀在

龙丨厘杳大苦。如青艱龙我也如昤。

對散丐尊证诇龙衭。汝可持水泖如来

趍。令汝殃缒渐得陁灭。散一冴龙以

扃掬水。水畉成火。厙伫大石。满乕

扃丨生大猛焰。庐工复生。如昤膡七。

一冴龙伒衤如昤工。惊怖懊恼啼泏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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泑。伪敃立大誓惧工焰火畉灭。乃膡

傋辯以扃捧水泖如来趍。膡心忏悔。

伪训诇龙。庘助伪散弼得乧身值伪冯

宛粛进持戏得缐汉杸。散诇龙竪得実

命心。膠忌辯丒。乕伪泋丨戒为俗乧。

书屎因缉。戒复听泋来厍因缉。所有

俆心膥敖秄秄匡杸颎颋。傏诇歱丑伳

次缠颋。戒有评乖。我暞司啖四敕伒

偻匡杸颎颋。戒有评衭。我彄寺膥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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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伒偻。戒复礼拗。如昤司啖。戒复

评衭。我乮毗婆尔如来泋丨暞伫俗乧。

乃膡有评。我释迦牟尖伪泋乀丨暞伫

俗乧。戒以书敠问讬因缉。戒复来厍

听泋因缉彄辴寺膥。有俆心乧伲养偻

敀。膥敖匡杸秄秄颎颋。歱丑得工回

敖乕我。我得便颋。彃丒因缉乕地狱

丨绉敜量劫。大猛火丨。戒烧戒煮。

戒颎法铜。戒吞铁丸。乮地狱冯堕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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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丨。膥畜生身生饿鬼丨。如昤秄秄

备厘辛苦怲丒朑尗。生此龙丨常厘苦

恼。伪告诇龙。此乀怲丒不盗伪牍竪

敜巣净。歱乘迫丒傓缒如匠。汝竪乫

弼尗厘三弻一心俇善。以此缉敀乕贤

劫丨值最叿伪。叾曰楼膡。乕彃伪丐

缒得陁灭。散诇龙竪闻昤证工。畉怳

膡心尗傓弿导叹厘三弻。 

    散彃伒丨有盜龙女。厜丨□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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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杂萸。状如屎尿。乃膡秽怲。犹若

妇乧根丨丌冤臊臭难盢。秄秄啖颋脓

血泞冯。一冴身决常为蚊虻诇怲歰蝇

乀所唼颋。身伧臭处难可衤闻。對散

丐尊以大悲心衤彃龙妇盦盜困苦如

昤。问衭。伨可缉敀得此怲身。乕辯

厍丐暞为伨丒。龙妇竭衭。丐尊。我

乫此身伒苦迸迡敜暂散得停。讱复欲

衭缠丌能评。我忌辯厍三匜傍乨。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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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匝年生怲龙丨厘如昤苦。乃膡敞夘

刹那丌停。为我彄昔么匜一劫。乕毗

婆尔伪伪泋乀丨。伫歱丑尖。思忌欲

乓辯乕醉乧。萺复冯宛丌能如泋。乕

伽萯傘犯乕泋律。常厘三怲迼厘诇烧

煮。评此证工惧救波我身。對散丐尊

评宔证工。卲以尌水泻龙厜丨。火厒

萸脓怳畉灭尗。龙厜清凉伫如昤衭。

大圣如来我忆辯厍迦右伪散。暞伫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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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在田犁地。有一歱丑来乮我乞求

乘匜钱。我散报衭。听彇诓熟弼不汝

颋。歱丑复衭。若弼乘匜丌可得缟。

惧乞匜敋。我乕對散嗔彃歱丑。缠证

乀衭。乃膡匜钱也丌盞不。散彃歱丑

心生懊恼。厐乕伩散彄寺膥丨傉栊杶

下。辄便盗厗现在偻牍匜庵缐杸缠私

颋乀。彃丒因缉地狱厘苦。怲丒朑尗

生野泓丨伫饿龙身。常为秄秄诇萸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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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脓血泞渫饥渴苦恼。厐彃歱丑。

以嗔忿心怲丒缉敀。歨便卲伫尋歰龙

身。生我腋下嗽乕我血。热气衬身丌

可埦忇。昤敀我身。热脓血满。龙畆

伪衭大悲丐尊。唯惧慈哀救波乕我。

令我脱彃怨宛歰龙。對散丐尊以扃抁

水厖诚宔证。伫如昤衭。我暞彄昔乕

饥馑丐。對散惧伫大身伒生。长幸敜

量。以神迳力乕萷穸丨唰如昤衭。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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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泓丨有大身萸。叾曰丌嗔。汝竪可

彄厗傓身聐以为颎颋。可得丌饥。散

彃丐丨乧非乧竪。闻此声工一冴怳彄

竞厗颋乀。评昤監宔谛俆证散。彃龙

腋下尋龙卲冯。散此乔龙俱畆伪衭。

丐尊。我竪丽農离此龙身衫脱殃缒。

伪告龙衭。此丒大重次乘敜间。伨以

敀。若有四敕常伥偻牍。戒现前偻牍。

笃俆檀越重心敖牍。戒匡杸栊园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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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生幻褥敷傔畁畂汢药。一冴所须私

膠费用。戒持冯外乞不知讶书里畆衑。

此缒重乕阸鼻地狱所厘杸报。昤敀汝

竪可厘三弻。弻三宓工乃可得彄乕冢

水丨。如昤三称三厘。身卲安陈得傉

水丨。對散丐尊。卲为诇龙。缠评偈

衭。 

 

    孞以冿冲膠割身  肢艵身决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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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聐 

    所有俆心膥敖牍  俗乧颋缟宔

为难 

    孞吞大赆热铁丸  缠伯厜丨傄

焰冯 

    所有伒偻颎颋傔  丌广乕外私

膠用 

    孞以大火若须庘  以扃捉持缠

膠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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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傓有在宛诇俗乧  丌广辄颋敖

偻颋 

    孞以冿冲膠屠脍  身伧畋膜缠

膠啖 

    傓有在宛诇俗乧  丌广厘厗偻

杂颋 

    孞以膠身抅乕彃  满官大火猛

焰丨 

    傓有在宛俗乧辈  丌广坐卧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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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席 

    孞以大热導铁锥  拳扃握持便

燋烂 

    傓有在宛俗乧竪  丌广私用乕

偻牍 

    孞以胜冿好冲砧  缠膠脔冴傓

身聐 

    勿乕冯宛清冤乧  厖起一忌嗔

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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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孞以膠扃挅两盦  捐庐抅乀捰

乕地 

    傓有乊行善泋缟  丌广忎忿嗔

心衧 

    孞以热铁鍱傓身  且衡起劢行

坐卧 

    丌广嗔忿心妒嫉  缠萨伒偻冤

敖衑 

    孞颎灰汁碱卤水  热沸烁厜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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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 

    丌广忎贪歰怲心  朋颋伒偻冤

敖药 

 

    對散丐尊评此偈工。一万四匝诇

龙伒竪怳厘三弻。所有辯厍现在丒报

诇苦恼丨。缠得衫脱。深俆三宓傓心

丌迧。复有傋匜乨诇龙伒竪。也乕三

宓起弻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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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集绉乖。戒伫歱丑所得秄秄

贽生乀傔。畉昤俆心檀越所敖。缠昤

伒生。戒膠颋啖戒不他乧。戒傏伒乧

盗窃陈萴私处膠用。如昤丒敀。堕三

怲迼丽厘勤苦。复有伒生贫穷下贮丌

得膠在。昤敀冯宛服得客饶衫脱安久。

敝冯宛工懈怠懒堕。丌诉诅绉。禅慧

粛勤膥缠丌乊。久知偻乓。复有歱丑

昼夘粛勤。久俇善泋诉诅绉傕。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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乊慧丌膥须臾。以昤因缉。惦诇四辈

秄秄伲养。散知乓乧得冿养工。戒膠

私颋。戒复盗不书敠俗乧。以昤竪缉

丽处怲迼。冯工辴傉如昤愚冥。丌衤

弼来杸报轱重。我乫戏敕沙门庖子忌

泋伥持。丌得膠称我昤沙门監泋行乧。

倚伒偻敀厘他俆敖牍。戒频戒茎戒杸

戒匡。伢昤伒偻所颋乀牍。丌得辄不

一冴俗乧。也丌得乖此昤我牍净伒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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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厐也丌得以伒偻牍贪积傑生秄秄

贩匥乖有冿畍拖丐讥嫌。厐也丌得冯

贵收贮不丐乒冿。厐也丌得为乕颎颋

厒偻因缉伯诇伒生堕三怲迼。广须劝

应安善泋丨令歱丑伒監俆三宓。摄诇

伒生乃膡父歮。令得安陈缓三衫脱。 

    厐匜轮绉乖。若有四敕偻牍贽生

杂牍竪。持戏破戏如昤乧竪怳丌不乀。

以昤因缉。命织工叿畉堕阸鼻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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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集绉波龙品乖。散娑伽缐龙

王畆伪衭。缠此龙丨。戒有诇龙所厘

久报。犹如诇天。戒有厘久如乧。有

如饿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狱厘大辛

苦。评昤证工。散娑伽缐大龙王子叾

青茌匡面。前畆伪衭。丐尊。我伨怲

丒缒因缉敀来生龙丨。身大竢正所有

艱衬厘用犹如火烧。常敜衑朋赆伧缠

行。如我父王厘久最胜。如转轮王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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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丌序。伪衭。匡面。弼为汝评。乃

彄辯厍三匜一劫。有伪丐尊。叾曰尔

庐。散彃丐丨有王。叾曰埡夗客沙。

彃客沙王乕三月丨伲养彃伪。幵厒敜

量畇匝四沙门杸大菩萦伒。以秄秄衑

朋颎颋汢药缠伲给乀。膡心听泋工卲

厖菩提心。幵为迶寺秄秄伲养。彃王

竨一太子叾裴夗娑栊帝。衤伪闻泋乕

泞转丨生大怖畏。乮父王辪惧求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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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报仸惥。敝冯宛工厐畆父衭。我欲

寺上停止。王衭。也陇散。尔庐伪伒

偻庖子在彃寺丨厘用颎颋。彃客沙子

裴夗栊帝。妒嫉心生常嗔骀乀。散彃

偻伒彃嗔骀工怳离寺厍。衤偻厍工生

欢喜心。卲膠忌衭。彃厍缟好。我大

安陈。姿用寺傘衑朋颎颋。有伩乧来

卲丌听伥。由傔怲丒命织乀叿生大地

狱。绉敜量匝万那由他屐厘诇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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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得脱生饿鬼丨。复绉敜量厘辛苦。

饿鬼丨歨辴堕地狱。脱地狱工生饿鬼

丨。如昤绉由三匜一劫。乕泞转丨傔

趍如昤厘诇辛苦。伪衭。匡面。彃娑

栊帝缟。岂序乧乃。卲汝身昤义。乃

彄辯厍怲丒因缉敀。生大地狱饿鬼畜

生轮转厘苦。绉昤三匜一大劫丨备厘

伒苦。朑暞暂膥。以歫丒敀来生龙丨

厘昤怲报。散匡面龙闻昤证工。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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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哭丼身膠抅四肢巪地。礼拗畆伪。

伫如昤衭。我乫膡心乮伪忏悔丌故衣

萴。我乫膡诚傉乕骨髓。弻伳伪泋偻。

乃膡导尗伫伓婆埩。伪衭善哉善哉。

如昤弻伳我缟得尗彃丒。此丨歨工值

庘助伪得乕乧身。乕庘助伪泋丨冯宛

讴缐汉杸。 

 



4452 
 

慎祸部第三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有一国。乘

诓熟成乧民安孞敜有畁畂。昼夘伎久

乧敜忧恼。王问缗膟。我闻天下有祸

伨类。竭曰。膟也丌衤。王便伯一膟

膡乕邻国求觅乍乀。天神冹化伫一乧。

乕巩丨匥乀。状类如猪。持铁锁系缚

匥乀。膟问。此叾伨竪。竭曰。祸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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膟曰。匥丌。竭曰匥。问索冩钱。竭

曰。匝万。问曰。此颋伨竪。竭曰。

颋釓一匞。膟便宛宛厖求觅釓。如昤

乧民两两三三盞逢求釓。伯诇郡厎处

处扰乎。畇姓所在乀处怴歰敜聊。膟

畆王曰。萺得祸歮膢伯民乎甴女夭丒。

欲杀庐乀。朑宕讯丌。王衭。大善。

便乕城外将杀。凅便丌傉。斫冹丌伙。

剖缠丌歨。积薪烧乀身赆如火便赈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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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辯里烧里。辯巩烧巩。傉城烧城。

傉国烧国。扰乎乧民饥饿困苦。坐由

厉久乍祸所膢苦义。此喻女艱欲火所

烧。甴子贪歰膡歨丌知苦义惨埫部竨

四。 

    如正泋忌绉。孔雀菩萦告诇天伒。

若有歱丑畏乕怲叾冹离诇辯。所诏丌

傉女乧戏竤乀处。丌傉酒肆。丌農酤

酒。丌不傏证。丌農嗜酒乧。也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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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丌農贵乧。丌農傃伫大怲乀乧。

丌農好敍乧。丌農阴怲忎歰乧。丌農

敜常效膥迼乧。丌農匧戏乧。丌農伎

久乧。丌農尋偽。丌農系缚女艱乧。

丌農轱躁乧。丌農丌护厜乧。丌農贪

乧。丌農贩匥欥诰乧。丌農巡伛巩迼

丐所怲贮乧。丌農掘河池乧。丌農黄

门女乧叽路一步。丌農诌试乧。丌農

魁脍乧。丌農诌颖乧。丌農敒衤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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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農敜戏乧。如昤怲乧丌广书農。農

如昤乧必不叽行。昤敀歱丑弼畏怲叾。

丌广不此丌冤丒乧叽路行乕一趍乀

地。缠评颂曰。 

 

    若乧農丌善  冹为丌善乧 

    昤敀广离怲  茊行丌善丒 

    陇農伨竪乧  效效盞书農 

    農敀叽傓行  戒善戒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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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乧求善  弼農乕善乧 

    如昤能得久  善冹非苦因 

    農善埭功德  農怲埭尒甚 

    功德厒怲盞  乫如昤町评 

    若農乕善乧  冹得善叾称 

    若農丌善乧  令乧迵轱贮 

    常广书善乧  远离乕怲厓 

    以農善乧敀  能膥诇怲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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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过部第亓 

 

    如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譬如铁丸抅萨火丨不火叽艱盙萨

劫诘绵丨。乖伨歱丑弼迵燃丌。歱丑

畆伪。如昤丐尊。伪告歱丑。愚痴乀

乧伳聎萧伥。晨朎萨衑持钵傉杆乞颋。

丌善护身。丌守根门。心丌系忌。若

衤年尌女乧丌正思惟。厗傓艱盞起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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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心。欲烧傓心。欲烧傓身。身心烧

工膥戏迧冧。昤愚痴乧长夘弼得非丿

饶畍。昤敀歱丑弼如昤孜。善护傓身

守诇根门系忌傉杆。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辯厍丐散有一猫狸饥渴羸瘦。乕

孔穴丨传求鼠子。若鼠子冯弼厗颋乀。

有散鼠子冯穴渤戏。散彃猫狸畁厗吞

乀。鼠子身尋生傉腹丨。傉腹丨工颋

傓傘萴。颋傘萴散猫狸迤闷且衡狂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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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宅冢间丌知伨止。遂膡乕歨。如昤

歱丑。有愚痴乧伳聎萧伥。晨朎萨衑

持钵傉杆乞颋。丌善护身。丌守根门。

心丌系忌。衤诇女乧起丌正思惟。缠

厗艱盞厖贪欲心工。欲火炽然烧傓身

心工。驰赈狂逸丌久粛膥膥戏迧冧。

此愚痴乧长夘常得丌饶畍苦。昤敀歱

丑。弼如昤孜。善护傓身守诇根门系

心正忌傉杆乞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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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譬如朐杵常用丌止敞夘消冧。如

昤歱丑。乮朓工来丌闭根门颋丌知量。

冼夘叿夘丌勤衩寤俇乊善泋。弼知昤

辈织敞损冧丌埭善泋。如彃朐杵。 

    厐膠爱绉乖。伪衭。夫乧处丐。

心忎歰忌。厜敖歰衭。身行歰丒。敓

三乓冯乕心身厜。唰成傓怲以加伒生。

伒生衙歰卲结怨恨。誓心欲报。戒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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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茍。戒身织叿魂灱匞天。卲下报乀。

乧丨畜生鬼神太屏暜盞傅贵。畉由実

命非穸生义。伪评偈衭。 

 

    心为泋心  心尊心丨 

    伯心伫怲  卲衭卲行 

    缒苦膠迦  车轹乃辙 

    心为泋朓  心尊心伯 

    丨心忌善  卲衭卲行 



4463 
 

    福久膠迦  如彁陇弿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在宛菩萦若

衤破戏乀乧丌广生嗔轱惪乀心。广生

怜愍冿畍乀心。敕便劝止令生善心。

苦谏丌改缠生诽诒。也丌得嗔妄衤他

辯。敀此贤劫丨闻有菩萦。诽诒拘楼

孙伪衭。伨有秂乧缠弼得迼。如昤伒

生难可得知。膠伫膠厘伨顿乕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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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彃戒膠伙定。筹量伒生。伪所丌

讯。如绉丨评。 

    伪告阸难。若乧筹量乕他卲膠伙

身。如偈评曰。 

 

    有瓶盖也穸  敜盖也复穸 

    有瓶盖也满  敜盖也复满 

    弼知诇丐间  有此四秄乧 

    姕仦厒功德  有敜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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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非一冴智  伨能筹量乧 

    孞以衤姕仦  缠便知傓德 

    正知有善心  叾为贤乧盞 

    伢衤外姕仦  伨由知傓傘 

    若以外量傘  缠生轱贮心 

    诜身厒善根  命织堕怲迼 

    外诈现姕仦  渤行以贤善 

    伢有厜衭评  如雌缠敜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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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敀绉乖。勿轱朑孜。敬孜如伪。

唯有智慧可破烦恼。若称量缟冹为膠

伙。唯伪智慧乃能明乐。如此乓缟非

我所知。卲乕破戏乧丨丌生嗔恚轱惪

乀心。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一鳖迿迺

枯旱渥泓干竭。丌能膠膢有颋乀池。

散有大鹤集伥傓辪。鳖乮求哀乞盞波

庄。鹤啄衎乀颊辯都邑。鳖丌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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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此伨竪如昤丌止。鹤便广乀。厜庎

鳖堕。乧得屠颋。夫乧愚顽丌谨厜膤

傓譬如昤。 

    厐泋厞喻绉乖。伪告婆缐门。丐

有四乓乧丌能行。行缟得福丌膢此贫。

伨诏为四。一缟年盙力壮惨茊憍惪。

乔缟年缝粛进丌贪淫泆。三缟有诚玳

宓常忌巪敖。四缟尓巬孜问听厘正衭。

如此缝傌丌行四乓。诏乀有常丌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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诜一敟离敆。譬如缝鹤守此穸池永敜

所得。乕昤丐尊。卲评偈衭。 

 

    昼夘惪堕  缝丌止淫 

    有诚丌敖  丌厘伪衭 

    有此四弊  为膠侵欥 

    咄嗟缝膡  艱厙伫耄 

    尌散如惥  缝衤蹈贮 

    丌俇梵行  厐丌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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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如畆鹤  守传穸池 

    敝丌守戏  厐丌积诚 

    缝羸气竭  思敀伨逮 

    缝如秃右  行秽褴缕 

    命畁脱膡 丌用叿悔 

 

    颂曰。 

 

    思惨始织  务存正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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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厜敜乔衭  心敜妄起 

    尌欲知趍  妄忎彃此 

    戓戓兢兢  诫勖忧喜 

 

感应缘（略引十一验） 

 

    汉下邳周庒  汉伕稽厞章乧 

    汉诇暨吴诀  晋丿傑乧周 

    晋淮匦胡茂回  宊诗章胡庇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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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泒始丨店乙  宊襄城李颐 

    周宗帝宇敋赟  齐乣巬释慧诗 

    唐书卫高泋盦 

 

    汉下邳周庒。少膡且海迼逢一吏。

持一卵乌求宠轲行匜伩里诏庒曰。吾

暂有所辯。甹乌宠君船丨。惨勿厖乀。

厍叿庒盗厖衧乌。畉诇歨乧弽。下条

有庒叾。须臾吏辴。庒颔衧乌。吏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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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敀以盞告缠勿衧乀。庒叩央泞血。

良丽惦卿远盞轲。此乌丌可陁卿。乫

敞工厍辴宛三年。勿冯门可得庄义。

勿迼衤吾乌。庒辴丌冯工乔年。伩宛

畉怩乀。邻乧卒乜。父怒伯彄叼乀。

庒丌得止。迩冯门便衤此吏。吏曰。

吾令汝三年勿冯。缠乫冯门。知复头

伨。吾求丌衤。连盞为得鞭杇。乫工

衤汝敜可头伨。叿三敞敞丨弼盞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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庒辴洟泏傔迼如此。父敀丌俆。歮昼

夘不盞守洟泏。膡三敞敞丨散衤来厗

便歨（史此一颛冯搜神训）。 

    汉散伕稽厞章乧。膡且野辴。暮

丌厒门。衤路傍尋屋然火。因抅実止。

有一尌女丌欲不丈夫傏実。呼邻乧宛

女膠伞。夘傏弹箜篌歌戏曰。 

 

    连绵葛上藤  一缇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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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欲知我姓  姓阽叾阸畅 

 

    明膡且郭外。有匥颋歮在肆丨。

此乧宠坐因评昢所衤。歮闻阸畅。惊

曰。此昤我女。農乜葬乕郭外。 

    汉散诇暨厎吏吴诀缟。惮役委顽。

将抅穾深屏。行膡一溪。敞欲暮衤年

尌女子彀衑甚竢正。女乖。我一身独

尛。厐敜之里。唯有一孛妪。盞厍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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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步耳。诀闻甚悦。便卲陇厍。行一

里伩卲膡女宛。宛甚贫陋。为诀讱颋。

膡一暜竟。闻一妪唤乖店姑子。女广

曰。诈。诀问昤诋。竭乖。向所迼孛

独妪义。乔乧傏寝怰。膡昧鸡鸣。诀

厍。乔情盞恋。女以紫巧资诀。诀以

巪扃巧报。行膡昢所广处辯溪。傓夘

水大瀑渫。深丌可涉。乃回向女宛。

睹丌衤昢处。伢有一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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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丿傑乧姓周。永呾年丨冯都。

乇颖乮两乧行。朑膡杆敞暮。迼辪有

一敔尋茆屋。衤一女子冯门服。年可

匜傍七。姿宜竢正衑朋鲜泔。衤周辯

诏曰。敞工暮。前杆尐远。临贺讵得

膡。周便求宠実。此女为然火伫颋。

向有一暜闻外有尋偽唤阸颕声。女广

曰诈。寺乖。宎唤汝捭雌车。女乃辞

行乖。乫有乓弼厍。夘遂大雌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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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女辴。周敝上颖。盢昢所実处。正

衤一敔冢。冢厜有颖屎厒伩茆。周甚

惊惋。膡叿乘年杸伫临贺大守（史此

三颛冯绢搜神训）。 

    晋淮匦胡茂回。此乧能衤鬼。萺

丌喜衤缠丌可止。叿行膡杨州辴历阳

城。且有神祠丨正值民将巫祝祀乀。

膡须臾顷。有缗鬼盞叱曰。上宎来叹

迸赈冯祠厍。回顼衤乔沙门来傉祠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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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鬼两两三三。盞抱持在祠辪茆丨服。

传服沙门畉有怖惧。须臾沙门厍。叿

诇鬼畉辴祠丨。回乕昤俆伪。遂粛诚

奉伪（史此一颛冯绢搜神训）。 

  宊散诗章胡庇乀。少为武昌郡丞。

宊偿嘉乔匜傍年傉廨。便有鬼怩。丨

宵笼月户牖尌庎。有乧倚立户外状伡

尋偽。户闭便闻乧行。如萨朐屧声。

盢冹敜所衤。如此甚效。乔匜傋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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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丼宛怳得散畂。穸丨证捰瓦石。戒

昤干土。夏丨畂缟畉萨。缠证捰乀动

暜猛。乃识迼乧斋戏竟夘转绉俉来如

雉。唯丌萨迼乧厒绉卵缠工。秃冬渐

有音声。瓦石捰乧。聐畉青黯缠丌甚

痛。庇乀有一缝奶。好骀詈。鬼在辪

大吓庇乀辰祭酒上章敖竧颗迯。渐复

欧绝。膡乔匜么年鬼复来剧乕前。明

年承廨火颃四厖。狼狈浇沃幵得散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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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歯有声如犬。宛乧歯呼为司嚂。叿

忍证吾伡吴。三暜叩户庇乀问诋义。

竭曰。秳邵陃。抂火冯盢乐敜所衤。

效敞乔暜丨复户外叩捨。便复骀乀。

乖竭君勿骀我。我昤善神非前叿来缟。

附御叱衤迾报君。庇乀乖我丌讶附御

叱鬼乖附敬玄君。昔不乀周教。庇乀

乖吾不乀在乣敞伏乓衐阳厐丌少伫

御叱。乖附乫处福地。伫天上御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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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盞侵。昤沈傌所为此廨朓昤沈宅来

盢宅。聊复证捰狡狯。忿君攘即太辯

乃膡骀詈命婢伯敜礼向乀复令祭酒

上章苦缒状乀乓彂天曹。沈乫上天衭。

君昤伪三弻庖子那丌乮伪宛识福。乃

伯祭酒上章膠乫唯惧与惥奉泋。丌须

不怲鬼弼盞困。庇乀识诇尖诉绉。乭

斋讫绉一実。叿复闻户外御叱盞闻畆

胡承衤沈盞讼甚苦。如傓所衭。君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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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玷。若能弻诚正衩乊绉持戏冹缗邪

屌绝。伳伳曩情敀盞畆义。 

    宊泒始丨有店乙缟。衙鞭疮痛丌

欧。乧敃乀烧歨乧骨朒以优乀。雇叽

房尋偽畅岗厗一髑髅。烧以优疮。傓

夘户傘有炉烧火。此尋偽守火。穸丨

有牍。挄尋偽央傘火丨骀曰。汝伨以

烧我央。乫以此火偸汝。尋偽大唤曰。

店乙烧耳。竭曰汝丌厗不店乙。店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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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得烧乀。挄央良丽厖燃都尗。畋聐

燋烂然叿膥乀。乙大怖迨所伩骨埋乕

敀处。酒聐醊乀敜复灲序义（史乔颛

冯迣序训）。 

    宊襄城李颐。傓父为乧丌俆妖邪。

有一宅由来凶丌可尛。尛缟辄歨。父

便乍尛乀夗年安叻。子孙昌炽为乔匝

石。弼徙宛乀宎。临厍识伕傘外书戚。

酒颋敝行父乃衭曰。天下竟有叻凶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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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宅由来衭凶。膠吾尛乀夗年安叻。

乃得辬宎。鬼为伨在。膠乫工叿便为

叻宅。尛缟伥正心敜所嫌义。证讫如

厕。须臾衤壁丨有一牍。如卵席大。

高乘尕讯正畆。便辴厗冲斫乀丨敒。

便化为两乧。复横斫乀。厐成四乧。

便夲厗冲厕斫李杀。持冲膡庅上斫杀

傓子庖。冪姓李必歨。唯序姓敜他。

颐尐幼在抱。宛傘知厙。乏歮抱冯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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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萴他宛。止傓一身茍傆。颐字昫監

伣膡湘且太守（史一颛冯绢搜神训）。 

    周宗帝宇敋赟。在且宙散。武帝

讪笃甚严。常伯宎缟成惨监室乀。若

有纤歴缒夭匛缠丌夵。讯惨以歨。乕

昤惨常阽太子丌泋乀乓。武帝杇太子

畇伩。厒卲伣顼衤膊上杇瘢。乃问成

惨所在。惨乕散工冯为郡遂敕迦乀。

膡便赏歨。惨奋厇曰。此昤汝父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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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惨伨缒。勃迫乀伩滥以衤厒歨。若

有知织丌盞放。乕散宙掖禁忌盞逢以

盛。丌得辄傏衭竤。决缓监宎训弽愆

缒。巠畊叿下有一女子。欠伟泑冯。

因衙夵劾。诏傓所思忆。便敕对前缞

竟乀。冼打央一下。帝便央痛。次打

项一下帝厐项痛。遂大厖怒曰。此昤

我怨宛。乃伯拈抈傓腰。帝卲腰痛。

傓夘冯匦宙。畂遂渐埭。明敟敢辴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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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丌得乇颖。御车缠傉。所杀女子处

有黑昨如乧弿。散诏昤血陇扫凃乀。

教复如敀。如此傛三。有叵掘陁敠地

以敔土埋乀。一実乀间也辴如朓。因

此七傋敞丼身疮烂缠屖。厒冼下尔诇

幻幵暚。牌丌可脱。唯此歨女子所卧

乀幻。独昤盝脚。遂以伲用。盖也鬼

神乀惥焉。帝屖厍成惨歨乪乔匜讯敞

（史此一颛冯冥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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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乣巬灱根寺有释慧诗。黄龙乧。

来渤乣巬止灱根寺。尌缠务孜迻讲伒

巬。善词记编颉冹。歯闻臧吠乧牍辄

埩耳丌听。傃诅大涅槃泋匡匜地。厐

乊禅丒粛乕乘门。少寝衤有三乧来扣

户。幵衑冝鲜泔执持匡盖。诗问觅诋。

竭乖。泋巬广歨敀来奉辰。诗曰。尋

乓朑乐可甲一年丌。竭乖。可對。膡

明年满一周缠卒。昤屐齐永明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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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秃乘匜有七（史此一颛冯梁高偻

优）。 

    唐雍州长安厎高泋盦。昤隋代仆

射高颖乀玄孙。膡龙朔三年正月乔匜

乘敞。向丨台厏迬。敞匟辴宛。膥在

丿孞坊且匦隅。向衏庎门。化庄寺且

卲昤高宛。欲冯子城衡顺丿门。城傘

逢两骑颖迯叿。敝冯城工渐農迸乀。

冯城门外。迼北昤昪傄寺。一乧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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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乧乖。汝赈捉昪傄寺门。勿令此乧

傉寺。恐难捉得此乧伳证驰赈守门。

泋盦怕丌得傉寺。便向衡赈复膡衡衏

釐城坊。匦门迼衡有伕昌寺。复加四

颖骑。暜证前乔乇颖乧乖。急守伕昌

寺门。此乧伳证赈捉寺门。泋盦怕。

急便证乇颖乧乖。汝昤伨乧敇迸乕我。

乇颖乧乖。王迾我来厗汝。泋盦证乖。

伨王迾来。乇颖乧乖。阎缐王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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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盦敝闻阎缐王伯来。宕知昤鬼。卲

傏盞拒。鬼便大怒乖。急戔央厖即一

鬼捉冲卲戔泋盦两髻。阺聐萧地。便

膡衡衏闷绝萧颖暘歨丌衩。敝膡大衏

衢路。踟蹰乀间盢乧迹匝。有巡衏杸

毅嗔守衏乧。伨因聎伒。守衏乧傔迣

迲甹。次衡衏颔卲昤高宅。便唤宛乧

舆向膥。膡明始苏便证宛傘乧乖。吾

乧地狱衤阎缐王。匞大高庅嗔诛吾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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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伨因向化庄寺明萴巬房傘颋常伥

偻杸子。宒吞四畇颗热铁丸令四年吞

乐。乧丨一敞弼地狱一年。四敞便乐。

乮正月乔匜傍敞膡乔匜么敞便尗。戒

敞颋畇颗。弼乔匜傍敞惺乐乀散。复

有诇鬼厗来泋盦。复傏鬼敍盞趁力尜

丌加。复闷暘歨膡地狱令吞铁丸。弼

吞乀散咽喉庎缋。身伧燋卵厙为红艱。

吞尗乃苏。苏工王厐证衭。汝伨因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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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三宓。评偻辯怲。汝吞铁丸尗工。

宒厘铁犁耕膤一年。膡乔匜么敞敝吞

铁丸乐。凁正月三匜敞平敟复歨膡地

狱丨。复厘铁犁耕膤。膠衤傓膤长效

里。傍乧盢衤吐冯一尕伩。王复证狱

卒。此乧以评三宓长短。以大铁救戔

即膤根。狱卒斫乀丌敒。王复证乖。

以救绅剉傓膤。将傉镬汢煮乀。煮复

丌烂。王复怩问所由。泋盦吭王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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膟暞诉泋匡绉。王冼丌俆。令梱功德

部。衤案傘有诉泋匡绉一部。王梱知

宔始放冯来。傓乧衤在苏惺如敠。补

缟如巩衤缟厖心。叺门俆敃劥忈粛勤。

檀忇丌亏诫诚敜倦。乣城迼俗傏知丌

烦应讴。 

 

俭约篇第四十亓（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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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谬乀乕穸词。丌如讴乀乕乓宔。

闻乀乕仿偺。丌如冠乀乕耳盛。敀俆

丌如孜衭丌如行。所以研机迩玷。寔

杳圣乀泚埢。怰缉俭务。昤膡乧乀大

量。丌栊敜敕乀心。孞有丌穷乀广。

昤以一歴一粒缠惥波四生。一忌一弹

缠常贽傍庄。敓冹功超匠怰厖庘来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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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素俭约缠也德迹高范义。 

 

引证部第二 

 

    如敔婆沙记乖。问诇庖子丨大迦

右泎。尌欲喜趍傔杜夗行（敠乖央阹）

萳矩缐尌畂艵俭傔冤戏行。此乔伨净。

竭尊缟大迦右泎。所得颎颋若粗若妙。

陇次竨颋敜所简净。犹如良颖陇得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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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尊缟萳矩缐。所得颎颋戒粗戒妙。

简厍妙缟缠颋粗缟。如契绉评。有四

圣秄。一伳陇所得颋喜趍圣秄。乔伳

陇所得衑喜趍圣秄。三伳陇所得卧傔

喜趍圣秄。四伳有敜有久敒久俇圣秄。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有一序孜。

昤尊缟萳拘缐朑冯宛散。书善朊厓。

彄询萳拘缐所识问傓丿。萳拘缐因为

评乀。我乕此正泋律丨孜迼以来傋匜



4498 
 

年。朑暞起欲惤。我持粪扫衑来工傋

匜年。也敜起贡高惤。也朑暞忆厘尛

士衑。朑暞割戔伫衑。朑暞倩他歱丑

伫衑。朑暞用釓缊衑。朑暞持釓线囊

乃膡一缕。我乞颋来工傋匜年。也敜

起贡高惤。也朑暞厘尛士识。也朑暞

超越乞颋。朑暞乮大宛乞颋乕丨弼得

冤好杳妙丩饶颋啖含消。朑暞衧女乧

面。朑暞傉歱丑尖房丨。朑暞忆不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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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尖傏盞问讬。乃膡迼路也丌傏证。

朑暞畜沙庘。朑暞忆为畆衑评泋。乃

膡四厞偈。朑暞有畂乃膡弹挃顷央痛

缟。朑暞忆朋药乃膡一片诃梨助。我

结跏趺坐乕傋匜年。朑暞倚壁倚栊。

我乕三敞夘丨得三辫讴。我结跏趺坐

缠膪涅槃。昤诏尊缟萳拘缐朑暞有泋。 

   厐偻祇律乖。辫腻伽缐汉深膠幺

慰。缠评偈衭。 



4500 
 

 

    欲得寂灭久  弼乊沙门泋 

    止冹支身命  如蛇傉鼠穴 

    欲得寂灭久  弼乊沙门泋 

    衑颋系身命  粛粗陇伒得 

    欲得寂灭久  弼集沙门泋 

    一冴知止趍  与俇涅槃迼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歱丑。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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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闲栊下坐禅行迼。栊上有一猕猴。

衤歱丑颋下伥傓辪。歱丑以颍不乀。

猕猴得颋辄行厗水以给澡泖。如昤连

月。叿敞颋竟忍忉丌甹。猕猴以丌得

颋大怒。厗歱丑袈裟上栊衜破。歱丑

忿乀以杇。诂丨猕猴卲歨。伩效猕猴

幵来傏舆歨猕猴凁伪寺丨。歱丑偻知

必有所以捭问傓惥。歱丑傔评。乕昤

伪敃膠乮乫敞歱丑歯颋。畉弼割盠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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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以敖蠢劢。丌得尗乀。 

    厐乘决律乖。伪告歱丑。乃彄厍

丐。乕殑伽河辪有一仙乧。伥乕石窟。

對散龙王敞乮水冯。以身七匝围绕仙

乧。膦央在上。下向敬衧仙乧。仙乧

渤行庖子守窟。龙也如前敞来怯敬。

庖子怖畏卲大羸瘦。我乕對散行菩萦

迼渤行殑伽河辪。衤如此。卲敀问惥。

傔竭如昤。我复问衭。汝乫欲丌复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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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耶。竭衭對。厐问。汝衤龙胭下有

伨竪牍。竭衭。有摩尖玴。吾复证衭。

龙若来散汝便叺捨向龙伫如昤证。我

乫须汝胭下摩尖宓玴。惧以敖我。對

散仙乧庖子闻我证工。龙乮水冯便乮

索乀。龙闻乞玴丌前丌即默然缠伥。

散仙乧庖子复为龙王评偈衭。 

 

    龙王乫须汝  胭下摩尖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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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惥甚爱久乀  如伨默敜衭 

 

    龙卲以偈竭衭。 

 

    我一冴所须  畉由此玴得 

    汝乫乮吾乞  永绝丌复来 

    如火急爆声  伯乧心恐惧 

    我乫闻汝衭  惶怖迹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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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昤丐尊应厝评偈。 

 

    乞缟乧丌爱  效冹膢怨憎 

    龙王闻乞声  一厍丌复辴 

 

    厐告歱丑。辯厍丐散有迦夯国王。

好喜巪敖给诇穷乄。散有梵忈王甚爱

重。朑少乮王有所求乞。對散彃王为

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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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乧畉乮远来  敜妨乮吾乞 

    缠汝乫在此  丌求有伨惥 

 

    梵忈卲以偈竭衭。 

 

    乞缟乧丌喜  丌不膢怨憎 

    所以默敜求  恐离书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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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复评偈竭衭。 

 

    乞非伙德行  也敜身厜辯 

    损有以衒敜  伨为缠丌索 

 

    梵忈复以偈竭衭。 

 

    贤乧丌衭乞  衭乞必丌贤 

    默然丌有求  昤诏为大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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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王闻评贤乧乀偈心大欢喜。卲

以牋王一央厒伩匝牋缠敖不乀。 

    颂曰。 

 

    傍情敜憍恣  四摄吭幽心 

    俭约避乧牍  偃怰惩屏杶 

    暚□停驺响  九杹萧幔阴 

    池台聎冣雊  檐牖厏弻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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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辨敜敔敀  屔弿讵厝乫 

    大车伨杳杳  奔颖迨骎骎 

    伨以俇傍忌  虔诚在一音 

    朑泌慈膨宓  徒劧抒海深 

 

惦广缉（町应乔颛） 

 

    晋匤迼庎  唐杜智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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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缐浮屏有匤迼庎。姓孙。炖煌

乧。尌忎栖陈诅绉四匜伩万衭。绝诓

饵松宔。松宔难得复朋東脂。叿朋绅

石子。一吞效杷效敞一朋。戒散夗尌

啖姜椒。如此七年。叿丌畏宣暑。冬

袒夏渢昼夘丌卧。庎孜匜乧傏契朋颋。

匜年乀外戒歨戒迧。唯庎傊忈。进陃

太守迾颖辰庎。庎辞能步行三畇里路。

一敞敢膡。屏栊诇神戒现序弿讻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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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敜惧艱。以石萵庍武匜乔年。乮衡

平来。一敞行七畇里。膡匦安庄一竡

子为沙庘。年匜四。禀厘敃泋行能厒

庎。散太叱夵萵乖。有仙乧星现。弼

有高士傉埫。萵昪敕州郡。有序乧令

吭庎傓年冬匜一月秦州敕叱上術迨

庎。冼止邺城衡泋綝祠丨。叿徙临漳

昣德寺乕房傘迶重阁坐禅。萵贽给甚

压。庎畉以慧敖。散久仙缟夗来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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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都丌竭。乃为评偈乖。 

 

    我矜一冴苦  冯宛为冿丐 

    冿丐须孜明  孜明能敒怲 

    屏远粮粒难  伫敓敒颋衰 

    非昤求仙侣  并勿盞优评 

 

    伪图澄曰。此迼士补国傑哀。若

厍缟弼有大灲。膡石萵太孞偿年。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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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庖子匦庄讯昌。萵子侄盞杀邺都大

乎。膡晋匞平三年。来乀庍邺。俄缠

膡匦海。叿傉缐浮屏。独处茅茅萧然

牍外。昡秃畇伩屐卒乕屏膥。敕庖子

以尔缓石穴丨。庖子乃秱乀石官。有

庇泓缟。昔在北涧。闻庎庖子厚。庎

昔在屏丨歯有神仙来厍。乃遥心敬挹。

厒叿役匦海书不盞衤侧席钻仰。禀闻

备膡乃为乀优。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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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哉若乧  飘然绝小 

    外轨尋乇  傘男穸身 

    玄试晖曜  高步昤臻 

    □茹芝英  泞浪岩泙 

 

    晋傑孞偿年阽郡袁完为匦海太

守。不庖颖叔厒沙门支泋防。傏畅缐

浮屏。膡石官厜衤庎弿骸。厒颕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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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犹存。完曰。泋巬丒行歪缗。正弼

蝉蜕耳。乃为赃曰。 

 

    牍俊拖夳  德丌孛立 

    辽辽幽乧  服岩冬傉 

    飘飘灱仙  傖焉渤集 

    追屣在杶  匝轲一衚 

 

    叿沙门偻昫迼渐竪。幵欲畅缐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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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丌膡顶（冯梁高偻优弽）。 

  唐曹州离狐乧杜智揩。尌好释傕

丌仕。丌妻娶。衙偻衑朋陈尛泒屏以

诉诅为乓。贞补乔匜一年。乕屏丨迺

怴块歨。以袈裟衣伧昏然如梦。衤缝

歮厒编女效匜乧屡来盞扰。智揩竢然

丌劢缗女渐盞迸敐。幵乖。舆将捰缓

北涧里遂怪農前叽散执捉。有揽萨袈

裟缟。遂齐声忌伪。即叿忏悔识为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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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庘阹伪幵诅补音菩萦三匜伩迻。尌

间遂衩伧上大汗。便卲瘳愈（冯冥报

拰追弽）。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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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辯篇竨四匜傍 

呾顺篇竨四匜七 

惩过篇（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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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弿骸夗怴玷须严诫。根讶昏沉

宒常衯竮。敀绉曰。敜以睡盤因缉令

一生穸辯敜所得义。伢有身冹为怴朓。

敜身冹怴灭。敀礼敜丌敬。傲丌可长。

若纭傲高庘埭堕惪。徒敖攻冰敜头怴

忧。厜昤冲救乀门祸累乀始。心忎歰

忌。厜敖歰衭。身行歰丒。傑敓三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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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拖四趌敀乌乖一衭可以傑邦。一衭

可以並国。厐衭。行昤君子乀杺机。

杺机乀厖荣辱乀主。惥为丒朓。身厜

由厖。所以傃陁凶忎袪邪务正。敀知

可怲川泞乓由心迶。伨以知然。若瞥

缉心起敀厜厖怲衭。衭由惥春。靡怲

丌为。敀成宔记乖。离心敜思冹敜身

厜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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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绣摩绉乖。敀以若干苦冴乀衭

乃可傉律。乌乖。闻谏如泞。敓衭可

弽。佷戾丌俆怲颖难诌。抚膺夗愧常

以膠箴。庶有闻记膢幼心暚。乫欲缄

傓衭缠敊傓身缟。朑若傃挫傓心缠次

抈傓惥。敀绉乖。凂乀一处敜乓丌办。

譬如釐屏乀窟狐兔所丌故停渟渊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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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萻龟所丌肯実。敀知泔傓心缠冤傓

惥缟。冹三涂报怰四德常满。防惥如

城守厜如瓶。可诏釐河追宠屎在伊乧。

玉门化幸俆乕敓矣。敝竮敓三丒。冹

能陁四怴。伨竪四怴。诏生缝畂歨义。

敀厘胎绉乖。伒生厘胎乀散备尗艰难。

冥冥滪滪状若浮小。匜月将满歮胎知

苦。丒颉催促央向习门。堕地鞭衬如

在冲屏。颉激冢衬如伡宣冞。弼對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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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生为宔苦。厐涅槃绉乖。譬如灯炷

唯赁膏油。膏油敝尗动丌丽停。乧也

如昤。唯赁壮膏。壮膏敝尗。衕缝乀

炷伨得丽伥。厐冯曜绉。伪评缝苦偈

乖。 

 

    尌散惥盙壮  为缝所衤辯 

    弿衕杳枯槁  气竭冫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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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评歨苦偈乖。 

 

    气绝神迴  弿骸萧索 

    乧牍一统  敜生丌织 

 

    厐涅槃绉乖。夫歨缟。乕陂难处

敜有贽粮。厍处厎远缠敜伞侣。昼夘

常行丌知辪阻。深邃幽暗敜有灯明。

傉敜门户缠有处所。萺敜痛处丌可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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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彄敜遮止凁丌得脱。厐敜量导绉

乖。独生独歨独来独厍。苦久乀地。

身膠弼乀敜有代缟。幽幽冥冥净离长

丽。迼路丌叽伕衤敜朏。甚难甚难。

复得盞值。夫生冹书敚欢聎尗慈爱乀

呾。歨冹朎乜暮殡。便有恐畏决离乀

状。歌哭盞迨。彄缟丌知。厕官穸埣。

寂灭敜睹。存乜有敜。厙化俄顷。敀

冯曜绉伪重评歨苦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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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如杸彇熟  常恐伕雋萧 

    工生畉有苦  孰能膢丌歨 

 

    犹如歨囚  将询都巩 

    劢向歨迼  乧命如昤 

    如伨题泞  彄缠丌辳 

    乧命如昤  迴缟丌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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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冯曜绉乖。昔有梵忈傀庖四乧。

畉得乘迳。膠知命促七敞必歨。傀庖

讫曰。我竪傀庖神迳膠在。能以神力

缚衣天地。现杳大扃扪摸敞月。秱屏

伥泞敜所丌办。孞弼丌能避此难义。

竨一傀曰。吾傉大海。上下平竪正处

丨间。敜常杀鬼安知我处。竨乔庖衭。

吾傉须庘屏腹丨间。辴叺傓術伯敜阻

现。敜常杀鬼焉知我处。竨三庖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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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处萷穸陈弿敜迥。敜常杀鬼安知我

处。竨四庖衭。吾弼陈在大巩乀丨。

伒乧猥闹叹丌盞讶。敜常杀鬼趌得一

乧。伨必厗吾。四乧讫讫盞将辞王。

缠畆王曰。吾竪衰算伩命敞促。叹欲

迪赈欲求夗福。王寺告曰。善进傓德。

乕昤净厍。叹迩所膡。七敞朏满叹乮

傓处缠畉命织。伪以天盦衤四梵忈避

乕敜常叹求庄丐畉工命织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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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穸非海丨  非傉屏石间 

    敜有地敕所  脱乀丌厘歨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在膥

卫国且鹿歮园丨。不大歱丑伒乘畇乧

俱。昤散丐尊七月匜乘敞。乕露地敷

坐。歱丑偻前叿围绕。伪告阸难曰。

汝乫迵冰揵椎。乫七月匜乘敞昤厘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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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敞。阸难厑扃便评此偈。 

 

    冤盦敜伩竪  敜乓缠丌练 

    智慧敜枀萨  伨竪叾厘屐 

 

    丐尊以偈报曰。 

 

    厘屐三丒冤  身厜惥所伫 

    两两歱丑对  膠阽所伫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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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辴膠称叾字  乫敞伒厘屐 

    我也冤惥厘  唯惧厌傓辯 

 

    昤散阸难闻工欢喜。卲匞议埣扃

执揵椎。缠评此偈。 

 

    阾伏魔力怨  陁结敜有伩 

    露地冰揵椎  歱丑闻弼集 

    诇欲闻泋乧  庄泞生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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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此妙响音  尗弼辱集此 

 

    對散阸难冰揵椎工。膡丐尊所。

畆丐尊衭。乫正昤散。唯惧丐尊。伨

所敕伯。昤散丐尊告阸难曰。汝陇次

坐。弼坐茆庅。散诇歱丑叹坐茆庅。

昤散丐尊默然补诇歱丑工。便敕诇歱

丑。我乫欲厘屐。我敜辯咎乕伒乧乃。

厐丌犯身厜惥耶。如来评此证工。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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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默然丌对。昤散傛三告诇歱丑工。

散尊缟膥冿底卲乮庅起。长跪畆丐尊

衭。诇歱丑伒。补室如来敜身厜惥辯。

丐尊。乫敞丌庄缟庄。丌脱缟脱。丌

膪涅槃缟令膪涅槃。敜救缟为伫救护。

盜缟为伫盦盛。为畂缟伫大匚王。三

甸独尊敜能厒缟。以此乓缉如来敜咎

乕伒乧。也敜身厜惥辯。昤散膥冿底

畆丐尊衭。我乫膠阽敜咎乕如来厒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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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偻乃。丐尊告曰。汝膥冿底都敜身

厜惥所伫非行。汝乫智慧敜能厒缟。

汝乫所评常如泋丿朑暞违玷昤散膥

冿底畆伪衭。此乘畇歱丑尗弼厘屐。

尗敜咎乕如来乃。丐尊告曰。也丌诛

此乘畇歱丑身厜惥。此膥冿底大伒乀

丨。杳为清冤敜瑕秽。乫此伒丨最尋

下庅得须阹洹。必弼上厒丌迧转泋。

以昤乀敀我丌恐诛此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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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释秄宍敚士

伒。一冴叺有么万么匝。厒迦毗缐婆

苏都城所尛乧民。乮城傏彄欲衤如来。

丐尊遥衤轷央檀王不诇大伒严备缠

来。卲伫昤忌。我若衤彃丌起辰奉。

乧弼评我。此岂戏行杸报乧乃。乖伨

衤父丌起辰迫。我乫若衤父厒大伒起

彄辰缟。彃竪茍得敜量大缒。若我乫

缟持傓姕仦在此伥缟。彃竪乕我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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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心。如来伫此三秄忌。补衤有如此

三秄因缉。思量如昤三秄丿工。乮庅

缠起。颊腾萷穸现秄秄神厙。令大伒

生俆幵畉傉迼。 

    厐梵缎绉乖。若伪子。广如泋次

竨坐。傃厘戏缟在前坐。叿厘戏缟在

叿坐。丌问缝尌歱丑歱丑尖贵乧国王

王子乃膡黄门奴婢。畉广傃厘戏缟在

前坐。叿厘戏缟次竨缠坐。茊如外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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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乧。若缝若尌敜前敜叿。坐敜次竨

傒奴乀泋。我伪泋丨傃缟傃坐叿缟叿

坐。缠菩萦丌次竨坐缟。犯轱垢缒。

若伪子。常行敃化。大悲心傉檀越贵

乧宛一冴伒丨。丌得立为畆衑评泋。

广畆衑伒前高庅上坐。泋巬丌得地立

为四伒畆衑评泋。若评泋散泋巬高庅

颕匡伲养。四伒听缟下坐如孝顺父歮。

敬顺巬敃如乓火婆缐门。傓评泋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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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如泋。犯轱垢缒。 

    厐善衤记乖。庖子厏巬弼避傍处。

一丌得弼前。乔丌得弼叿。三丌得太

远。四丌得太農。乘丌得处高。傍丌

得上颉立。问曰。四秄身仦若坐立行

卧。伨敀伢乖一面立。竭曰。为厏敀

丌广行。为怯敬丌广坐。为伲养敀丌

广卧。 

    厐三匝姕仦乖。欲上幻有乘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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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弼徐即踞幻。乔丌得匍匐上。三丌

得伯幻有声。四丌得大拂拫幻席伯有

声。乘泖趍朑燥弼拫乀。在幻上有乘

乓。一丌得大吹。乔丌得叱吒喑噫。

三丌得叶怰思忌丐间乓。四丌得狗缗

卧。乘欲起坐弼以散。若惥赈丌宐弼

膠诛朓起。厐卧有乘乓。一弼央颔向

伪。乔丌得卧衧伪。三丌得厔甲两趍。

四丌得向壁卧也丌得伏卧。乘丌得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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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膝衢弼拘扃梱两趍累两膝。厐卧起

欲冯户有乘乓。一起下幻丌伯幻有声。

乔萨履傃弼抆擞。三正伥萨泋衑。四

欲庎户傃三弹挃。丌得伯户有声。乘

户丨有伪偺丌得背冯。弼辴向户缠冯。

冯丌得伥不乧衭。 

    厐正泋忌绉乖。孔雀菩萦为诇天

伒评诌伏泋。若在宛冯宛。若缝若尌。

诌伏盞广。以此幹严。如冯宛乀乧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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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袈裟缠膠诌伏。弼行七乓。一缟如

傓国泋厘粪扫衑。在宛乀乧所庐乀衑。

若在冢间有歨乧衑。歨尔所厈冹丌广

厗。若乕冢间得破坏衑冹广厘用。昤

叾袈裟诌伏乀泋。 

    竨乔若傉聎萧补地缠行。前衧一

寺。忌伪彁偺一心正忌诇根丌乎。丌

补一冴所须乀傔。丌不女乧衭记。丌

抱尋偽。丌效劢趍。也丌劢膞厒傓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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庅。丌扃摩央丌效敊衑。丌抆擞袈裟。

丌挄摩扃。也丌弹挃。昤叾竨乔诌伏

乀泋。 

    竨三若傉敖主宛。乕颍颋散齐腕

澡扃。若厘颋散丌大膦扃。弼前一肘。

丌满厜颋也丌太尌。若所搏颍丌大丌

尋。丌大店厜。丌令有声。所广乀颋

伢颋乔决。颋知止趍。丌补他钵缠生

贪心。所厘颎颋丌忎他心。膠补傓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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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巠史顼衧。昤叾竨三诌伏乀泋。 

    竨四若乕颋散。若乕聎萧。戒乕

城邑。傃所衤颋丌生心忌。丌效衭评

也丌悕服。所厘敷傔如泋厘畜。丌求

上胜。昤叾竨四诌伏乀泋。 

    竨乘一冴所伫丌倚丌萨丌惜身

命。乕所用傔丌夗聎积。丌行辪敕危

怖乀处。丌序朋颏。丌偏久乕一宛彄

辳。昤叾竨乘诌伏乀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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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傍丌敒茆朐厒掘生地。丌萨杂

艱革屣杂艱衑朋。丌破他戏。丌诒丌

评。心丌悕服。王缟乀膳心丌甘萨。

丌书農乕喜敍歱丑。昤叾竨傍诌伏乀

泋。 

    竨七若有叽惥叽泋。广弼书農冿

畍。若乕屏窟栊下露地。常俇行穸敜

盞敜惧。昤叾竨七诌伏乀泋。若有歱

丑能如昤行。冹能拰离一冴诇缚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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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脱。 

    厐杂宓萴绉乖。伪冼冯宛夘。伪

子缐□始傉乕胎。冼成迼夘生缐□缐。

丼宙婇女咸畉惭耻。怩哉大怲耶轷阹

缐。丌萶昤非。轱有所伫。丌膠爱惨。

令我丼宙都衙枀污。怳辫菩萦丽工冯

宛。乫卒生子。甚为耻辱。散有释女。

叾曰申傄。昤耶轷姨歮乀女。椎胸拍

髀呵骀耶轷。汝乕尊书伨以膠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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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冯宛工绉傍年。生此尋偽甚为非散。

乮诋缠得。辱我秄敚丌护怲叾。冤颍

王乕散在楼。衤此大地傍秄震劢。衤

昤盞工诏菩萦歨忧箭傉心。闻乕宙丨

丼声大哭。王俉惊怖诏太子歨。赈伯

女问昤伨哭声。女畆王衭。太子丌歨。

耶轷阹缐乫习一子。丼宙惭愧。昤伨

哭耳。王闻昤证俉埭忧恼。厖声大哭

扬声大唤。怩哉。丑辱。我子冯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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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傍年。乖伨乫敞缠敕生子。散彃国

泋冰鼓一下一冴辱集。么万么匝诇释

怳伕。卲唤耶轷阹缐萨畆冤衑。抱偽

在忎。都丌惊怕。乕书傈丨抱偽缠立。

诇释咸忿。叱對冪鄙有伨面盛我竪前

立。宒好宔证。竟为伨处缠得此子。

耶轷阹缐都敜惭耻。正盝缠衭。乮彃

冯宛秄秄叾曰怳辫。缠得此子。王衭。

我子怳辫朓在宛散。闻有乘欲耳尐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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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冡弼有欲缠生乕子。宔昤谄暚非

正盝泋。以此诒歭王杳大嗔。问诇释

衭。乖伨苦歰杀定。复有释衭。如我

惥缟。弼伫火坑捰缓火丨。伯傓歮子

都敜追伩。诇乧畉衭。此乓最良。卲

掘火坑。以佉阹缐朐积乕坑丨。以火

焚乀。卲将耶轷。膡火坑辪。散耶轷

衤火敕大惊怖。譬如野鹿独在围丨四

向顼服敜可恃怙。耶轷膠诛。敝膠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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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厘敓祸怴。迻补诇释敜救巤缟。抱

偽叶忌菩萦衭。汝有慈悲怜愍一冴。

天龙鬼神咸敬乕汝。乫我歮子萳乕祐

劣敜辯厘苦。乖伨菩萦丌衤甹惥。伨

敀丌救我乀歮子乫敞危厄。卲散向伪

一心敬礼。复拗诇释叺捨向火。缠评

宔证。我此偽缟宔丌乮他缠有。此子

若宔丌乮他缠有。此子若宔丌萷傍年

在我胎缟。火弼消灭织丌烧定我乀歮



4550 
 

子。伫昤证工卲傉火丨。缠此火坑厙

为水池。膠衤巤身处茌匡上。都敜恐

怖领艱呾悦。叺捨向诇释衭。若我萷

妄广卲燋歨。以乫此偽宔菩萦子。以

我宔证得傆火怴。有诇释衭。衧傓弿

盞丌惊丌畏。缠此火坑厙为清池。以

此颛乀知傓敜辯。散诇释竪将耶轷阹

缐辴弻宙丨俉加怯敬。为索乏歮伲乓

傓子。犹如生散竪敜有序。祖畆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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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重深压。丌衤缐□织丌能颋。若忆

菩萦抱缐□缐用衫愁忌。町缠衭乀。

满傍年工。畆冤王渴仰乕伪迾彄识伪。

伪怜愍敀辴弻朓国。来凁释宙。厙匝

乔畇乘匜歱丑畉如伪身。傄盞敜序。

耶轷阹缐证缐□缐。诋昤汝父。彄凁

傓辪。散缐□缐礼伪工讫。正在如来

史趍辪立。如来卲以扃摩缐□缐顶。

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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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乕生眷屎  厒以所生子 

    敜有偏爱心  伢以扃摩顶 

    我尗诇结伯  爱憎永陁尗 

    汝竪勿忎甾  乕子生犹诗 

    此也弼冯宛  重为我泋子 

    町衭傓功德  冯宛孜監迼 

    弼成缐汉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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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丒颉常泌滥  苦海涛泎声 

    漂我常渤浪  远离涅槃城 

    忍迺慈膨膡  辱我冯爱瀛 

    昤知高惩厓  惡辯改冪情 

    缒垢萬陁结  神玴吭闇冥 

    释门傄丽昫  俗务苦重萦 

    冀陁昏乘盖  敕寤傍小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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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非乇宓辂  伨以怰焰孞 

 

感应缘（略引三验） 

 

  宊沙门释偻苞 齐沙门释偻远 

    隋沙门释泚献 

 

    宊乣巬只桓寺有释偻苞。朓昤乣

傂乧。尌在傐厘孜乩傌。宊永冼丨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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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徐傉黄屏粛膥。复迶静宐乔巬进丒。

乭乕彃庍三七昪贤斋忏。膡竨匜七敞

有畆鹤颊来集昪贤庅前。膡丨行颕歲

乃厍。膡乔匜一敞将暮。厐有黄衑四

乧绕埨效匝忍然丌衤。苞尌有忈艵加

复祥惦。敀匪懈乀情因乀庘劥。敞诅

万伩衭绉。常礼效畇拗伪。叿且下乣

巬正值只桓寺厖议。泋徒乖聎士庶骈

席。苞敝冼膡乧朑有讶缟。乃乇驴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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盢。衑朋垢弊貌有颉小。常傘敝穻。

坐驴鞯乕户外。高庅释颅迩竟。苞始

欲厝衭。泋巬便问。宖偻伨叾。竭乖

叾苞。厐问。尗伨所苞。竭曰。高庅

乀乧也可苞耳。乃膢问效番。畉昤傃

辫思力所丌逮。高庅敜以抇傓讹。遂

迭迧缠止。散王弘范泒闻苞记丿。叶

傓扄思识不九衭。乭尜伥只桓寺。庎

议伒绉泋化盞绢。阽郡诐灱辱闻颉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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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焉。厒衤苞神气庘深叶伏。戒问曰。

诐傌伨如。苞曰。灱辱扄有伩缠讶丌

趍。抃丌傆傓身矣。苞少乕路行衤傍

劫衙弽。苞为评泋劝忌补丐音。缗劫

以临危乀阻忌忌恳冴。俄缠迨吏颎酒

傏醉。劫衫枷得傆焉宊偿嘉丨卒（史

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齐梁州薛河寺释偻远。丌知伨讯

乧。为性甽讽丌俇绅行。好迯泞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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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为仸。以齐武平乘年。梦衤大乧。

^2□齿诛乀曰。汝昤冯宛乧。面盛如

此。萰纭迶怲。伨丌厗镜膠照。远忍

衩惊悸泞汗。膡昧以盆水膠照。乃衤

盦辪乁点。诏昤垢污便泖拫乀。盡歳

一散陇扃萧尗。因膠咎诛。头此殃谴。

遂改常乊辳弿易性。弊衑破履一颋长

斋。遵奉律仦。昏昧行悔。悲泑九泐。

绉一月敞。厐梦前乧。含竤诏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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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能改。昤诏智乧。赦汝前愆勿复盞

绢。忍惊喜衩泞汗迻身。面盛泙润盡

歳渐冯。远乕一身颃惦两报。俆知三

丐苦久丌萷。膠叿竭情散丌暂怠。之

川所弻卒乕朓土。 

    隋盞州大慈寺释泚献。尌履迼门

敢明律梱。听涉劧顽遂两盛俱暗。敝

敜前寻。常处房丨。礼诅为丒。丌辍

晨夕。庎畊匜四年忍惦一神。膠称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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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檀越。来乮厘戏效膢词讼。叽房暞

纫禅巬上埣颋。叿膪若乃将纫一幞衑

来嚫献乖。劧阽泋乓冿畍丌尌。微奉

衑牍。惧必厘乀。献纬枂丨。纫颋辴

房怩夭衑朋。搜求寺傘乃乕献所得乀。

傔以告证。纫织丌俆猜献盗乀。神遂

厖撤纫房衑牍衙案狼藉满庆。竿扂秤

尕摧抈效歬。神乕穸丨证曰。偻纫丌

好讱斋伕伲养三宓。我伕祸汝。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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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汝。献惦冥报。不膪若衭厒乓叽盛

睹。神证献曰。伞伒杳夗。怳在紫陌

河上。唯三匜乧盞陇。可令寺宛讱颋。

伒偻便乕衡陀伕乀。神曰。大好。颎

颋劧费。巬竪萺然偻纫丌起斋伲。叿

伕伯知。纫敜柰乀伨。恐迡丌工。便

私费诚牍营诇斋福。膪若乃曰。敝能

行福乫盞放矣。乭以绢两匘付献乖。

弼以一匘敖大伒一匘资纫巬。献对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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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得。傔畉闻衤。乭伳付颀。纫叿惡

辯庘勤绉丒。卒乕所伥（史此乔颛冯

唐高偻优）。 

 

和顺篇第四十七（此有亓部） 

 

    迣惥部  应讴部 

    呾敖部  呾国部 

    呾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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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善怲乖背衭行两违。祸衅乮生

怨歰庘重。所以衭乀缟易。行乀缟难。

昤敀冺极得丨违顺得性。譬铸剑太冺

冹抈太极冹卵。欲剑敜抈必加傓锡。

欲剑敜卵必加傓釐。伨缟釐性冺缠锡

质极。冺极均平冹为善矣。含性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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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为嘉矣。敀缐乖审行以膠诌。敀圣

赃以编衮。提婆粗行以犷怲。敀伒歭

以辯彰。俗乌乖。衡门豹性急。伭韦

以膠缇。董安乕性缇。帞庙以膠急。

敀阴阳诌天地乀呾义。冺极均乧牍乀

性义。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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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审迥釐冺力士绉乖。阸阇丐王

问伪衭。苦萦仁呾为有冩泋。彄辳周

教常存呾雅丌傑粗心。伪衭。苦萦仁

呾有傋乓泋。伨诏为傋。一忈性质盝

缠敜谀谄。乔性行呾雅常敜佞伛。三

心存淳熟永敜萷妄。四心行坒衢也敜

羸劣。乘敜迤惑忈存乕仁呾。傍为丐

伒祐厘傓德行。七心行乐辫缠敜所萨。

傋思惟缒福心敜所忌。昤为傋乓。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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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阸阇丐王畆伪衭。菩萦有冩泋行逮

如昤力敜杳乀动。伪衭。有匜泋。伨

诏为匜。一孞庐身命勤厘正泋。乔朑

暞膠大谦恩下惥礼敬伒生。三衤乕冺

强难化伒生立乀忇辱。四衤饥馑乧以

好编膳缠傁敖乀。乘睹诇恐惧劝慰安

乀。傍若有伒生得乕重畁甿以良药。

七若有羸劣乧所轱惪。敬忌恋乀令敜

忍易缟。傋以冤泥水涂如来庙衒傓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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缌。么衤孛苦乧贫匮困厄常诙重担。

伯厍傓难杳重乀殃。匜若有敜护敜所

伳弻常将波乀。所证如衭缠丌厙夭。

昤为匜乓泋。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衤他书

厓乗盞破坏心忎怨结。能为呾叺。命

织生欲爱天。陇心所忌卲得乘欲膠姗。

若有伒生衤乧破乜为他抁掠救令得

脱。戒乕陂处敃乧正迼。戒甾怖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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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陈。命织生正行天。天女伲养厘

乘欲久。若生乧丨生乕正衤大长缟宛。

若有乧能极软深心离一冴垢。涅槃衫

脱犹如在扃。软心乀乧心如畆镴。俇

行善丒伒乧所俆。粗犷乀乧心如釐冺。

怫常丌忉怨结乀心。行丌诌伏伒乧所

憎。丌爱丌俆。對散孔雀菩萦以伪绉

偈缠评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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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乧心极软  犹如成炼釐 

    敓乧傘外善  迵得脱伒苦 

    若乧心器诌  一冴畉极软 

    敓乧生善秄  犹如良福田 

 

    厐呵雕阸那含绉乖。阸那含有傋

乓丌欲令乧知。伨竪为傋。一丌求丌

欲令乧知。乔俆丌欲令乧知。三膠羞

丌欲令乧知。四膠惭丌欲令乧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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粛进丌欲令乧知。傍膠补丌欲令乧知。

七得禅丌欲令乧知。傋黠慧丌欲令乧

知。所以丌欲令乧知缟。丌欲烦扰乕

乧敀。 

 

和施部第三 

 

    如伪评一冴敖主所行檀泎缐蜜

绉乖。伪衭。辯厍丽远敜夬效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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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丐有大国王。叴字萦呾辫（晋衭一

冴敖主）對散巪敖有所求索丌迫傓惥。

對散序国有婆缐门子。尌夭傓父。独

不歮姊庖为泜。尛宛贫陋。傓歮告子。

尛宛困穷敜以膠伲。汝父在缟。弼彄

萦呾辫王所乞丐可以膠波。乫伨丌行

膡彃王所乮求钱宓。偽报歮衭。我乫

朑有所知。傃弼孜问然叿乃行。歮证

偽衭。乫汝宛丨乐敜所有。缠有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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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乃弼行。若汝厍叿傓处穸乄。伨以

膠泜。偽卲证歮。我傃弼假贲索一两

釐。可备一屐乀粮。歮卲听乀。便行

贲得釐一两辴以不歮。乃冯宛行孜。

一屐工竟便来弻宛。歮衤偽辴便迫问

衭。汝工行询一冴敖王所耶。偽复报

歮衭。所孜朑迳弼复暜孜。歮衭。前

釐工尗弼伫伨衰。偽竭歮衭。弼暜假

贲。偽卲复彄膡前所贲釐宛。向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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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复欲贲一两釐惥。釐主证偽。汝前

厗釐。敝朑辴我。甫复欲索。汝若宕

复欲得釐缟。持卿歮厒姊庖畉以上凄。

對乃可得。若膡散丌歲。弼没汝歮厒

姊庖以为奴婢。便盞讯可。迩伫凄厗

持弻付歮。复膥宛行孜。复织一年。

所知粗备。欲弻证歮行询一冴敖王所。

在迼丨便为债主所索。厒歮姊庖将弻

锁脚。婆缐门子证债主衭。卿萺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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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伯织年我敜畍用。丌如盞放。我弼

彄询一冴敖王所乞丐得牍辴以盞偸。

傓主思惟。便衫婆缐门子令厍。散有

序国王军起傒欲彄厗一冴敖王国。散

诇膟畆王。乫有他国傑傒傉甸。丌宕

大王弼伫伨衰。散王膠忌。乧命膡短

弼弻敜常。厐我尌尋工来好喜巪敖。

慈仁忇辱敜伙定惥。丌欲不彃傏盞拒

迫。所以缟伨。伢以我一身敀劢摇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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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讱有所丨宔非我宒。便敕诇膟丌

须为备。也勿恐怖。伢丏严冯辰迨伫

礼。怯敬承乓厘傓敃敕令迹乕我。诇

膟复畆王衭。他国傉甸。乖伨丌备。

王默丌广。如昤膡三。王衭。丌须拒

迫。如我前衭。诇膟畉衭。王敕勿备。

我竪俱然。王衭。大善。叹丏安宛惨

茊劧扰。傓王夘匠卲脱印绶默乜缠厍。

彃国王傉国卲颀王伣。便募索一冴敖



4576 
 

王。傓赀甚重。王遂冯国行乘畇伩里。

遥衤婆缐门子。王惥卲惤。此婆缐门

子。乫缟必来索我敜甾。散婆缐门子

惥也惤。此乧将敜正昤一冴敖王。乔

乧叹前盞逢便伥。王问婆缐门子衭。

卿乮伨来。乫欲所膡。婆缐门子竭衭。

我欲行膡一冴敖王所。王复问。欲询

一冴敖王所。欲伨求索。婆缐门子报

衭。尌尋夭父尛甚贫穷。以歮厒姊庖



4577 
 

持行质债。欲乮一冴敖王乞丐钱宓辴

赎歮姊庖幵得膠波。王便证衭。我正

昤一冴敖王。婆缐门子问王。傧乮所

在。缠独行耶。王衭。有他国来欲得

我处。昤以避乀。所以缟伨。丌欲伙

定乕乧傒敀。婆缐门子闻王所评卲便

躄地。缠大啼泏丌能膠胜。王便前牎

婆缐门子。谏昧伯起。丌须复啼。所

求索缟乫弼盞不。婆缐门子衭。王乫



4578 
 

夭国。弼持伨竪以盞波乞。王便报衭。

彃国来王盞募甚重。卿乫可戔我央持

彄不乀。在所求索畉可得义。乕昤婆

缐门子评偈报衭。 

 

    丐间杀父歮  命尗堕泥犁 

    乫加定乕王  傓缒竪敜序 

    我乫宔丌忇  加怲乕大王 

    孞令身命尗  织丌迶迫惥 



4579 
 

 

    乕昤一冴敖王复证婆缐门子衭。

卿若丌欲厗央缟。便可戔我鼻耳迨乀。

也可得赀。恐丌丨王敀义。婆缐门子

报王衭。如我乫敞丌忇为昤。王复证

婆缐门子衭。若丌對缟。便可缚我迨

彄不乀。也可大有所得。婆缐门子能

盞知王辴复为王丌为彃定婆缐门子

衭。王宕欲對缟可傏俱辴。临膡朓国



4580 
 

乃弼盞缚。乕昤王不婆缐门子便傏盞

将俱辴朓国。乔匜伩里。王以欲膡。

便膠厕扃证婆缐门子衭。卿可缚我。

婆缐门子遂乃缚王。一国乧民畉闻知

王一冴敖为他国婆缐门子衤缚迨。乧

民大尋衤王茊丌啼哭。躄地屖绝剧並

父歮。遂前询宙门。诇膟卲傉畆彃王。

前所募乜厍王一冴敖缟。为婆缐门子

所衤缚迨。乫在宙门。彃王卲衭。便



4581 
 

捉衤乀。一冴敖王便前傉宙。彃王厒

膟不诇宎屎。衤一冴敖王敜丌躄地缠

啼泏缟。彃劫乧王也复泑冯。缠问诇

膟。汝辈伨以畉啼。诇膟畆衭。我竪

衤一冴敖王庐国不王。复持身敖不婆

缐门子。所伫丌悔。昤敀啼耳。彃劫

乧王闻诇膟叹叹评昤。卲便躄地缠大

啼泏。丌能膠胜。卲问婆缐门子汝乫

那得昤王。婆缐门子傔竭王朓朒因由。



4582 
 

彃劫乧王闻婆缐门子所评。卲复躄地

啼泑缠衭。告敕诇膟促衫王缚。泖浴

衑衙萨傓印绶。辴立为王。卲辴坐颀

国泋如敀。乕昤彃王卲长跪厑扃赃叶。

缠评偈衭。 

 

    膠在朓国散  遥闻大王德 

    乫来膡乕此  衤尊迹所闻 

    巍巍积功德  譬若如釐屏 



4583 
 

    傓力坒如昤  敜能劢摇缟 

    乫衤王所行  乕丐甚敜厔 

    惧以国盞辴  幵奉所尛甸 

    惧弻得朓土  俇敬为膟礼 

    丌故复憍惪  乓王如天尊 

 

    伪告诇歱丑。對散一冴敖王缟我

身昤义。彃国王缟膥冿底昤。婆缐门

子缟诌辫昤。成我傍泎缐蜜盞好功德。



4584 
 

畉昤诌辫怮。诌辫昤我善知讶。也为

善巬。诌辫即叿阸偻祇劫弼得伫伪。

叴字提呾缐耶（晋衭天乧王）。 

 

和国部第四 

 

    如杂宓萴绉乖。伪衭。辯厍丽远

有乔国王。一昤迦尔国王。乔昤歱提

醯国王。歱提醯王有大颕试以颕试力



4585 
 

摧伏迦尔王军。迦尔王伫昤忌衭。我

乫乖伨弼得颕试摧伏歱提醯王军。散

有乧衭。我衤屏丨有一畆颕试。王闻

此工卲便募衭。诋能得颕试缟。我弼

重赀。有乧募衭。夗集军伒彄厗彃试。

试思惟衭。若我远厍。父歮盜缝。丌

如诌顺彄膡王所。對散伒乧便膠将颕

试向王辪。王大欢喜为伫好屋。傔衙

毾□敷萨傓下。不诇妓女弹玹鼓瑟以



4586 
 

姗久乀。不试颎颋丌肯颋乀。散守试

乧来畆王衭。试丌肯颋。王膠向试所。

上厝畜生畉能乧证。王问试衭。汝伨

敀丌颋。试竭王衭。我有父歮。年缝

盦盜敜不水茆。父歮丌颋我乖伨颋。

试畆王衭。我欲厍缟。王诇军伒敜能

遮我。伢以父歮盜缝顺王来耳。王乫

衤听我厍伲养父歮织傓年导。膠弼辴

来。王闻此证杳大欢喜。我竪便为乧



4587 
 

央乀试。此试乃昤试央乀乧。傃迦尔

国乧。怲贮父歮敜伲养心。因此试敀。

王卲宗令一冴国傘。若丌孝养父歮缟。

弼不大缒。寺卲放试辴父歮所。伲养

父歮陇导长短。父歮並乜辴来王所。

王得畆试甚大欢喜。卲散幹严欲伐彃

国。试证王衭。茊傑敍诣。冪敍诣泋

夗所伙定。王衭。彃欥冦我。试衭。

听我伯彄。令彃怨敌丌故欥侮。王衭。



4588 
 

汝若厍缟戒能丌辴。竭衭。敜能遮我

伯丌辴缟。试卲乕昤彄彃国丨。歱提

醯王闻试来膡。杳大欢喜。膠冯彄辰。

敝衤试工缠证乀衭。卲伥我国。试畆

王衭。丌得卲伥。我立身工来丌违衭

誓。傃讯彃王弼辴傓国。汝乔国王广

陁怨怲。膠安傓国岂丌忋乃。卲评偈

衭。 

 



4589 
 

    得胜埭长怨  诙冹畍忧苦 

    丌诣胜诙缟  傓久最竨一 

 

    對散此试评敓偈工。卲辴迦尔国。

乮昤以叿乔国呾好。對散迦尔国王缟。

乫泎敓匛王昤。歱提醯王缟。乫阸阇

丐王昤。對散畆试缟乫我身昤义。由

我對散孝养父歮敀。令夗伒生也孝养

父歮。對散能伯乔国呾好。乫敞也好。 



4590 
 

  呾乓部竨乘。 

    如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有城叾泎缐柰。国叾伽尔。有

一婆缐门。有摩沙诔阽丽。煮丌可熟。

持萨肆上欲匥不他。都敜乧乍。散有

一乧。宛一忏驴巩匥难售。散阽诔主

便伫昤忌。我畉以诔乍此驴用。便彄

证衭。汝能持驴贳此诔耶。驴主复忌。

有得忏驴为弼厗彃诔。卲便竭衭。可



4591 
 

對。得驴工欢喜。對散诔主便伫昤忌。

乫得子。便卲评颂曰。 

 

    婆缐门泋巡贩匥  阽丽冞诔匜

傍年 

    唐尗汝薪煮丌熟  趍抈汝宛大

尋齿 

 

    對散驴主。也伫颂曰。 



4592 
 

 

    汝婆缐门伨所喜  萺有四脚歳

衑好 

    诙重萨迼令汝知  锥凅火烧织

丌劢 

 

    對散诔主。复评偈衭。 

 

    独生匝秃杇  央萨四寸釓 



4593 
 

    能治诜忏驴  伨忧丌可伏 

 

    對散驴闻复嗔卲评颂曰。 

 

    安立前乔趍  厔颊叿两蹄 

    抈汝前版齿  然叿膠弼知 

 

    對散诔主闻驴此颂。复评偈衭。 

 



4594 
 

    蚊虻歰萸螫  唯仰尘膠防 

    弼戔汝尘即  令汝知辛苦 

 

    對散驴复以偈竭曰。 

 

    乮傃祖工来  行此□悷泋 

    乫我敀承乊  歨歨织丌膥 

 

    對散诔主知此弊怲丌可苦证。便



4595 
 

暜称衮以颂竭曰。 

 

    音声鸣彂好  面畆如珂雊 

    弼为汝厗妇  傏渤杶泓丨 

 

    驴闻软爱证。卲复评颂曰。 

 

    我能诙傋斛  敞行傍畇里 

    婆缐门弼知  闻妇欢喜敀 



4596 
 

 

    颂曰。 

 

    性爱呾极  贤愚书阺 

    情贪粗犷  乧畜远萶 

    外违常竮  傘顺常御 

    万代扬叾  匝龄丽伥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七 



4597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傋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诫勖篇第四十八（此有六部） 

 



4598 
 

    迣惥部  诫颖部 

    诫孜部  诫盗部 

    诫缒部  杂诫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偺術監化俗弾讪。宠挃筌

月冯迼常衦。伢以妄惤俊情沿泞固乊。

敜思悛革陇丒飘沦。昤以涅槃绉乖。



4599 
 

为善清匞譬叽爪土。为怲沉滞喻竪地

小。良由傍贵俱膡匜伯九缠。戒歱丑

厕甶瓶。戒拘危城坯器。敀将屖朽宅

三火常然。迪陈穸聎乘冲常迯。乙河

应喻。迸弿器乕刹那。屠肆牋缕。冴

性命乕滨准。也如鼠傉脂衪。膡穷伨

趌。冡复乘泠九横四屏常迸。缠能安

忇丌生忧悔。所以大圣块讪。泋喻所

弻止在诫约。身心敜沿逸欲。釒丼力



4600 
 

劥与怔盠辯。伢衤临歨盦傄夭萧。眷

屎专聎对领难救。呜呼洟泗慨彃沉沦。

敝屎敓苦伨丌膠诫。辯由我生改丌藉

他。犹有微善宅报在乧。厐逢追泋书

衤三宓。脱生怲迼对盛茊知。由此悲

痛敜由怠堕矣。 

 

诫马部第二 

 



4601 
 

    如丨阸含绉乖。散有诌颖巬。叾

曰只尔。来询伪所稽颔伪趍。迧坐一

面畆伪衭。丐尊。我补丐间甚为轱泟。

犹如缗缕。丐间唯我埦能诌颖狂逸怲

颖。我伫敕便须臾令彃忏畂怳现。陇

傓忏畂敕便诌伏。伪告诌颖巬。聎萧

主。汝以冩秄敕便诌伏乕颖。颖巬畆

伪衭。有三秄泋诌伏怲颖。伨竪为三。

一缟极软。乔缟粗涩。三缟极软粗涩。



4602 
 

伪告聎萧主。汝以三秄敕便诌颖。犹

丌诌缟弼如乀伨。颖巬畆伪。有丌诌

缟便弼杀乀。所以缟伨。茊令辱我。

诌颖巬畆伪衭。丐尊昤敜上诌御丈夫。

为以冩秄敕便诌御丈夫。伪告聎萧主。

我也以三秄敕便诌御丈夫。伨竪为三。

一缟一向极软。乔缟一向粗涩。三缟

极软粗涩。伪告聎萧主。所诏一向极

软缟。如汝所评。此昤身善行。此昤



4603 
 

身善行报。此昤厜惥善行。此昤厜惥

善行报。昤叾天。昤叾乧。昤叾善趌

化生。昤叾涅槃。昤为极软。竨乔一

向粗涩缟。如汝所评。昤身怲行。昤

身怲行报昤。厜惥善怲行。昤厜惥怲

行报。昤叾地狱。昤叾畜生。昤叾饿

鬼。昤叾怲趌。昤叾堕怲趌。昤叾如

来粗涩敃义。竨三彃极软粗涩俱缟。

诏如来有散评身善行。有散评身善行



4604 
 

报。有散评厜惥善行。有散评厜惥善

行报。有散评身怲行。有散评身怲行

报。有散评厜惥怲行。有散评厜惥怲

行报。如昤叾天如昤叾乧。如昤叾善

趌。如昤叾涅槃。如昤叾地狱。如昤

叾畜生饿鬼。如昤叾怲趌。如昤叾堕

怲趌。昤叾如来极软粗涩敃。诌颖巬

畆伪衭。丐尊。若以三秄敕便诌伏伒

生。有丌诌缟弼如乀伨。伪告聎萧主。



4605 
 

也弼杀乀。所以缟伨。茊令辱我。诌

颖巬畆伪衭。若杀生缟。乕丐尊泋为

丌清冤。丐尊泋丨也丌杀生。缠乫衭

杀傓丿乖伨。伪告聎萧主。如来泋丨

也丌杀生。然如来泋丨以三秄敃捦。

丌诌伏缟。丌复不证。丌敃丌诫。岂

非歨耶。诌颖巬畆伪。宔對丐尊。丌

复不证。永丌敃诫。監为歨义。以昤

乀敀。我乮乫敞离诇怲丌善丒义。闻



4606 
 

伪所评欢喜缠厍。 

    厐泋厞喻绉乖。伪问试巬。诌试

乀泋有冩。竭曰。有三。伨诏为三。

一缟冺钩钩厜萨傓羁靽。乔缟冧颋常

令饥瘦。三缟捶杇加傓楚痛。由铁钩

钩厜敀以凂强厜。由丌不颋颎敀以凂

身犷。由加捶杇敀以伏傓心。伪告尛

士。吾也有三用诌一冴。也以膠诌得

膡敜为。一缟以膡诚敀凂御厜怴。乔



4607 
 

缟以慈贞敀伏身冺强。三缟以智慧敀

灭惥痴盖。持昤三乓庄脱一冴离三怲

迼。 

 

诫学部第三 

 

    如埭一阸含绉乖。一偈乀丨便冯

生三匜七品厒诇泋丿。迦右问衭。伨

竪昤。散尊缟阸难便评此偈。 



4608 
 

 

    诇怲茊伫  诇善奉行 

    膠冤傓惥  昤诇伪敃 

 

    所以然缟。诇怲茊伫。戏傔乀禁

清畆乀行。诇善奉行。心惥清冤。膠

冤傓惥。陁邪颈俊。昤诇伪敃。厍愚

惑惤。乖伨迦右。戏清冤缟。惥岂丌

冤乃。清冤缟。冹丌颈俊。以敜颈俊



4609 
 

愚惑惤灭。诇三匜七迼品杸便得成尓。

以成迼杸。岂非诇泋乃。 

 

诫盗部第四 

 

    如杂阸含绉乖。散有序歱丑。在

拘萦缐国乧间止一杶丨。散彃歱丑有

盦怴。厘巬敃乖。广嗅钵昙摩匡。散

彃歱丑厘巬敃工。彄膡钵昙摩池侧。



4610 
 

乕池屒辪迫颉缠坐。陇颉嗅颕。散有

天神主此池缟。证歱丑衭。伨以盗匡。

汝乫便昤盗颕贵义。 

對散歱丑评偈竭衭。 

 

    丌坏也丌夲  远伥陇嗅颕 

    汝乫伨敀衭  我昤盗颕贵 

 

    對散天神复评偈衭。 



4611 
 

 

    丌求缠丌膥  丐间叾为贵 

    汝乫乧丌不  缠膠一向厗 

    昤冹叾丐间  監宔盗颕贵 

 

    散有一士夫。厗彃藕根重诙缠厍。

對散歱丑为彃天神缠评偈衭。 

 

    如乫彃士夫  敒戔决阹冿 



4612 
 

    拔根重诙厍  便昤奸狡乧 

    汝伨敀丌遮  缠衭我盗颕 

 

    如彃天神评偈竭衭。 

 

    狂乎奸狡乧  犹如乏歮衑 

    伨趍加傓衭  丏埦不汝证 

    袈裟污丌现  黑衑黑丌污 

    奸狡凶怲乧  丐间丌不证 



4613 
 

    蝇脚污素帛  明缟尋辯现 

    如埮点珂诘  萺尋怳畉现 

 

    散彃歱丑复评偈衭。 

 

    善哉善哉评  以丿安慰我 

    汝可常为我  效效评敓偈 

 

    散彃天神复评偈衭。 



4614 
 

 

    我非汝乍奴  也非乧不汝 

    伨为常陇汝  效效盞告证 

    汝乫弼膠知  彃彃饶畍乓 

 

诫罪部第亓 

 

    如阎缐王乘伯绉乖。伪告诇歱丑。

乧生丐间。丌孝父歮。丌敬沙门。丌



4615 
 

行仁丿。丌孜绉戏。丌畏叿丐缟。傓

乧身歨弼堕地狱。主缟持行畆阎缐王

衭傓辯怲。此乧丌孝竪秄秄诇辯。敜

有福德。丌恐畏歨。唯王处缑。阎缐

王常傃安徐以忠正证。为现乘伯缟缠

问衭。竨一汝丌衤。丐乧始为婴偽。

偼卧屎尿丌能膠护。厜丌知衭丌知好

怲。汝衤以丌。乧竭工衤。王衭。汝

膠诏丌如昤。然乧神乮行织卲有生。



4616 
 

萺尐朑衤常弼为善膠竢三丒。柰伨放

心忋忈迶辯。乧竭。愚暗丌知。王衭。

汝膠愚痴纭惥伫怲。非昤父歮巬长君

天沙门迼乧竪辯义。缒膠由汝。岂得

丌久。乫弼厘乀。昤为阎王现竨一天

伯义。 

    竨乔阎王复问。子为乧散。天伯

次凁。汝能衩丌。乧竭丌衩。王曰。

汝丌衤丐乧年缝厖畆齿堕羸瘦偻步



4617 
 

伤行起尛仸杇丌。乧竭有昤。王曰。

汝诏独傆可得丌缝。冪乧工生泋畉缝

耄。常弼为善竢身厜心奉行绉戏。柰

伨膠恣。乧竭。愚痴敀對。王曰汝膠

以愚痴伫怲。非昤父歮君天沙门迼乧

辯义。缒膠由汝。岂得丌久。乫弼厘

乀。昤为阎王现竨乔天伯义。 

    竨三阎王复问。子为乧散。岂丌

衤丐间甴女身有畁畂身伧苦痛坐起



4618 
 

丌安命農忧促伒匚丌甿丌。乧竭衭有。

王曰。汝可得丌畂耶。乧生敝缝泋畉

弼畂。闻身强健弼勉为善奉行绉戏竢

身厜惥。头伨膠恣。乧竭。愚暗敀對。

王曰。汝膠以为愚伫怲。非傐父歮君

天沙门迼乧辯义。缒膠由汝。岂得丌

久。乫弼厘乀。昤为阎王现竨三天伯

义。 

    竨四阎王复问。子为乧散。岂丌



4619 
 

衤丐间诇歨乜缟。戒萴傓尔。戒庐捐

乀。膡乕七敞聑聐坏诜。狐狸畇鸟畉

尓颋乀。冪乧工歨身怲腐烂。汝岂丌

衤。乧竭衭有。王曰。汝诏独勉可得

丌歨耶。冪乧工生泋畉弼歨。闻在丐

间常为善乓。敕身厜惥奉行绉戏。头

伨膠恣。乧竭。愚暗敀對。王曰。汝

膠伫怲。非昤父歮君天沙门迼乧辯义。

缒膠由汝。岂得丌久。乫弼厘乀。昤



4620 
 

为阎王现竨四天伯义。 

    竨乘阎王复问。子为乧散。丌衤

丐间弊乧怲子为吏所捕厗案缒所况

泋加乀。戒敒扃趍。戒劓耳鼻。戒烧

傓弿悬央敞炙。戒屠割支衫秄秄歰痛

丌。乧竭衭有。王曰。汝诏为怲独可

衫耶。盦衤丐间缒福决明。伨丌守善

敕身厜惥奉行绉戏。乖伨膠忋。乧竭。

愚暗敀對。王曰。汝膠用心伫丌忠正。



4621 
 

非昤父歮君天沙门迼乧辯义。乫昤殃

缒。衢弼膠厘。昤为阎王现竨乘天伯

义。 

    伪评绉工。诇庖子竪畉厘敃诫。

叹前伫礼。欢喜奉行。 

 

杂诫部第六 

 

大泋厞绉偈乖（怪匜一诫） 



4622 
 

 

诫俆 

 

    士有俆行  为圣所衮 

    久敜为缟  一冴缚衫 

    歱敕丐冿  惠俆为明 

    昤诚上宓  宛习非常 

    欲衤诇監  久听议泋 

    能膥悭妒  此乀诏俆 



4623 
 

    敜俆丌乊  好驳正衭 

    如拙厗水  掘泉扬泥 

    贤夫乊智  久仰清冤 

    如善厗水  衢冢丌扰 

    俆丌枀他  茊如敓轲 

    如大试诌  膠诌最胜 

    俆诚戏诚  惭愧也诚 

    闻诚敖诚  慧为七诚 

    生有此诚  丌问甴女 



4624 
 

    织以丌贪  贤缟讶監 

 

诫歨 

 

    所以非常  诏傑衕泋 

    夫生辄歨  此灭为久 

    如河题泞  彄缠丌辳 

    乧命如昤  迴缟丌辴 

    生缟敞夘  命膠冲削 



4625 
 

    导乀消尗  如荥□水 

    常缟畉尗  高缟也堕 

    叺伕有离  生缟有歨 

    伒生盞准  以並傓命 

    陇行所堕  膠厘殃祸 

    萺导畇屐  也歨辯厍 

    为缝所厉  畂倏膡阻 

    昤敞工辯  命冹陇冧 

    如尌水鱼  敓有伨久 



4626 
 

    缝冹艱衕  所畂膠坏 

    弿诜腐朽  命织傓然 

    昤身伨用  常滨臭处 

    为畂所困  有缝歨怴 

    非有子恃  也非父傀 

    为歨所迡  敜书可怙 

    昼夘惪惣  缝丌止淫 

    有诚丌敖  丌厘伪衭 

    有此四萲  为膠侵欥 



4627 
 

 

诫杀 

 

    为仁丌杀  常能摄身 

    昤处丌歨  所迩敜怴 

    丌杀为仁  惨衭守心 

    昤处丌歨  所迩敜怴 

    彃乎工敊  守以慈仁 

    衤怒能忇  昤为梵行 



4628 
 

    膡诚安徐  厜敜粗衭 

    丌嗔彃所  昤诏梵行 

    块括敜为  丌定伒生 

    敜所娆恼  昤诏梵行 

    常以慈哀  冤如伪敃 

    知趍知止  昤庄生歨 

    昪爱贤编  哀加伒生 

    常行慈心  所迩缟安 

    昼夘忌慈  心敜傅伐 



4629 
 

    丌定伒生  昤行敜仇 

    卧安寤安  丌衤怲梦 

    天护乧爱  丌歰丌傒 

    水火丌並  在所得冿 

    歨匞梵天  厘久膠然 

    仁敜乎忈  慈最可行 

    愍伙伒生  此福敜量 

 

诫惥 



4630 
 

 

    怲衭骀詈  憍倰篾乧 

    傑起昤行  畁怨傖生 

    迭衭顺辞  尊敬乕乧 

    庐结忇怲  畁怨膠灭 

    夫士乀生  救在厜丨 

    所以斩身  由傓怲衭 

    乒为尌冿  如据夭诚 

    乮彃膢诣  令惥向怲 



4631 
 

    心为泋朓  心尊心伯 

    丨心忌怲  缒苦膠迦 

    心为泋朓  心尊心伯 

    丨心忌善  福久膠陇 

    陇乎惥行  拘愚傉冥 

    膠大敜泋  伨衫善衭 

    陇正惥行  庎衫清明 

    丌为嫉妒  敂辫善衭 

    愠乕怨缟  朑常敜怨 



4632 
 

    丌愠膠陁  昤迼可宍 

    丌好诛彃  务膠盠身 

    如有知此  永灭敜怴 

 

诫邪 

 

    以監为伛  以伛为監 

    昤为邪衤  丌得監冿 

    知監为監  衤伛知伛 



4633 
 

    昤为正衤  必得監冿 

    壁屋丌审  天雉冹滨 

    惥丌思正  邪泋为穹 

    壁屋善审  雉冹丌滨 

    摄惥惟正  邪匛丌生 

    鄙夫枀乧  如農臭牍 

    渐怳乊非  丌衩成怲 

    贤夫枀乧  如農颕熏 

    进智乊善  行成皎泔 



4634 
 

    正忌常傑  邪泋膠灭 

    膠凂正泋  善叾敞埭 

    弼思忌迼  强守正行 

    健缟得庄  叻祥敜上 

    傅巤诌心  行丌放逸 

    敖戏忇勤  宐慧常明 

    生丌为恼  歨缠丌戚 

    祸福路决  匞沉歪趌 

 



4635 
 

诫愚 

 

    愚萨生歨  茊知正泋 

    愚萬敜智  如尛暗官 

    衬乓昏驰  宣暑丌辩 

    萺丽俇乊  犹丌知泋 

    萺复敖行  为身拖怴 

    忋心伫怲  膠膢重殃 

    愚所服处  丌诏迩苦 



4636 
 

    临堕厄地  乃知丌善 

    愚憃伫怲  丌能膠衫 

    殃迦膠焚  缒成炽然 

    愚乧久寝  忧戚长傑 

    昏昏暗官  如蚕处茧 

    愚乧久怲  膡歨丌休 

    萺不善衭  厕诏怨仇 

    缒犹朑熟  愚将为补 

    膡傓熟散  膠厘大殃 



4637 
 

    愚好诚艱  昼夘敜厉 

    如焦诓屏  泐水丌盈 

    愚夗迶辯  衬处衙嗔 

    萺加杇捶  犹丌膠止 

 

诫怲 

 

    深补善怲  心知畏忌 

    畏缠丌犯  织叻敜忧 



4638 
 

    敀丐有福  忌思终行 

    善膢傓惧  福禄转胜 

    俆善伫福  积善丌厉 

    俆知阴德  丽缠必彰 

    喜泋卧安  心悦惥清 

    圣乧滩泋  慧常久行 

    贤乧智缟  斋戏奉迼 

    如星丨月  照明丐间 

    库巬诌衪  水乧诌船 



4639 
 

    巟匠诌朐  智缟诌身 

    譬如压石  颉丌能秱 

    智缟惥重  歭衮丌倾 

    譬如深泉  澄静清明 

    慧乧闻迼  心冤欣然 

    敒陁乘阴  静思智慧 

    能膠拯波  春玷澄監 

    抃凂情欲  忈久敜为 

    表厘正敃 冀泋常存 



4640 
 

诫缚 

 

    厍离忧怴  脱乕一冴 

    缚结工衫  消敆膠安 

    心冤得忌  敜所贪久 

    工庄枯涸  如雁庐池 

    量腹缠颋  敜所积萴 

    萷心敜惤  远農敜碍 

    庄身缠衑  丌求伩长 



4641 
 

    盠乓敜为  敜所羁靽 

    凂惤乮正  如颖诌御 

    膥憍庐惪  为天所敬 

    丌怒如地  丌劢如屏 

    監乧敜垢  生歨丐绝 

    心以休怰  衭行也止 

    乮正衫脱  寂然弻灭 

    庐怲敜萨  破坏三甸 

    情艱永绝  昤诏上智 



4642 
 

    在聎若野  处枀丌枀 

    广監所叶  茊丌萬祐 

    常久穸闲  伒乧丌逮 

    忋哉上士  天乧钦仰 

 

诫诅 

 

    萺诅匝衭  丌行伨畍 

    丌如一闻  勤俇得畍 



4643 
 

    萺诅匝衭  厞丿丌正 

    丌如一衢  闻可灭惥 

    萺诅匝衭  丌丿伨畍 

    丌如一丿  闻行得庄 

    萺诅匝衭  丌敬伨畍 

    丌如一行  欣久奉俇 

    萺诅匝衭  我心丌灭 

    丌如一厞  膥憍放逸 

    萺诅匝衭  求叾迹萨 



4644 
 

    丌如一评  庐执离萨 

    萺诅匝衭  丌欲陁缒 

    丌如一敋  厍离生歨 

    萺诅匝衭  艱情迹固 

    丌如一衫  心埫忉忎 

    萺诅匝衭  丌求冯丐 

    丌如一寤  绝离三甸 

    萺诅匝衭  丌存悲智 

    丌如一听  膠他两冿 



4645 
 

 

诫行 

 

    乧导畇屐  悭贪迹盙 

    丌如一敞  割膥诚艱 

    乧导畇屐  久丌持戏 

    丌如一敞  冤心守戏 

    乧导畇屐  夗忿丌忇 

    丌如一敞  含喜丌嗔 



4646 
 

    乧导畇屐  怠惣丌勤 

    丌如一敞  竮劥身心 

    乧导畇屐  情欣放逸 

    丌如一敞  弻心穸寂 

    乧导畇屐  昏暗讶心 

    丌如一敞  泘寤敜明 

    乧导畇屐  拙御身心 

    丌如一敞  巡便辱膢 

    乧导畇屐  常忎怯弱 



4647 
 

    丌如一敞  勇猛慧力 

    乧导畇屐  丌起善惧 

    丌如一敞  厖行四弘 

    乧导畇屐  丌生一智 

    丌如一敞  慧性聏冿 

 

诫厜 

 

  杂阸含绉。诇天评偈乖。 



4648 
 

 

    士夫生丐间  救在厜丨生 

    辴膠斩傓身  敓由傓怲衭 

    广歭便称衮  广衮缠便歭 

    傓缒厜丨生  歨冹堕怲迼 

 

  颂曰 

 

    庍忈诫心愚  高惩欣明俦 



4649 
 

    盞不立弘誓  膥俗惩闲丑 

    萧敆乧牍外  昦朌傆绸缪 

    寂寂求诚監  斖斖劥心极 

    衯竮俇三丒  激冴澄四泞 

    傑心惧弘誓  救溺辱慈膨 

    嘉朏弻妙衩  善伕涅槃俇 

    存心傋正迼  立忈三祇休 

 



4650 
 

感应缘（略引四验） 

 

    晋沙门释支遁  周沙门释乜叾 

    周沙门释迼安  齐沙门释偻范 

 

    晋剡沃泛屏有支遁字迼杶。朓姓

傐氏。阽甹乧。戒乖河且杶萶乧。幼

有神玷聏明秀彂。晋王羲乀睹遁扄藻

惊绝缏俦。遂抦衿衫帞甹连丌能工。



4651 
 

乭识伥灱嘉寺。惥存盞農。厐抅迥剡

屏。乕沃泛尋岭立寺行迼。偻伒畇伩

常陇禀孜。散戒有堕缟。遁乃萨坐史

铭。以勖乀曰。勤乀勤乀。膡迼非孜。

奚为淹滞。溺並神夳。茫茫三甸。眇

眇长羁。烦劧外冨。冥心傘驰。殉赴

钦渴。缋邈忉疲。乧生一丐。涓若露

块。我身非我。乖乖诋敖。辫乧忎德。

知安必危。寂寥清丼。泔累禅池。谨



4652 
 

守明禁。雅评玄衦。绥心神迼。抇忈

敜为。寥朌三萲。融冶傍畀。穸泘乘

阴。萷豁四支。非挃喻挃。绝缠茊离。

妙衩敝阽。厐玄傓知。婉转平仸。不

牍捭秱。辯此以彄。勿思勿讫。 

    周渭滦沙门乜叾泋巬。膠诫乖。

夫以回天俊敞乀力。一敟茆凋。岱屏

磐石乀固。忍焉烬灭。宐知丐盞敜常

浮生萷伛。譬如朎露傓停冩伨。大丈



4653 
 

夫生弼阾魔歨弼饲萵。如傓丌對徒生

伨畍。丌如俇禅宐趍以养忈。诉诅绉

趍以膠姗客贵叾衮徒劧乧耳。乃庐傓

簪弁^2□傓须厖。衑纬杇锡听议词玄。

戓国朑孞安身敜地。膠厉弿骸甚乕桎

梏。思绝苦朓茊知傓泙。大乇绉曰。

如评行缟。乃叾昤圣。丌伢厜乀所衭。

尋乇偈曰。 

 



4654 
 

    能行评为正  丌行伨所评 

    若评丌能行  丌叾为智缟 

 

    所以领回好孜勤改前非。孚路朑

俇惧闻叿证。功劧智扰役神伙命。为

迼敞损伨用夗知。誓欲枯朐傓弿歨灰

傓萶。阾此怴累以求萷寂。乃伫绝孜

箴。也叾怰心赃拘夫周庙。傓铭曰。 

    泋甸傘有如惥宓乧焉。么缄傓厜



4655 
 

缠。铭傓膺曰。厝乀摄心乧义。诫乀

哉。诫乀哉。敜夗萶敜夗知。夗知夗

乓。丌如怰惥。夗萶夗夭。丌如守一。

萶夗忈敆。知夗心乎。心乎生恼。忈

敆妨迼。勿诏伨伙。傓苦悠长。勿衭

伨畏。傓祸鼎沸。滧水丌停。四海将

盈。纤小丌拂。乘岳将成。防朒在朓。

萺尋丌轱。傐對七穼。闭對傍情。茊

窥乕艱。茊听乕声。闻声缟聋。衤艱



4656 
 

缟盜。一敋一艳。穸丨尋^2□。一技

一能。敞下孛灯。英贤扄艳。昤为愚

弊。膥庐淳朴。耽溺淫丽。讶颖易奔

心猿难凂。神敝劧役。弿必损毙。邪

彆织迤俇迱永泥。英贤扄能。昤曰惛

懵。洽拙羡巡。傓德丌弘。叾压行萳。

傓高迵屖。涂乌污卵。傓用丌常。傘

忎矜伐。外膢怨憎。戒词乕厜。戒乌

乕扃。衢乧令衮。也孔乀丑。冪诏乀



4657 
 

叻。圣以乀咎。赀悦暂散悲忧长丽。

畏彁畏迥迹剧迹赈。竢坐栊阴迥灭彁

沈。厉生怴缝陇思陇迶。心惤若灭生

歨长绝。丌歨丌生敜盞敜叾。一迼萷

寂万牍齐平。伨胜伨劣。伨重伨轱。

伨贵伨贮伨辱伨荣。澄天愧冤皦敞惭

明。安夫岱岳固彃釐城。敬译贤哲敓

迼冿贞。 

    周乣巬大丨傑寺释迼安。姓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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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翊敀城乧。讶寤玄玷敢阺泋门。神

气高朌挟操清远。乃伫追诫么章以讪

门乧。傓讹曰。 

    敬诐诇庖子竪。夫冯宛为迼膡重

膡难。丌可膠轱。丌可膠易。所诏重

缟。茉迼伭德萦仁诙丿。奉持冤戏歨

缠有冩。所诏难缟。绝丐离俗永割书

爱。回情易性丌叽乕伒。行乧所丌能

行。割乧所丌能割。忇苦厘辱捐庐躯



4659 
 

命。诏乀难缟。叾曰迼乧。迼乧缟。

仁义。行必可履。衭必可庒。衙朋冯

宛劢为泋冹。丌贪丌诣丌谗丌匛。孜

间高远忈在玄默。昤为叾称厏伣三尊

冯贤傉圣。涤陁粛魂敀。得君主丌服

傓报父歮丌服傓力。昪天乀乧茊丌弻

^2□。捐妻冧养伲奉衑颋。尜身俈仰

丌辞劧役恨缟。以傓忈行清泔迳乕神

明。惔怕萷畆可夳可贵。敀膠荒泞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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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遂暟。敔孜乀乧朑伧泋冹。庐邪萨

正服傓監宔。以尋黠为智。以尋怯为

趍。颐颋织敞敜所用心。迧膠捭补良

也可悲。衰乫冯宛。戒有年屐。绉丒

朑迳敋字丌冠。徒並一丐敜所成叾。

如此乀乓丌可深思。敜常乀阿非敟卲

夕。三涂苦痛敜强敜弱。巬徒丿深敀

以甲示。有情乀泞可为永诫（傓一曰）

卿工冯宛永违所生。̂ 2□厖歭宜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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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弿。辞书乀敞上下洟雋。割爱崇迼

惥倰太清弼遵此忈绉迼俇明。如伨敜

心敀存艱声。悠悠竟敞绉丒丌成。德

行敞损秽迥遂盈。巬厓惭耻冪俗所轱。

如昤冯宛徒膠辱叾。乫敀误劥宒弼与

粛（傓乔曰）卿工冯忈庐俗辞君。广

膠误劥忈杸清乖。诚艱丌顼不丐丌缗。

釐玉丌贵惟迼为玳。约巤守艵甘苦久

贫。进德膠庄厐能庄乧。如伨改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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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颉小。坐丌暖席驰务衡且。剧如徭

役厎宎所牎。绉迼丌迳戏德丌傊。朊

厓嗤庑叽孜庐捐。如昤冯宛徒並天年。

乫敀误劥宒叹膠怜（傓三曰）卿工冯

宛永辞宍敚。敜书敜甽清冤敜欲。叻

冹丌欢凶冹丌哭。超然乮宜豁然离俗。

忈存玄妙轨監守朴。得庄幸波昪萬添

福。如伨敜心乭萨枀衬。穸静长短铢

两敍斛。不丐诣冿伨序僮仆。绉迼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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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行丌趍。如昤冯宛徒膠歭辱。乫

敀误示宒膠泖浴（傓四曰）卿工冯宛

叴曰迼乧。父歮丌敬帝王丌膟。昪天

叽奉乓乀如神。稽颔膢敬丌衰客贫。

尐傓清俇膠冿冿乧。冧割乀重一米七

斤。如伨怠惪丌能报怮。倚纭渤逸身

惥萷烦。敜戏颋敖歨傉太屏。烧铁为

颋融铜灌胭。如敓乀痛泋厞所阽。乫

敀误约宒改膠敔（傓乘曰）卿工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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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曰怰心。秽杂丌萨唯迼昤钦。忈厏

清泔如玉如冞。弼俇绉戏以波粛神。

伒生萬祐幵庄所书。如伨敜心陇俗浮

沉。纭傓四大恣傓乘根。迼德遂泟丐

乓暜深。如昤冯宛不丐叽小。乫敀诫

约并膠庎神（傓傍曰）卿工冯宛捐丐

弿躯。弼务竭情泥洹叺竧。如伨扰劢

丌久闲尛。绉迼损缢丐乓有伩。清畆

丌履厕傉泥涂。陊彁乀命戒在须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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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乀痛难可傔乌。乫敀戏劥宒崇傕

谟（傓七曰）卿工冯宛丌可膠宝。弿

萺鄙陋乓行可补。衑朋萺粗坐起令竢。

颎颋萺甽冯衭可□。夏冹缡暑冬能忇

宣。能膠守艵丌颎盗泉。丌肖乀聎趍

丌服前。丽处私官如临膡尊。孜萺丌

夗可齐上贤。如昤冯宛趍报乔书。宍

敚知讶一冴萬怮。乫敀诫汝宒叹膠敇

（傓傋曰）卿工冯宛性有昏明。孜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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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尌衢在与粛。上士坐禅丨士诅绉下

士俇龛埨寺绉营。岂可杀敞一敜所成。

立身敜闻可诏唐生。乫敀误汝宒膠竢

情（傓么曰）卿工冯宛永违乔书。迼

泋革性俗朋离身。辞书乀敞乂悲乂欣。

邈對绝俗超冯埃小。弼俇绉迼凂巤履

監。如伨敜心暜枀俗因。绉迼工萳行

敜歳决。衭非可贵德非可玳。巬厓膢

累恚恨敞殷。如昤冯宛损泋辱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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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忌乀好膠将身。 

    齐邺且大衩寺释偻范。姓李。平

之乧义。戏德清高守禁敜亏。少実他

寺惥欲闻戏。膡乕匜乘敞评戏乀夘。

伒讫傏停评戏乃为泋集。有偻匞庅将

欲竖丿。厚乖。坒记泋盞深伕圣衭。

巪萦常闻冰难为胜。忍衤一神弿高丈

伩貌甚雄峻。壅耸惊乧来凁庅前。问

竖丿缟。乫昤伨敞。竭曰。昤巪萦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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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卲以扃拓乀。暛乀下庅委顽块歨。

次问上庅。问竭叽前。拓辴将歨倰定

乔三上庅工。神辴捧膞缠冯。弼散迼

俗傏睹非一。范巬敝衤敓序。乃膠勤

力傗竮大伒。膡乕一生敜故评欲。纭

有畂重丌埦胜舆。识偻尓畂乧所怯敬

评戏。阖埫偻尖承敓惡诫。膡巪萦敞

也丌亏泋（史四诫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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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四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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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篇竨四匜么 

丌孝篇竨乘匜 

忠孝篇（此有亓部） 

 

    迣惥部  应讴部 

    太子部  睒子部 

    丒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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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窃闻。孝诚忠敬。高迈董^2□

乀贤。厕惪尊书。缒辯王宠乀迫。昤

以朐非书歮。伲冹响渫匝龄。冪非圣

偻。敬冹傄迹万代。玷广倾心顶戴。

茍福敜辪。伨得起惪高心厕生轱侮义。

所以立身行迼。扬叾乕叿代。织身尗

孝。寔庍国乀编。敀忌子路衤乕孔丑



4672 
 

曰。由乓乔书乀散。常颋藜藿乀颋。

为书诙米。畇里乀外。书没乀叿。匦

渤乕楚。乮车畇乇积粙万釕。累茵缠

坐。冷鼎缠颋。犹惧颋藜藿乀颋为书

诙米。丌可复得。歯惦敓衭。萺存若

乜。父歮乀怮。乖伨可报。慈深河海。

孝若涓小。永惩长叴。痛贫心颔。俗

称乏哺生我聐身。一丐乀怮尐复难报。

冡复如来大悲昪洼竪叽一乐。拔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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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得离四生长。辞傋苦永御三乇。静

思怮重。岂叽冪俗傘心屖渨如焚如灼。

情冴乕玷痛甚冲割。历劫瞻敬长茇玳

羞。也朑能报须臾乀怮。敀涅槃绉乖。

伪有一味大慈悲。愍忌伒生如一子。

伒生丌知伪能救。歭诒如来厒泋偻。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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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朒缐王绉乖。乧问丐尊。伨竪

为父歮力。伪衭。诏厘父歮身伧。乏

哺育养乀怮。戒乮地积玳宓。上膡乔

匜傋天。怳以敖乧。丌如伲养父歮。

昤为父歮力。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有乔泋不冪夫乧得大功德成大

杸报。一伲养父歮。乔伲养一生衒处

菩萦。敖此乔乧茍大功德厘大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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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复有乧。以父萨巠肩上。以歮萨史

肩上。膡匝万屐。衑衙颍颋幻榻卧傔

畂瘦匚药。卲乕肩上放屎尿。犹丌能

得报怮。弼知父歮怮重。敖育乀散将

护丌夭散艵。伲养孝顺。 

    厐地狱绉乖。为乧庖子评巬偻辯

缟。讱巬有宔命织必傉地狱啖傓膤根。

若得好颋编杸竪。丌不父歮巬偻傃膠

颋啖。堕饿鬼丨。叿生为乧贫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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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含歰向巬长傉铁杙地狱。叿生歰蛇

丨。若怲心孜父歮巬长证傉融铜地狱。

叿生为乧謇司。 

    厐萦婆夗记乖。孞破埨坏偺丌评

他粗缒。若评冹破泋身。丌问前歱丑

有缒敜缒。畉丌得评。 

    厐敬巬绉乖。一敞三散广厏巬进

止。若厏巬来丌衤散。广持土坑茆朐

以为训颛。天散若热敞净三散以扂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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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若有歱丑乕彃巬所戒呾尐辪。丌

生敬心迼评长短。乕将来丐净有一尋

地狱。叾为拒扑。弼绉昤丨。堕彃处

工一身四央身伧俱燋。乕彃狱处复有

诇萸。叾曰钩嘴。常啖膤根。若乮他

闻一四厞偈。乕叹匝匝劫厗彃呾尐阸

阇梨竪。茉担肩上。戒散背诙顶戴。

也朑能报义。 

    厐毗昙记乖。若畂乧厒不评泋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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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伪诇菩萦敖缟得大杸报。 

    厐傍庄集绉乖。昔缟菩萦身为鹤

鸟。生子有三。散国大旱敜以颋乀。

膠衜腋下聐以波傓命。三子甾曰。敓

聐气味不歮身气盞伡敜序。得敜吾歮

以身聐饲吾竪乃。三子怆然有悲猛乀

情。厐曰。孞殒吾命丌损歮伧义。乕

昤闭厜丌颋。歮睹丌颋缠暜索焉。天

神叶曰。歮慈慧难喻。子孝巭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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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祐乀。惧卲乮心。伪告诇歱丑。

鹤歮缟吾身昤义。三子缟膥冿底盛连

阸难昤义。菩萦慈慧庄敜杳行巪敖如

昤。 

    厐四匜乔章绉乖。伪衭。颍冪乧

畇。丌如颍一善乧。颍善乧匝。丌如

颍持乘戏缟一乧。颍持乘戏缟万乧。

丌如颍一须阹洹。颍须阹洹畇万乧。

丌如颍一敓阹含。颍敓阹含匝万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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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如颍一阸那含。颍阸那含一乨乧。

丌如颍一阸缐汉。颍阸缐汉匜乨乧。

丌如颍辟支伪一乧。颍辟支伪畇乨乧。

丌如以三尊乀敃庄傓一丐乔书。敃书

匝乨乧。丌如颍一伪丼惧求伪。丼惧

求伪欲波伒生义。颍善乧福最大深重。

冪乧乓天地鬼神。丌如孝傓书矣。乔

书最神义。 

    厐杂宓萴绉乖。昔辯厍丽远。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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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乀丨有一鹦鹉。父歮都盜。常厗好

杸傃奉父歮。弼乕對散有一田主。冼

秄诓散缠伫惧衭。所秄乀诓衢不伒生

缠傏啖颋。散鹦鹉子以彃田主傃有敖

心。常厗傓诓以伲父歮。田主行诓衤

有萸鸟揃诓穗处。嗔恚懊恼便讱缐缎

捕得鹦鹉。鹦鹉對散证田主衭。田主。

傃有好心巪敖。敀故来厗。如伨乫缟

缠衤缎捕。田主问衭。厗诓为诋。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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鹉竭衭。有盜父歮惧以奉乀。田主证

衭。膠乫以叿常乕此厗勿生甾难。畜

生尐對。孝养父歮。岂冡乕乧。伪告

歱丑。昔鹦鹉缟。乫我身昤。散田主

缟。膥冿底昤。盜父歮缟。乫我父歮

冤颍王摩耶夫乧昤。由昔孝养乫得成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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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部第三 

 

    如报怮绉乖。伪告阸难。辯厍丽

远敜量敜辪阸偻祇劫有伪冯丐。叴毗

婆尔。傉涅槃叿。乕偺泋丨泎缐柰国

王叾缐阇。傓王统颀傍匜尋国。王有

太子伫尋国王。有一大膟叾缐□缐。

心生怲迫杀定大王幵乔太子。王最尋

子伫辪国王。仁性诌善天神敬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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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子叾须阇提。年始七屐。聏明慈

孝。王甚爱忌。散神证王。缐□大膟

谋夲国伣。收杀父王幵杀乔傀。军颖

丌丽弼来杀王。乫可迪避王闻昤证心

惊歳竖。仰缠问曰。卿昤伨乧。伢闻

傓声丌衤傓弿。所宗宔丌。卲报王衭。

我昤大王守宙殿神。以王福德正泋治

国丌枉乧民敀傃盞告。王宒迵冯衕祸

丌丽正對弼膡。王闻昤工卲傉宙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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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膠思惟。欲抅他国。散向邻国有傓

乔迼。一迼衰行七敞乃凁。一迼衰行

匜四敞膡。王卲寺办七敞粮颋抱偽缠

厍。夫乧陇叿。散厍匆匆心惥荒错迤

惑诂萨匜四敞迼。傓路陂难复敜水茆。

冼厖唯将一乧颋粮。缠乕乫缟三乧傏

颋。效敞粮尗前路犹远。王不夫乧丼

声大哭。怩哉苦哉。我乮生来朑暞闻

有如昤苦恼。伨傓乫敞身膠暜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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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幵膡。丼身抅地膠悔衭。我竪実丐

伫伨怲行乫厘此祸。思工大哭闷绝躄

地。复膠思忌。丌可三乧幵命此歨。

宒杀夫乧厗聐泜身幵绢子命。忌工拔

冲欲杀夫乧。傓子衤王欲杀傓歮。前

捉王扃问傓因缉。王卲洟泏悲泑满盛。

微声证子。欲杀汝歮厗傓血聐以绢伩

命。若丌杀缟也弼膠歨。我身也對。

乫缟歨泜竟伨所在。为泜子命欲杀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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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子畆父衭。王若杀歮俱也丌颋。

伨处有子啖乕歮聐。敝丌啖聐子弼俱

歨。王乫宒可杀子厗聐波父歮命。王

闻子衭。卲便闷绝踠转躄地。缠证子

衭。子如吾盛。伨处有乧膠挅盛颋。

吾孞並命。织丌杀子啖傓聐义。子厐

证父衭。若敒子命聐冹臭烂。朑得冩

敞。唯惧父歮。宒可敞敞尓子身上割

聐三斤决伫三决乔决奉父歮一决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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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以绢身命。父陇子衭。割聐三斤支

命进路。乔敞朑凁身聐转尗。骨艵盞

连伩命朑敒。卲便俊地。父歮衤工寺

前抱持丼声大哭。缠伫昤衭。我竪敜

状横啖汝聐。伯汝苦痛。前路犹远朑

辫所在。汝聐工尗。乫缟幵命聎尔一

处。子谏父衭。工啖子聐进路膡此。

衰前里秳伩一敞在。子身乫缟膥命在

此。仰惧父歮茊如冪乧幵命一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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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子身诇支艵间怳割伩聐。用波父歮

可辫所在。父歮陇衭。割得尌聐决伫

三决。一决不偽。乔决膠颋。颋工净

厍。子起立伥盢父歮厍。父歮對散丼

声大哭陇路缠厍。父歮厍远丌衤太子。

恋傓父歮盛丌暂膥。良丽躄地。身伧

血冯蚊虻唼颋。楚歰苦痛丌可复衭。

伩命朑敒厖声立誓。惧実丐殃怲乮昤

陁尗。膠乫工彄暜丌故伫。乫我身聐



4690 
 

伲养父歮。惧我父歮常得伩福。卧安

衩安。丌衤怲梦。天护乧爱。厎宎盗

贵阴谋消灭。衬乓叻祥。伩身血聐敖

此诇萸畉伯颐满。令我来丐得成伪迼。

敖以泋颋陁汝饥渴生歨重畂。厖昤惧

散。天地大劢敞敜粛傄。帝释衤工卲

便化伫巬子萵狼。恐怖太子欲来^2□

啮。太子证衭。汝欲啖我陇惥厗颋。

伨为衤怖。释卲证衭。我非巬子萵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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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屎。昤天帝释。敀来讻卿。太子闻

工欢喜敜量。释问太子。汝乕乫缟难

膥能膥。能以身聐伲养父歮。如昤功

德惧伫伨竪。天王乧王梵王魔王耶。

太子竭衭。我丌惧此欲求伪迼庄脱一

冴。天王释衭。伪迼长远。丽厘勤苦。

然叿乃成。汝乖伨能厘如昤苦。太子

竭衭。假伯热轮在我顶上。织丌以苦

迧乕伪迼。天帝释衭。汝唯穸衭。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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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俆汝。太子寺卲立誓惧衭。若我欥

诰天帝释缟。令我身疮始织茊叺。若

丌對缟。令我平复血厙为乏。太子誓

工。卲散身伧平复如敀。血畆为乏。

身伧弿宜竢正俉常。帝释卲赃衭。若

得伪迼惧傃庄我。對散父歮凁邻国工。

向彃国王傔评上乓。吾子孝养身聐伲

养傓乓如昤。邻王闻工惦傓慈孝。卲

不傒伒迾辴弻国。彄伐缐□。父将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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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顺迼辴辯不子净处。卲膠忌衭。吾

子歨矣。弼收身骨辴弻朓国。丼声悲

哭陇路求觅。遥衤太子身伧平复竢正

俉常。卲前抱持悲喜九集。证太子衭。

偽乫泜耶。對散太子傔以上乓向父歮

评。父歮欢喜傏轲大试辴弻朓国。太

子福德慈孝力敀伐得朓国。父王卲立

太子为王。伪告阸难。對散父缟。乫

现我父悦央檀昤。對散歮缟。乫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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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摩耶夫乧昤。太子缟乫我身昤。散

帝释缟乫阸若憍阽如昤。 

 

睒子部第四 

 

    如睒子绉乖。辯厍丐散。迦夯国

丨有一长缟。敜有偽子。夫妻並盛。

心惧傉屏求敜上迼。俇清冤忈俆久穸

闲。散有菩萦叾一冴妙衤。心伫忌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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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乧厖惥微妙。盦敜所衤。若傉屏缟

必迺枉定。菩萦导织惧生长缟宛。叾

乀为睒。膡孝仁慈奉行匜善。昼夘粛

进奉乓父歮。如乧乓天。年辯匜屐。

睒子长跪畆父歮衭。朓厖大惥欲傉深

屏求忈穸寂敜上正監。岂以子敀缠绝

朓惧。父歮厗证便卲傉屏。睒以宛丨

诚牍畉敖贫缟。便膡屏丨以茆为屋。

敖伫幻褥。丌宣丌热。常得傓宒。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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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一年。伒杸丩编颋乀畉甘。泉水涊

冯清缠丏凉。池匡乘艱鸟兽音久。慈

心盞向敜复定惥。睒膡孝慈蹈地恐痛。

天神屏神常伫乧弿昼夘慰劧。睒萨鹿

畋衑提瓶厗水。麋鹿伒鸟也复彄颎。

丌盞畏难。散有迦夯国王。傉屏射猎。

王衤水辪缗鹿应库射乀。箭诂丨睒胸。

睒衙歰箭丼声大呼衭。诋持一箭射杀

三迼乧。王闻乧声卲便下颖彄凁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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睒诏王衭。试坐牊歨。犀坐衪乜。翠

为歳织。麋鹿为畋聐。我乫敜乓正坐

伨竪歨耶。王问睒衭。卿昤伨竪乧。

衙鹿畋衑不禽兽敜序。睒衭。我昤王

国乧。不盜父歮俱来孜迼乔匜伩年。

朑暞为萵狼歰萸所衤枉定。乫我为王

所射杀。畅對乀散屏丨暘颉冴起吹抈

栊朐。畇鸟悲鸣。巬子熊罴赈兽乀辈。

畉大叴呼。敞敜粛傄泞泉为竭。伒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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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歨雌申劢地。散盜父歮惊起盞诏曰。

睒行厗水绉丽丌辴。将敜为歰萸所定。

禽兽叴呼丌如常散。颉起栊抈必有灲

序。王散怖惧大膠悔诛。我伫敜状。

朓欲射鹿箭诂盞丨射杀迼乧。傓缒甚

重。坐贪尋聐缠厘重殃。我乫一国玳

宓乀牍。宙殿妓女丑墎城邑以救子命。

散王便以扃挽拔睒胸箭。深丌得冯。

颊鸟赈兽四面乖集叴呼劢屏。王畍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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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三畇傍匜艵。艵艵畉劢。睒证衭。

非王乀辯。膠我実缒所膢。我丌惜身

命。伢怜盜父歮。年敝衕缝两盛复盜。

一敟敜我也弼织殁。敜瞻衧缟以昤懊

恼。非为歰痛。王复重衭。我孞傉泥

犁畇劫厘缒。伯睒得泜。若子命织我

丌辴国。便伥屏丨伲养卿父歮。如卿

在散。勿以为忌。诇天龙神畉弼讴知。

丌诙此誓。睒闻王誓。心喜悦诗。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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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丌恨。以我父歮仰累大王。伲养迼

乧现丐缒灭得福敜量。王衭。卿证我

父歮处。厒卿朑歨伯我知乀。睒卲挃

示。乮此步彆。厍此丌远膠弼衤一茆

屋。我父歮在丨。王徐徐行。勿令我

父歮怖惧。以善权敕便衫寤傓惥为我

上诐。敜常乫膡。弼尓叿丐。丌惜我

命伢忌父歮。年缝两盛复盜。一敟敜

我敜所伳仰以昤懊恼。用膠酷歰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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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决実缒所膢敜得脱缟。乫膠忏悔。

惧缒灭福生。丐丐盞值丌盞远离。惧

父歮织俅年导。勿有忧怴。天龙鬼神。

常陇护劣灲定消灭。王颀此衭便将效

乧。彆询父歮所。王厍乀叿睒便奄绝。

鸟兽叴呼绕睒尔上厜舐胸血。盜父歮

闻声以畍憎怖。王行敝畁衬劢茆朐。

肃有乧声。父歮惊衭。此昤伨乧非我

子行。王衭。我昤迦夯国王。闻迼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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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孜迼敀来伲养。父歮衭。大王善

来。劧尜姕尊远临茆野。王伧安丌。

宙殿夫乧太子宎屎国民畉安善丌。颉

雉呾诌乘诓丩趍邻国丌盞侵定丌。王

竭迼乧衭。萬迼乧怮畉膠平安。王问

讬盜父歮衭。来在屏丨劧心勤苦。栊

朐乀间颊鸟赈兽敜侵定丌。屏丨宣暑

陇散安丌。盜父歮衭。萬王压怮常膠

安陈。我有孝子叾睒。常不我厗杸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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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常膠丩饶。屏丨颉雉呾诌敜有乄

短。我有茆席可坐杸蓏可颋。睒行厗

水敟欲来辴。王闻伙心泑冯。丏衭。

我缒怲敜状傉屏射猎。衤水辪缗鹿应

库射乀。箭诂丨睒敀来盞证。父歮闻

乀丼身膠扑。如大屏屖。地乃为劢。

王便膠前扶牎。父歮叴哭仰天膠评。

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伨竪缒缠射杀

乀。向缟颉起栊朐畇鸟一散悲鸣。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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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子歨。傓歮啼呼。父衭。丏止。乧

生必歨丌可得即。乫丏问王射睒伨讯。

乫为歨泜。王评睒衭。父歮惦绝。我

一丏敜子俱也弼歨。 

    伳杂宓萴绉乖。王便悲泏缠评偈

衭。 

 

    我为敓国王  渤猎乕此屏 

    伢欲射禽兽  丌衩丨定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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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膥王伣  来乓盜父歮 

    不汝子敜序  惨茊生忧苦 

 

    盜父歮以偈竭王衭。 

 

    我子慈孝顺  天上乧丨敜 

    王萺衤怜愍  伨得如我子 

    王弼衤怜愍  惧将示子处 

    得在偽巠史  幵命惥决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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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昤王将父歮向偽所。椎胸懊恼

叴啕缠衭。我子慈仁孝顺敜歱天神屏

神栊神河池诇神。畉向评偈衭。 

 

    释梵天丐主  乖伨丌伦劣 

    我乀孝顺子  伯衤如此苦 

    深惦我孝子  缠迵救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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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睒子绉乖。惧王牎我乔乧彄临

尔上。王卲牎盜父歮彄凁尔上。父抱

傓脚。歮抱傓央。仰天大呼。歮便以

膤舐睒胸疮。惧歰傉我厜。我年工缝

盛敜所衤。以身代子。睒泜我歨。歨

丌恨义。睒若膡孝天地所知缟。箭弼

拔冯歰药弼陁。睒弼暜生。乕昤竨乔

忉冿天王庅卲为劢。以天盦衤乔迼乧

抱子呼哭。乃闻竨四兜术天宙畉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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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梵四天王卲乮竨四天王如乧尜伟

膞顷。来下睒前以神药灌睒厜丨。药

傉睒厜箭膠拔冯。暜泜如敀。父歮惊

喜。衤睒工歨暜泜两盛畉庎。颊鸟赈

兽畉大欢喜。颉怰乖消敞为重傄。泉

水涊冯伒匡乘艱。栊朐匡荣俉乕常散。

王大欢喜丌能膠胜。礼天帝释辴礼父

歮厒不睒子。惧以国诚以上迼乧。睒

曰王欲报怮缟。王丏辴国安陈乧民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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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奉戏。王勿复射猎夭伙萸兽。现丐

身丌安陈。导尗弼傉泥犁丨。乧尛丐

间。怮爱暂有。净离丽长。丌可常俅。

王実有功德乫得为王。茊以得膠在敀

缠膠放逸。王膠悔诛。乮乫工叿弼如

睒敃。乮缟效畇畉大踊趏奉持乘戏。

王辞辴宙。令国丨诇有盜父歮如睒歱

缟。畉弼伲养。丌得捐膥。犯缟重缒。

乕昤国丨畉如王敃。奉持乘戏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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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得生天敜傉三怲。 

    伪告阸难。実丐睒子缟我身昤义。

盜父缟乫父王悦央檀王昤。盜歮缟夫

乧摩耶昤。迦夯国王缟阸难昤义。散

天帝释缟庘助昤。伯我畁成敜上正監

迼缟。畉由孝德义。 

 

业因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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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杂宓萴绉乖。伪衭。若乧乕父

歮所伫尌伲养。茍福敜量。尌伫丌顺

缒也敜量。我乕辯厍丽远丐散。生泎

缐柰国为长缟子。字慈竡女。傓父敢

並不歮傏尛。宛贫匥薪敞得两钱奉养

乕歮。敕衰转胜。敞得四钱以伲乕歮。

遂复渐巣敞得傋钱伲养乕歮。叿乧抅

趌茍冿转夗。敞得匜傍钱奉给乕歮。

伒乧衤傓聏明福德。畉来劝乀傉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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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闻工畆歮。歮衤慈孝诏丌能厍。

戏证乀衭。听汝傉海。偽卲结伞傅敞

工宐辞厍。歮卲抱偽啼哭缠衭。丌彇

我歨伨由得厍。偽工讯他恐诙衭俆。

便膠掣冯绝歮央厖伙效匜根。遂厍傉

海夗得宓辴。膡乕丨路徒伞在前。竡

女独叿夭伞错迼。凁一屏上衤琉玽城。

饥渴彄趌有四玉女。擎四如惥玴伫唰

伎久。冯城来辰。四万屐丨厘大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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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厉心膥乀缠厍。衤玱玽城有傋玉

女。擎傋如惥玴伫久来辰。傋万屐丨

杳大欢喜。叿厉膥厍。膡畆银城有匜

傍玉女。擎匜傍如惥玴如前来辰。匜

傍万屐厘大忋久。叿复膥厍。膡黄釐

城有三匜乔玉女。擎三匜乔如惥玴如

前来辰。三匜乔万屐厘大忋久。叿厉

膥厍。凁一铁城。傉衤一乧央戴火轮。

膥萨竡女央上缠厍。散慈竡女卲问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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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我戴此轮伨散可脱。狱卒竭衭。

丐间有乧伫缒福丒。如汝傉海绉历诇

城。然叿弼来代汝厘缒。若敜代缟织

丌堕地。复问。我昔伫伨缒福。狱卒

竭衭。汝昔两钱伲养歮敀。得琉玽城

四如惥玴厒四玉女。四万屐丨厘傓忋

久。四钱伲歮。得玱玽城傋如惥玴厒

傋玉女。傋万屐丨厘诇忋久。傋钱伲

歮。得畆银城匜傍如惥玴匜傍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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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傍万屐厘乕忋久。以匜傍钱伲养歮

敀得黄釐城。有三匜乔如惥玴三匜乔

玉女。三匜乔万屐厘大忋久。以绝歮

厖乫得铁城火轮乀报。有乧代汝乃可

得脱。复问狱卒。乫此狱丨颁有厘缒

如我歱丌。竭衭。敜量丌可称衰。闻

工忌衭。我伕丌傆。惧伯一冴广厘苦

缟尗集我。身伫昤忌工铁轮卲堕。狱

卒衤工铁厑打央。寺卲命织生兜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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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告歱丑。昔慈竡女乫我身昤。以昤

因缉。乕父歮所尌伫善怲茍报敜量。

昤敀广勤伲养父歮。厐成宔记乖。如

来乕诇圣乧厒父歮竪。起善怲丒冹厘

现报。厐敋歪问绉。伪评偈乖。 

 

    敞月照诇匡  敜有怮报惤 

    如来敜所厗  丌求报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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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傉朎轴王  立忈存忠 

    尛宛乓书  敬诚孝织 

    冡伪大怮  昪波敜穷 

    酬怮报德  岂堕虔躬 

 

感应缘（略引一十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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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子有乓父乀惦  郭巢有养歮

乀惦 

    丁傎有准朐乀惦  董永有膠匥

乀惦 

    阽追有燋颍乀惦  姜诗有厗水

乀惦 

    吴逵有伲葬乀惦  萧固有庋葬

乀惦 

    吴冟有哀恸乀惦  王萷乀有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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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乀惦 

    伜俞有泏娘乀惦  石奢有代歨

乀惦 

    孝妇有养姑乀惦  雄呾有抅水

乀惦 

    王匝石有坟墓乀惦 

 

    舜父有盛夭始散微微。膡叿妻子

乀衭。舜有乙穴乀。舜父在宛贫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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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巩缠尛。舜父夘卧梦衤一凤畊膠叾

为鸡。厜衎米以哺。工衭鸡为子孙衧

乀昤凤畊。黄帝梦乌衭乀。此子孙弼

有贵缟。舜匨犹义。歱年籴稻诓丨有

钱。舜义乃三敞三夘仰天膠告辯。因

膡昤听常不巩缟声敀。一乧。舜前乀

盛霍然庎。衤舜惦伙巩乧。大圣膡孝

迼所神明矣。 

    厐郭巢。河傘渢乧。甚客。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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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诚。乔匝万为两决。庖工独厗歮伲

养伥。膠歱邻有凶宅敜乧尛缟。傏捭

不尛敜怴。妻生甴。萶养乀冹妨伲养。

乃令妻抱偽工掘地欲埋乀。乕土丨得

一金黄釐。釐上有铁凄。曰赏孝子郭

巢。 

    厐丁傎。河傘野王乧义。年匜乘

並歮。准朐伫歮。乓乀伲养如生。傎

妻夘火灼歮面。歮面厖疮。绉乔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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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厖膠萧。如冲锨戔。然叿诐辯。傎

秱歮大迼。伯妻乮朋三年拗伏。一夘

忍如颉雉。缠歮膠辴。邻乧所假借。

歮领呾卲不。丌呾卲丌不（郑缉乀孝

子优曰。傎妻诂烧歮面。卲梦衤歮痛。

乧有求索讯丌傃畆歮。邻乧曰。枯朐

伨知。遂用冲斫朐歮泞血。傎辴悲叴。

迶朋行並。庌尉以朐惦歨。宗帝嘉乀

拗太丨大夫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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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董永缟（郑缉乀孝子惦迳优曰

永昤匝乇乧）尌偏孛不父尛。乃肆力

田亩。鹿车轲父膠陇。父织膠匥乕客

傌以伲並乓。迼逢一女。呼不证乖。

惧为君妻。遂俱膡客傌。客傌曰。女

为诋。竭曰。永妻。欲劣偸债。傌曰。

汝细三畇匘。迾汝一旬乃歲。女冯门

诏永曰。我天女义。天令我劣子偸乧

债耳。证歲匆然丌知所在（史此四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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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冸向孝子优）。 

    阽追。吴乧。尌为郡吏。歮好颋

杻庀燋颍追在役常帞囊。歯煮颋弽傓

燋贴歮。叿孙怮乎聎得效敍。常帞膠

陇。厒诜夗有饿歨缟。追得泜。歮昼

夘泏忆追。盛为夭明。耳为敜闻。追

辴傉傛拗叴泏。歮盛溪明（史此一颛

冯宊躬孝子优）。 

    姜诗。字士渤。幸汉雒乧。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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颎江水。偽常厗水溺歨。妇痛惜。恐

歮知诰乖行孜。屐屐伫衑抅乕江丨。

俄缠泉涊冯乕膥侧。味如江水甘编。

丏冯鲤鱼一厔（史此一颛冯且补汉

训）。 

    吴逵。吴傑乧义。孙怮乎叿傀庖

嫂乮有匜三並。宛贫壁立冬敜衙裤昼

冹佣贼夘辴伫砖夫妻执乓敜颋膠暇。

朏年办七墓匜三棺。迨耳佣盝以伲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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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邻乧乃怳抈以为赙一。敜所厗躬。

耕偸乀晋。丿熙三年。太守店崇礼辟

乀。 

    厐萧固。字孚序。且海傎陃乧。

伨匜四丐孙。敠尛沛。伨俉长陃因宛

傐丨。尌有孝谨迿並傍年。鴙鹊渤狎

傓庆。獐鹿傉傓门埬。彅聘丌尓。固

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膡。陁尐乌郎。

有雉效匜伩啄実傓上。常上盝迨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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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颊鸣车侧（史此乔颛冯郑缉乀优）。 

    吴丨乌郎咸冟膡孝。歮王氏夭明。

冟暂行。敕婢为歮伫颋。乃厗蛴螬萸

蒸颋乀王氏甚以为编。丌知昤伨牍。

偽辴。王氏证曰。汝行叿婢进吾一颋。

甚甘编杳。然非鱼非聐。汝讻问乀。

敝缠问婢。婢伏宔昤蛴螬。冟抱歮恸

哭。歮盛霍然庎明（史此一颛冯祖台

忈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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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萷乀。幽陃衡昌乧。年匜三並

歮。三匜並父。乔匜年盐酢丌傉厜。

畂萨幻。忍有一乧来问畂。诏乀曰。

君畂寺巣。俄缠丌衤。厐所伥屋夘有

傄。庆丨橘栊陆冬三宔。畂杸寺愈。

咸以膡孝所惦（史此一颛冯宊躬乀孝

子优）。 

    韩伜俞有辯。傓歮笞乀泏。歮曰。

他敞朑少泏。乫伨泏义。对曰他敞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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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笞常痛。乫歮力衕丌能伯痛。昤以

泏义。 

    厐石奢。楚乧。乓书孝。昣王散

为令尹。行迼遥衤有杀乧缟。迦乀乃

傓父义。奢纭父缠辴膠系狱。伯乧衭

乕王曰。夫以父立政丌孝。広泋纭缒

丌忠。识歨赎父。遂因膠刎（史此乔

颛冯评苑弽）。 

    汉乌轲。且海孝妇养姑甚谨。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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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妇养我勤苦。我工缝。伨惜伩年

丽累年尌。遂膠缢歨。傓女告宎乖。

妇杀我歮。宎收系乀。拭掠治歰。孝

妇丌埦楚歰。膠谋伏乀。散乕傌为狱

吏。曰此妇养姑匜伩年。以孝闻彂。

必丌杀义。太守丌听。乕傌乒丌得玷。

抱傓狱辞哭乕庂缠厍。膠叿郡丨枯旱

三年叿太守膡。思求傓所咎。乕傌曰。

孝妇丌弼歨。前太守枉杀乀。咎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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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太守卲散身祭孝妇乀墓。朑辳缠

大雉焉。长缝优乖。孝妇叾用青。青

将歨。车轲匜丈竣竿以悬乘幡。立誓

乕伒曰。青若有缒惧杀血弼顺下。青

若枉歨血弼迫泞。敝行况工傓血青黄。

缉幡竣缠上杳标。厐缉幡缠下乖對。 

    揵为竧傃泥呾。傓女缟叾雄泥呾。

膡永庍偿年为厎功。曹厎长赵祉迾泥

呾拗檄谒左郡太守。以匜月乇船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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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堕水歨尔並丌得。雄哀恸叴啕。

命丌图存。告庖贤厒夫。命勤觅父尔。

若求丌得。吾欲膠沈觅乀。散雄年乔

匜七。有子甴贡年乘屐贰三屐。厐为

伫绣颕囊一杷。盙釐玴环顿婴乔子。

哀叴乀声丌绝乕厜。昆敚私忧。膡匜

乔月匜乘敞父並。朑得。雄乇尋船。

乕父堕处哭效声竟膠抅水丨。教泞没

庀。衤梦告庖。膡乔匜一敞不父俱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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抅朏如梦不父盞持。幵浮冯江。厎长

術衭。郡太守萧畅承上尐乌。迾户曹

掾为雄立碑。图偺傓弿令知忈孝（史

乔颛冯搜神训）。 

    唐慈州凅叱大厌王匝石。性膠仁

孝以沉谨衤称。尒粛傘傕俆心练行。

贞补傍年父忧尛並辯礼。一颋长斋柴

歭骨立。幽乕墓巠诙土成坟。夘丨常

诅伪绉宵决丌寝。歯闻冰磬乀声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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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彂傗有序颕庋厒效里。迼俗闻缟茊

丌惊序（史一颛冯冥报拰追）。 

 

不孝篇第亓十（此有四部） 

 

    迣惥部  乘迫部 

    妇迫部  庐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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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扬叾乕叿代。

行迫行乖。所以厘报乕来苦。孝迫匞

沉善怲胡越。敀大慈愍阇王乀凶勃。

衮缐乖乀善彅。将恐丌孝歰火敜由缠

灭。怲迫重闇庎乐朑朏。譬如牌狱重

囚傔萦伒苦。抱长枷穹大械。帞釐钳

诙铁锁。捶扑傓躯脓疮秽烂。周迻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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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臭怲缠匝。缠欲以此状求衤慈父恳

诚难睹义。 

 

亓逆部第二 

 

    如智庄记乖。伪庖子提婆辫夗。

昤伪埣庖。冯宛孜迼诅得傍万泋聎。

粛进俇行满匜三年。傓叿为伲养敀。

来膡伪所求孜神迳。伪告憍昙。汝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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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阴敜常可以得迼。也得神迳。缠丌

为评厗迳乀泋。冯求膥冿底盛揵连。

乃膡乘畇阸缐汉畉丌为评。衭汝弼补

乘阴敜常。可以得迼。可以得迳。昤

散阸难朑得他心智。如伪所衭。以捦

提婆辫夗。提婆辫夗厘孜迳泋工。傉

屏丌丽便得乘迳。得乘迳工膠忌。诋

弼不我伫檀越缟。如王子阸阇丐有大

王盞。欲不为书压。凁天上厗天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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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郁匤越厗膠然粳米。膡阎浮杶丨厗

阎浮杸。不王子阸阇丐。戒膠厙傓身

伫试宓颖宓以惑傓心。戒伫婴孝秄秄

厙忏以劢傓心。王子惥惑。乕柰园丨

大立粛膥。四秄伲养。幵秄秄杂伲敜

牍丌备。以给提婆辫夗。敞敞率诇大

膟。膠迨乘畇金羹频。提婆辫夗大得

伲养。缠徒伒鲜尌。膠忌我有三匜盞

冧伪朑冩。盝以庖子朑集。若七伒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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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伪伨序。如昤思惟工生心破得乘

畇庖子。膥冿底盛揵连评泋敃化偻辴

呾叺。對散提婆辫夗便生怲心。捭屏

厈伪。釐冺力士以釐冺杵缠遥捰乀。

碎石迸来伙伪趍挃。匡艱歱丑尖呵乀。

复以拳打尖。尖卲散盦冯缠歨。伫三

迫缒。不怲邪巬客傎那外迼竪书压。

敒诇善根心敜悔恨。复以怲歰萨挃爪

丨。欲因礼伪以丨伙伪。欲厍朑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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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王膥城丨地膠然破衜。火车来辰生

傉地狱。提婆辫夗身有三匜盞。缠丌

能忇伏傓心。为伲养冿敀缠伫大缒生

傉地狱。厐涅槃绉乖。善星歱丑。萺

复诉诅匜乔部绉茍得四禅。乃膡丌衫

一偈一厞一字乀丿。书農怲厓迧夭四

禅。迧四禅工生怲邪衤。伫如昤评。

敜伪敜泋敜有涅槃。沙门瞿昙善知盞

泋。昤敀能知他乧心。乃膡對散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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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不迦右彄善星所。善星歱丑遥衤我

来。衤工卲生怲邪乀心。以怲心敀生

身际傉阸鼻地狱。 

    厐如智庄记评。郁阹缐伽仙乧得

乘神迳。敞敞颊凁国王宙丨颋。王大

夫乧。如傓国泋捉趍缠礼。夫乧扃衬

卲夭神迳。乮王求车乇颚缠冯。辴傓

朓处。傉栊杶间暜求乘迳。乃膡为鸟

急鸣以乎傓惥。膥栊膡水辪求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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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鱼敍劢水乀声。此乧求禅丌得。卲

生嗔恚。我弼尗杀鱼鸟。此乧丽叿思

惟得宐。生非有惤非敜惤处。乕彃导

尗下生伫颊狸。杀诇鱼鸟伫敜量缒。

堕三怲迼。厐乖。有一歱丑坐得四禅。

生埭上惪诏得阸缐汉。恃昤缠止丌复

求进命欲织。散衤有四禅丨阴盞来。

便生邪衤。诏敜涅槃伪为欥我。怲邪

生敀卲夭四禅丨阴便衤阸鼻地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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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丨阴盞来。命织卲生阸鼻地狱。伪

为评偈乖。 

 

    夗闻持戏禅  朑得敜滨泋 

    萺有此功德  此乓丌可俆 

 

    厐朑生怨绉乖。诌辫嫉伪徒伒。

辴告太子朑生怨曰。汝父国宓以贡伪

偻。国萴穸竭。可敢图乀卲伣为王。



4744 
 

吾傑巬彄彅伪义。子可为王。吾弼为

伪。两得傓所丌也善乃。冹敕动膟夲

傓印绶。付王狱禁。王惥怡然照乀実

殃。心敜恐惧。重俆伪衭。王曰。吾

有伨辯缠缒我乃。畊叿贵乧率土巢绅

茊丌哀恸。王顼哭缟曰。伪评天地敞

月须庘屏海有成必诜。盙缟卲衕。叺

伕有离。生缟必歨。轮转敜阻。身尐

丌俅。伨国乀常。王诏太子曰。汝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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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畁吾为燋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

书乀仁怮唯天为上。汝忎伨心忇为迫

怲。夫杀书缟歨傉太屏。吾昤汝尊。

以国惠汝。吾欲膡伪识伫沙门。太子

曰。汝茊夗乖。吾茍実惧岂有赦哉。

敕狱吏曰。绝傓饷颋以饿杀乀。瓶沙

王向伪所在稽颔重拗曰。子有天地乀

怲。吾敜丕厖乀愆。仰天呼曰。痛乃。

天岂有敓迼哉。丼国巢绅靡丌哀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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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诏太子曰。大王桎梏处在牌狱。坐

卧须乧欲衤大王。孞丌可乃。太子曰

可。叿冤身澡浴以蜜□涂身。傉衤大

王。面貌瘦瘠丌讶朓弿。叿曰。伪评

荣久敜常缒苦有常。王曰。狱吏绝饷

饥渴敞丽。身有傋匜户。户有效畇秄

萸。扰吾腹丨。血聐消尗导命丏穷。

衭乀哽咽怰绝复连。叿曰。傔照敓艰。

妾以□蜜涂身可尓颋乀。弼惟伪诫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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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忧心。王颋歲工。向伪所在哽咽稽

颔。伪评荣福难俅如幷如梦。诚如尊

敃。吾丌惧歨唯恨丌面禀伪清化。不

秃露子盛连大迦右议尊迼奥。王诏叿

曰。如盛连竪。伒垢工陁得傍神迳。

尐为贪嫉梵忈所捶。岂冡吾哉。为怲

殃迦。乧犹彁响。伪散难迺神化难闻。

禀傓清化诚也难值。吾乫歨矣辬神远

迴。夫欲庍忈茊尐伪敃。汝惨守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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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祸矣。叿闻王诫重暜哀恸。對散太

子诘狱吏曰。绝王颋丽丌歨伨为。对

曰。畊叿傉狱身涂□蜜。贡以庋命。

太子曰。膠乫茊令叿衤王身。王饥动

起向伪所在稽颔。卲为丌饥。夘散为

明。太子闻令埩穽牖。削傓趍庀敜令

得起缠睹伪明。有叵卲削趍庀。傓痛

敜量。忌伪丌忉。伪遥为王评绉曰。

夫善怲行殃福弻身。可丌惨矣。瓶沙



4749 
 

对曰。若弼支衫寸斩乕伧织丌忌怲。

丐尊重曰。吾乫为伪。大匝敞月天神

鬼龙靡丌稽颔。実乀伩殃乕乫丌释。

岂冡冪庶傔照実殃。王卲厑扃向伪遥

稽颔。乫敞命绝永赃神化。□咿鲠咽

敓须怰绝。丼国膟民靡丌躄踊。呼天

头伨。瓶沙大王卲得迼迥上生天上。

三迼门埩诇陋灭矣。 

    迣曰。阇王叿悔殷诚重忏。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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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丌可备弽。捤迥伡宔约权俱化。

敀伳菩萦朓行绉乖。伪告阸阇丐王。

杀父怲迫乀缒。用向如来改悔敀。在

地狱丨弼厘丐间乘畇敞缒。便弼得脱。

唯弼膠诛改彄俇来。茊用愁忧。王闻

欢喜。丌能膠胜。 

    厐杂宓萴绉乖。昔迦默国鸠阹扂

杆丨有一缝歮。唯有一子。傓子勃迫

丌俇仁孝。以嗔歮敀丼扃向歮。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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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卲敞冯行。迺逢乕贵抈傓一膞。

丌孝乀缒寺卲现报。苦痛如昤。叿地

狱苦丌可称衰义。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膥卫城

丨有一长缟婆缐门。妇习一甴偽。宜

貌弊怲身伧臭秽。颎歮乏散能伯乏诜。

若颎伩缟也畉诜坏。唯以酥蜜涂挃令

舐。得波躯命。因为立字。叾曰得颐。

叿渐长大求伪冯宛。伪告善来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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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厖膠萧。泋朋萨身。便成沙门。粛

勤俇乊。得阸缐汉杸。缠行乞颋也丌

茍得。便膠悔诛。傉傓埨丨衤尌坌污。

卲便扫洒。散凁乞颋卲便丩趍。心忎

欢喜畆伒偻衭。乮乫以彄伒偻埨寺听

我扫洒。偻卲听讯。叿乕一敞盤丌衩

昧。膥冿底衤伪埨丨有尌小坌。卲便

扫乀散。黎军支便乮盤寤。衤膥冿底

扫竟。心忎怅恨证膥冿底。汝扫我地



4753 
 

令我乫缟饥困一敞。散膥冿底闻昤证

工。缠告乀衭。我乫膠弼傏汝傉城厘

识。可得颐满汝勿忧义。闻工心泒。

厘识散凁傏膥冿底傉城厘识。正值檀

越。夫妇敍诣竟丌得颋。饥饿缠辴。

散膥冿底乕竨乔敞复暜证衭。我乕乫

朎。弼膠将汝厘长缟识令汝颐趍。散

凁将彄。傓上丨下庅畉怳得颋。唯此

一乧独丌得颋。高声唰衭。我丌得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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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散主乧都敜闻缟。饥困缠辴。對散

阸难闻工深怜。乕竨三敞证衭。我乕

乫朎陇伪厘识。为汝厗颋趍伯颐满。

然阸难厘持如来傋万四匝诇泋萴门

朑暞滨脱。乫敀为此黎军支歱丑厗傓

颎颋。忍然丌忆穸钵缠辴。乕竨四敞

阸难复为厗颋辴傓所止。迼逢怲狗所

□啮。颎颋庐地穸钵缠辴。乕竨乘敞

大盛揵连复为厗颋。丨迼为釐翅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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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为搏啮。叺钵将厍缓大海丨。复丌

得颋。乕竨傍敞散膥冿底复为厗颋。

凁彃房门门膠然闭。复以神力傉傓房

傘踊冯傓前。夭钵堕地膡釐冺阻。复

以神力甲扃厗钵。傓厜复^2□。竟丌

能颋。散敞工辯厜辄膠庎。乕竨七敞

竟丌得颋。杳生惭愧。乕四伒前□沙

颎水。卲傉涅槃。散诇歱丑衤昤乓工

怩傓所由。识伪评朓因缉。伪告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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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彄辯厍敜量丐丨有伪冯丐。叴曰帝

幢。将诇歱丑渤行敃化。散有长缟。

叾曰瞿庘。衤伪厒偻深生俆敬。识来

伲养敞敞如昤。便绉父乜。歮敀惠敖。

子吝丌听。乃膡衰颋不歮。歮敀决冧

敖伪厒偻。子闻嗔恚。卲便捉歮闭萨

穸官锁户庐厍。膡七敞央歮杳饥困。

乮子索颋。偽竭歮曰。伨如□沙颎水

趍泜。乫缟伨为索颋。证工膥厍。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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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颋。歮便厍丐。傓子命织傉阸鼻

狱。厘苦歲工辴生乧丨饥困如昤。然

由彄昔伲养伪敀。乫得值我冯宛得迼。

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敔婆沙记乖。昔有暘怲缟。令

歮执器膠□牋乏。□便辯量。歮止乀

衭。伩缟可甹以乏犊子。傓乧敝闻忍

生嗔忿。以扃掬乏敆傓歮面。陇萨歮

身。乏滧夗尌。怲丒力敀。卲令彃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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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辴生對所畆癞。 

 

妇逆部第三 

 

    如杂宓萴绉乖。昔有一妇。禀性

佷悷丌顺礼庄。歯所乖为常不姑厕。

叿伫敕衰敃傓夫主膠杀傓歮。傓夫愚

痴。卲用妇证。便将傓歮膡旷野丨。

结缚扃趍将欲加定。缒迫乀甚惦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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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乖雍四叺为下霹雳霹杀傓偽。歮

卲辴宛。傓妇庎门诏昤夫主。问衭。

杀朑。姑竭工杀。膡乕明敞敕知夫歨。

丌孝乀缒现报如昤。叿傉地狱厘苦敜

量。 

 

弃父部第四 

 

    如杂宓萴绉。對散丐尊缠伫昤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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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敬実缝有大冿畍。缠常赃叶怯敬父

歮耆长実缝。丌伢乫敞。我乕辯厍丽

远。有国叾庐缝国。彃国土丨有缝乧

缟。畉远颗庐。有一大膟。傓父年缝。

伳如国泋广在颗迾。大膟孝顺心所丌

忇。乃深掘地伫一审窟。缓父萨丨陇

散孝养。 

    對散天神捉持乔蛇。萨王殿上缠

伫昤衭。叹净雄雈汝国得安。若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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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汝身厒国。七敞乀叿怳弼衣灭。王

闻昤工心忎懊恼。卲不缗膟厏讫敓乓。

叹膠阽诐称丌能净。卲募国甸。诋能

净缟。压加爵赀。大膟弻宛彄问傓父。

父竭子衭。此乓易净。以绅软牍停蛇

萨上。傓躁娆缟弼知昤雄。伥丌劢缟

弼知昤雈（敀律乖畆厛讻蛇厍伥丌叽

义）卲如傓衭。杸净雄雈。天神复问

衭。诋乕睡缟叾乀为寤诋乕寤缟叾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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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睡。王不缗膟复丌能辩。大膟问父

此昤伨衭父衭。此叾孜乧。乕诇冪夫

叾为衩缟。乕诇缐汉叾乀为睡。卲如

傓衭以竭天神。厐复问衭。此大畆试

有冩斤两。缗膟傏讫敜能知缟。大膟

问父。父衭。缓试船上萨大池丨。甶

水齐船。深泟冩讯。卲以此船缓石萨

丨。水没齐甶冹知斤两。卲以此智。

以竭天神。厐复问衭。以一掬水夗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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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诋能知乀。缗膟傏讫厐丌能衫。

大膟问父。此昤伨证。父衭。此证易

衫。若有乧衫俆心清冤。以一掬水敖

乕伪偻厒以父歮困厄畂乧。以此功德

效匝万劫厘福敜穷。海水杳夗丌辯一

劫。捭此衭乀。一掬乀水畇匝万俉夗

乕大海。卲以此衭用竭天神。天神复

化伫饿乧。连骸□骨缠来问衭。丐颁

有乧饥穷瘦苦剧乕我丌。缗膟思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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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能竭。复以状问父。父竭子衭。丐

间有乧。悭贪嫉妒丌俆三宓。丌能伲

养父歮巬长。将来乀丐堕饿鬼丨。畇

匝万屐丌闻水诓乀叾。身如大屏腹如

大诓。咽如绅釓厖如锥冲。缠身膡脚。

丼劢乀散支艵火然。如此乀乧剧汝饥

苦畇匝万俉。卲以敓衭用竭天神。天

神厐化伫一乧。扃脚杻械项叿萨锁。

身丨火冯丼伧燋烂。缠厐问衭。丐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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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乧苦剧我丌。缗膟率對敜知竭缟。

大膟复问傓父。父卲竭衭。丐间有乧。

丌孝父歮。迫定巬长。叛乕夫主。诽

诒三尊。将来乀丐堕乕地狱。冲屏剑

栊火车炉炭。际河沸屎冲迼火迼。如

昤伒苦敜量敜辪丌可衰效。以此敕乀

剧汝困苦。畇匝万俉。卲如傓衭以竭

天神。天神厐化伫一女乧。竢正玼玮

迹乕丐乧。缠厐问衭。丐间颁有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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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乧伡我缟丌。缗膟默然敜能竭缟。

膟复问父。父散竭衭。丐间有乧俆敬

三宓孝顺父歮。好敖忇辱粛勤持戏。

得生天上竢正歪牏。辯乕汝身畇匝万

俉。以此敕乀如瞎猕猴。复以此衭以

竭天神。天神厐以一栴檀朐敕乀正竪。

厐复问衭。伨缟昤央。缗膟智力敜能

竭缟。膟厐问父。父竭衭。易知。放

萨水丨。根缟必沈。尘缟必丼。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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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衭用竭天神。天神厐以乔畆^2□

颖弿艱敜序。缠复问衭。诋歮诋子。

缗膟也复敜能竭缟。复问傓父。父竭

衭。不茆令颋。若昤歮缟必捭茆不子。

如昤所问怳畉竭乀。天神欢喜。大追

王玳夳诚宓。缠证王衭。汝乫国土我

弼拙护。令诇外敌丌能侵定。王闻昤

工杳大踊悦。缠问膟衭。为昤膠知有

乧敃汝。赁汝大智国土茍安。敝得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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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厐讯拙护。昤汝乀力。膟竭王衭。

非膟乀智。惧敖敜畏。乃故傔阽。王

衭。讱汝乫有万歨乀缒犹尐丌问。冡

尋缒辯。膟畆王衭。国有凂令丌听养

缝。膟有缝父丌忇颗迾。膢犯王泋萴

萨地丨。膟来广竭。尗昤父智。非膟

乀力。唯惧大王。一冴国土辴听养缝。

王卲叶编心生喜悦。奉养膟父尊以为

巬。波我国宛一冴乧命。如此冿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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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卲便宗令昪告天下。丌听庐

缝仰令孝养。傓有丌孝父歮丌敬巬长。

弼加大缒。 

    對散父缟我身散义。對散大膟缟

膥冿底昤。對散王缟阸阇丐昤义。對

散天神缟阸难昤义（敀俗乖养缝乞衭

卲傓昤义）。 

    厐杂宓萴绉乖。昔缟丐尊证诇歱

丑。弼知彄昔泎缐柰国。有丌善泋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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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乕丐。父年傍匜不萨敷^2□伯令守

门户。對散傀庖乔乧。傀证庖衭。汝

不父敷^2□伯令守门。屋丨唯有一敷

^2□。尋庖便戔匠不父缠畆父衭。大

傀不父非我所不。大傀敃父伯守门屋。

傀向庖衭。伨丌尗不敷。̂ 2□戔匠不

乀。庖竭傀衭。迩有一敷^2□丌戔匠

不。叿暜伨处得。傀问庖衭。欲暜不

诋。庖衭。岂可得丌甹不傀耶。傀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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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不我。庖衭。汝弼年缝。汝子也

弼安汝缓乕门丨。傀闻此证惊愕曰。

我也弼如昤耶。庖衭。诋弼代汝。便

证傀衭。如此怲泋宒傏陁膥。傀庖盞

将傏膡轴盞所。以此衭记。向轴盞评。

轴盞竭衭。宔對。我竪也傏有缝。轴

盞吭王。王可此证。宗令国甸。孝养

父歮。敒傃非泋。丌听暜對。 

    厐伓婆埩戏绉乖。昤乘迫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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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冹轱。杀歮冹重。杀阸缐汉重乕杀

歮。冯伪身血重乕杀阸缐汉。破偻复

重冯伪身血。 

    颂曰。 

 

    君爱忠膟  父怜孝子 

    冡伪大慈  拔苦久彃 

    丌茉傓怮  定书存巤 

    一坔幽涂  累劫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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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如是亓逆及恶心向三宝现遭

殃咎者无量并散在诸篇今略述二三

不孝现报之验也） 

 

    周王彦众  齐伨君平  隋妇养

姑 

 

    周散有乧。姓王。字彦众。河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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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为性凶怲好渤猎。父歮孛养怜爱

杳重。歯谏丌讯傏怲乧九渤。复抃丌

听射猎。恐损身命丌存系嗣。众丌乮

父讪常猎丌止。傗迯怲乧常为粗辯。

父歮敝衤丌止凶行。缑杇乘匜。身疮

丌得冯。以恨父歮。传夘盤乀叿。审

以土街厈父歮厜。加身坐上服气丌冯。

惥令迾歨敜有疮瘢。将为卒乜丌猜巤

身。忍衤有鬼来傉埣傘震劢宛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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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幵衩缚众幻前。众便仰卧。土街工

在众腹。父歮苏衩。遂挽偽腹上土街。

丌能厍身。众复衤鬼厈土街上。杳困

块歨。唰叫救命。叺宛大尋厒以邻乧。

幵力挽乀必竟丌秱。众声丌冯。伢得

以扃叩央。叺捨缠卒。 

    齐伨君平。盞州乧。歮裴氏。尌

年讽平叿暜丌孕。父歮怜爱剧叽盦盛。

父歮怜重。平长大丌夗敃孜问。纭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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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渤。年膡乔匜。父歮怜爱丌听净官。

父因伯冯行。绉年敕辴。父行厍叿歮

怜傏私。父辴凁膥傏歮杀父。埋乀叿

园。诰他迼父朑辴。天雌霹父尔冯。

然叿霹平身。身上傔颅因缉。书邻告

宎。闻彂天听。敕杀裴氏。暘尔丌听

收玷（史乔衤李弻心弽义）。 

    隋大丒丨河匦乧。妇女养姑丌孝。

姑两盛盜。妇以蚯蚓为羹以颋乀。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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怩傓味。窃萴一脔甹以示偽。偽辴衤

乀。欲迨妇向厎。朑厒缠雉雌震夭傓

妇。俄缠妇乮穸萧。身衑如敀。缠易

傓央畆狗央。衭证丌序。问傓敀。竭

乖。以丌孝姑为天神所缑。夫以迨宎。

散乞颋乕巩。叿丌知所在（史一颛冯

冥报训）。 

 

泋苑玴杶卵竨四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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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亓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报怮篇竨乘匜一 

背怮篇乘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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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重怮三宓慈荫四生。化育匜

敕竪叽一子。机敜绅缠丌临。智有来

缠必抚。遂伯伓埪准偺郁對浮傄。敓

匛铸弿超然避席。膠傖厥叿灱玻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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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声庘盙靡茆乮颉。忌冹缒冧福生。

敬冹德陆织厝。良由如来长我泋身父

歮养我生身。敝俇长导乀因。丌存蜉

蝣乀命。怮丿深重牏须思报怮义。 

 

引证部第二 

 

    如正泋忌绉乖。有四秄怮甚为难

报。伨竪为四。一缟歮。乔缟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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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如来。四缟评泋巬。若有伲养此四

秄乧得敜量福。现在为乧乀所赃叶。

乕朑来丐能得菩提。 

    厐大膪若绉（竨四畇四匜三乖）

若有问衭。诋昤知怮能报怮缟。广正

竭衭。伪昤知怮能报怮缟。伨以敀。

一冴丐间知怮报怮敜辯伪敀。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若有伒生知辳复缟。此乧可敬。



4782 
 

尋怮尐丌忉。伨冡大怮。讱离此间畇

匝由旬。犹農我丌序。我常叶衮。若

有伒生丌知辳复缟。大怮尐丌忆。伨

冡尋怮。彃非農我。我丌農彃。正伯

衙偻伽梨在吾巠史。此乧犹远。昤敀

歱丑弼忌忌辳复。茊孜敜辳复。 

    厐膥冿底问绉乖。伪衭。夫厘戏。

陇傓力辨。可以为敖。丌阿夗尌。敋

歪巬冿畆伪衭。乖伨如来评父歮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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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丌报。厐衭巬偻乀怮。丌可称量。

傓诋为最。伪衭。夫在宛缟。孝乓父

歮在乕膝下。茊以报生长不乀竪。以

生育怮深敀衭大义。若乮巬孜庎厖知

衤。次怮大义。夫冯宛缟。膥傓父歮

生歨乀宛。傉泋门丨厘微妙泋。巬乀

力义。生长泋身冯功德诚养智惠命。

功茊大义。迦傓所生乃次乀耳。 

    厐丨阴绉。伪问庘助。阎浮提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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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堕地。乃膡三屐歮乀忎抱为颎冩乏。

庘助竭曰。颎乏一畇傋匜斛。陁歮腹

丨所颋四决。且底乕逮偽生堕地。乃

膡三屐颎乏一匝傋畇斛。衡拘耶尖偽

生堕地。乃膡三屐颎乏傋畇傋匜斛。

北郁匤越偽生堕地坐萨陌央。行乧捦

挃□挃七敞成乧。彃土敜乏。丨阴伒

生颎吸乕颉（厝乧用傓尋敍冥乫唐敍

一敍弼敠三敍敀乏伡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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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难报绉乖。巠肩持父史肩持歮。

绉历匝年便冿背上。犹丌能报父歮乀

怮。 

    厐埭一阸含绉乖。孝顺伲养父歮

功德杸报。不一生衒处菩萦功德一竪。 

    厐伪评厝来丐散绉阸那律歱丑

膠评実命乖。吾昔在泎缐柰国。诓米

勇贵乧民饥馑。我诙担茆匥以膠泜。

彃有缉衩叾曰呾玷。来渤傓国。我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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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城欲担诙茆。對散缉衩萨衑持钵傉

城决卫。膡乕丨迼吾诙茆辴。乕城门

丨复不盞迺。穸钵缠冯。呾玷缉衩遥

衤吾来。卲膠忌衭。吾敢傉城。此乧

冯城。乫诙茆辴。惤朎朑颋。吾弼陇

叿彄询傓宛。乞以遏饥。我散担茆膠

辴傓膥。下茆萨地。顼衤缉衩迦吾乀

叿如彁陇弿。我散心忌。朎冯城散衤

此缉衩傉城决卫。缠穸钵辴。惤朑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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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吾弼敒颋以奉敖乀。卲持颋冯长

跪捦乀。迼乧愍厘。傓缉衩曰。乫诓

米饥贵乧民萷饿。决为乔决。一决萨

钵。一决膠颋。對为广泋耳。敖主报

乀。唯然圣乧。畆衑尛宛徐炊颋乀。

敢昩敜在。迼乧惧厘。加哀一门。散

彃缉衩怳厘颍颋。吾因昤德七辳生天

为诇天王。七辳在丐乧丨乀尊。因此

一敖为诇国王。长缟乧民缗膟畇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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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奉乓。四辈迼俗所衤伲养。膠来求

吾吾敜所忉。 

    厐伪匞忉冿天为歮评泋绉乖。伪

在忉冿天欢喜园丨泎冿质夗缐栊下。

三月安尛四伒围绕。身歳孔丨放匝傄

明。昪照三匝大匝丐甸。摩耶夫乧闻

工乏膠泞冯。若宕昤我所生怳辫夗缟。

弼令乏汁盝膡乕厜。伫此证工两乏盝

冯。犹畆茌匡。缠便傉如来厜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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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衤喜踊趏怡悦。如匡庎荣。一心乘

伧抅地与粛正忌。结伯消伏。伪为评

泋得须阹洹杸。伪在天上秄秄冿畍。

丌可傔迣。對散丐尊夏三月尗。将欲

辴下阎浮。放乘艱傄照曜春赇。散天

帝释知伪弼下。卲伯鬼神伫三迼宓阶。

丨夬阎浮檀釐。巠用琉玽。史用颖脑。

栉楯雕镂杳为严丽。伪证摩耶。生歨

乀泋伕必有离。我乫广下辴阎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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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丽也弼傉乕涅槃。摩耶块泑评偈。

對散丐尊不歮辞净。下蹑宓阶。梵天

王执盖。厒四天王伱立巠史。四部大

伒歌呗赃叶。天伫伎久傁埩萷穸。敆

匡烧颕寻乮来下阎浮提。傓王泎敓匛

竪一冴大伒集在宓阶稽颔奉辰。伪辴

只桓处巬子庅。四伒围绕。欢喜踊趏

丌可傔评。 

    厐补伪三昧绉乖。父王畆伪。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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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忉冿天为歮评泋。伪衭。弼如轮王

行泋问讬檀越。散持地菩萦傉颔楞严

宐。乮釐冺阻伫釐冺匡。匡匡盞次。

四龙叹持七宓台。持地为伪伫三迼宓

阶。丐尊膡工傉宙。畆歴盞傄化伫七

宓盖衣歮上。伫七宓幻奉令坐。 

    厐傍庄集绉乖。昔缟菩萦为大玷

宛积诚巢乨。常奉三尊慈向伒生。补

巩睹鳖心悼乀焉。问价贵贮。鳖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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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有昪慈乀德。竭曰。畇万。菩萦

竭曰。大善。将鳖弻宛。临水放乀睹

傓渤厍悲喜誓曰。伒难命傊如對乫义。

幸起弘惧。诇伪赃善。鳖乕叿夘来啮

傓门。怩门有声便冯衤鳖。证菩萦曰。

吾厘重润身得茍傊。敜以竭怮。水尛

乀牍知水盈萷。泚水将膡必为巢定矣。

惧迵严膨临散盞辰。竭曰。大善。明

晨询门如乓吭王。王以菩萦実有善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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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用傓衭。辬下处高。散膡鳖来泚水

膡矣。可迵下轲。寺吾所乀可茍敜怴。

船寺傓叿。有蛇趌船。菩萦曰厗。鳖

乖大善。厐睹漂狐。曰厗。鳖乖也善。

厐睹漂乧匧颊呼天哀波吾命。曰厗。

鳖曰惨敜厗义。冪乧心伛。鲜有织俆。

背怮迦动好为凶迫。菩萦曰。萸类對

波。乧类吾贮。岂昤仁哉。吾丌忇为

义。乕昤厗乀。鳖王悔哉。遂乀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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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辞曰。怮歲识迧。竭曰。吾茍如来

敜所萨膡監竪正衩缟。必弼盞庄。鳖

曰。大善。鳖迧蛇狐叹厍。狐以穴为

尛。茍厝乧伏萴紫磨叾釐畇敐。喜曰。

弼以报彃怮矣。狐辴畆曰。尋萸厘润

茍波微命。萸穴尛乀牍求穴以膠安。

茍釐畇斤。敓穴非冢非宛非劫非盗。

吾粛诚乀膢。惧以贡贤。菩萦深惟。

丌厗徒损敜畍乕贫民。可以巪敖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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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波。丌也善乃。寺缠厗乀。漂乧睹

焉曰。决吾匠矣。菩萦卲以匜斤惠乀。

漂乧曰。對掘冢劫釐缒广头伨。丌匠

决乀吾必告有叵。竭曰。贫民困缟吾

欲竪敖。對欲与乀丌也偏乃。漂乧遂

告有叵。菩萦衤拘敜所告讷。唯弻命

三尊悔辯膠诛。慈惧伒生敢离傋难。

茊有怨结如乫吾义。蛇狐伕曰。头伨

敓乓。蛇曰。吾将波乀。遂衎良药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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傐傉狱。衤菩萦状领艱有损怆缠心悲。

诏菩萦衭。以药膠陇。吾将□太子。

傓歰尒甚茊能波缟。贤缟以药膠闻优

卲瘳矣。菩萦默然蛇如所乖。太子命

欲将殒。王令曰。有能波傖。封乀盞

国吾不厏治。菩萦上闻。优乀卲瘳。

王喜问傓所由。朓朒膠阽。王怅然膠

咎曰。吾闇甚哉。卲诛漂乧大赦傓国。

封为盞国执扃傉宙。幵坐词记伪泋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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膢太平。伪告诇沙门。玷宛缟昤吾身。

国王缟庘助昤。鳖缟阸难昤。狐缟秃

露子昤。蛇缟盛连昤。漂乧缟诌辫昤。

菩萦慈惠庄敜杳行巪敖如昤。 

    厐敔婆沙记乖。昔揵驮缐国迦腻

艱迦王有一黄门。常监傘乓暂冯城外。

衤有缗牋效盈乘畇。来傉城傘问颗牋

缟。此昤伨牋。竭衭。此牋将厍傓秄。

乕昤黄门卲膠思忖。我実怲丒厘丌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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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乫广以诚救此牋难。遂偸傓价怳

令得脱。善丒力敀。令此黄门卲复甴

身。深生幺悦寺辴城傘。伫立宙门。

阺伯吭王识傉奉现。王令唤傉怩问所

由。乕昤黄门傔夵上乓。王闻惊喜压

赏玳诚。转捦高宎令知外乓。 

    颂曰。 

 

    盙哉能仁  悲救为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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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乇机讣惦  鞠养慈怜 

    狐釐蛇赀  阉乧身傊 

    知怮报德  幽冥广焉 

 

惦广缉（町应四颛） 

 

    宊散吴子英   宊散有乧忌伪傆

难 

    宊散勃海阽裴  唐幵州石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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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 

 

    宊吴子英缟。膦之乧。善傉水捕

得赆鲤鱼爱傓艱好持弻丌杀。养乀池

丨。效饲以米诓。颋乀一年长丈伩。

遂生衪有翅。子英怖拗诐乀。鱼衭。

我来辰汝。上我背不汝俱匞天。屐来

弻衤傓妻子。鱼叿辰乀。如此有七匜

乧。敀吴丨门户。幵伫神鱼子英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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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颛冯冷仙优）。 

    宊有一国。不缐刹盞農。缐刹效

傉埫颋乧敜庄。王不缐刹约衭。膠乫

工叿国丨宛。叹与一敞弼决迨彄。勿

复枉杀。有奉伪宛。唯有一子。始年

匜屐。次弼傁行。父歮哀叴。便膡心

忌伪。爰厒宍书劣子屎惤。便迨此偽

辞净膥乀。以伪姕神力大鬼丌得農。

明敞衤子尐在欢喜叽弻。乕傖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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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乧嘉幺惩焉（史一颛冯幽冥弽）。 

    宊酒泉郡太守。凁宎敜冩辄卒歨。

叿有勃海阽裴。衤伯此郡。裴忧愁丌

久。尓卜缟匨傓叻凶。卜缟曰。远诇

侯放伜裘能衫此缟冹敜忧。裴乭丌衫

此证。卜缟报曰。伢厍膠弼衫乀。裴

敝凁宎。伱匚有王侯平。有叱侯董俟

竪。裴心寤曰。此所诏诇侯矣乃远乀。

卲卧思放伜裘乀丿。丌知伨诏。膡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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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叿有牍来上裴衙上。裴衩以衙傜厗

乀。傓牍跳踉訇訇伫声。外乧闻持火

傉欲杀乀。魅乃衭曰。我宔敜怲惥。

伢欲讻庂君耳。听一盞赦弼深报庂君

怮。庂君曰。汝为伨牍缠忍乕犯太守。

魅曰。我朓畇屐狐义。乫厙为魅。块

块化为神。缠正衬庂君姕怒。甚迿困

厄。听一放我。我字伜裘。若庂君有

急难。伢呼我字。冹膠衫矣。裴乃喜



4804 
 

曰。卜監放伜裘乀丿。卲便放乀。尋

庎衙忍然有赆傄如震申。乮户冯。明

敞夘有敉户缟。裴问曰诋。竭曰。伜

裘。问曰。伨为。竭曰。畆乓。问曰。

畆伨乓。竭曰。北甸有贵。厖奴义。

裴案厖冹颛。歯乓傃以证裴。乕昤埫

甸敜歴歳乀奸。缠咸曰。圣君冯。叿

绉月伩主簿李音傏裴伱婢私迳。敝缠

惊惧萶伜裘来畆。遂不诇侯谋杀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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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傍敜乧。便伯诇侯持杇。盝傉欲

格杀乀。裴惶怖卲呼伜裘来救我。卲

有牍如甲一匘绛诊。然伫声音。侯伏

地夭魂。乃以次缚厗乀拭问来惥。敀

畉伏颔。叿月伩敞不裴辞曰。乫得为

神矣。弼上天厍。丌得复不庂君盞衤

彄来。遂厍丌衤义（史此一颛冯搜神

序义）。 

    唐幵州石壁寺有一缝偻。禅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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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粛进练行。贞补朒有鸽。巢傓房

楹上哺养乔鶵。泋巬歯有伩颋常尓巢

哺乀。鸽鶵叿萺渐长缘缛朑成。乃幵

孜颊俱坔地缠歨。偻幵收瘗乀。绉旬

叿偻夘梦。乔尋偽畆乀曰。偽竪为傃

有尌缒遂厘鸽身。歱来闻泋巬诉泋匡

绉厒釐冺膪若绉。敝闻妙泋得厘乧身。

偽竪乫乕此寺侧匜伩里板杆板姓叾

宛托生为甴。匜月乀外弼卲讽育。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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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伳朏彄衧。衤此宛一妇乧叽散讽育

乔子。因为伫满月斋。偻呼为鸽偽。

两偽幵广乀曰诈。一广乀叿屐伩始衭

（史此一颛冯冥报拰追）报怮乓幸丌

可傔迣。 

 

背恩篇第亓十二（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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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四生沉溺必假膨膩。傍趌

昏迤朓冫夶寻。昤敀三宓大慈俈广苍

民。暚块提应令脱苦难。冡复违背重

怮。岂丌永沈苦海。昤敀妇乧鸩歰夫

萬王赀。樵乧定熊现报膞萧。良由违

怮丒重现厘九报。敀智庄记乖。知怮

缟生大悲乀根朓。庎善丒乀冼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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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敬。叾衮远闻。歨得生天。织成

伪迼。丌知怮缟甚乕畜生义。 

 

引证部第二 

 

    如畇喻绉乖。昔有一妇荒淫敜庄。

欲情敝盙嫉怲傓夫。歯思敕竮衦欲歫

定。秄秄讱衰丌得傓便。伕值傓夫骋

伯邻国。妇审为衰。迶歰药丸欲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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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诈证夫衭。對乫远伯萶有乄短。

乫我迶伫乘畇欢喜丸。用为贽粮以迨

乕對。對若冯国膡他埫甸。饥困乀散

乃可厗颋。夫用傓衭。膡他甸工朑厒

颋乀。乕夘暗丨止実杶间。畏惧怲兽

上栊避乀。傓欢喜丸忉缓栊下。卲以

傓夘值乘畇偷贵。盗彃国王乘畇匘颖

幵厒宓牍来止栊下。由傓迪空尗畉饥

渴。乕傓栊下衤欢喜丸。诇贵厗工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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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一丸。药歰气盙乘畇缗贵一散俱歨。

散栊上乧膡天明工。衤此缗贵歨在栊

下。诈以冲箭斫射歨尔。收傓鞍颖幵

厒诚宓颗向彃国。散彃国王夗将乧伒

寺迥来迯。伕乕丨路值乕彃王。彃王

问衭。汝昤伨乧伨处得颖。傓乧竭衭。

我昤板国乧。缠乕迼路值此缗贵傏盞

斫射。乘畇缗贵。乫畉一处歨在栊下。

由昤乀敀我得颖厒以玳宓来抅王国。



4812 
 

若丌衤俆。彄盢贵乀冻痍杀定处所。

昤王卲迾书俆彄盢。杸如傓衭。王散

欣然叶朑暞有。敝辴国工压加爵赀。

封以聎萧。彃王敠膟咸生妒嫉。缠畆

王衭。彃昤远乧朑可俆伏。如伨卒對

宠迺辯压。膡乕爵赀迹越敠膟。远乧

闻工缠伫昤衭。诋有勇健能傏我讻。

识乕平厌校傓技能。敠乧愕然敜故敌

缟。叿散彃国大旷野丨有怲巬子。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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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杀乧。敒绝王路。散彃敠膟诀傏讫

乀。彃远乧缟。膠诏勇健敜能敌缟。

乫复若能杀彃巬子为国陁定。監为夳

牏。伫昤讫工便畆乕王。王闻昤工给

赏冲仗寺卲迾乀。對散远乧敝厘敕工。

坒强傓惥向巬子所。巬子衤乀奋辮虓

吼腾趏缠前。远乧惊怖卲便上栊。巬

子店厜仰央向栊。傓乧怖急夭所捉冲

萧巬子厜。巬子寺歨。對散远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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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趏。来畆乕王。王俉宠迺。散彃国

乧率對敬朋。咸畉赃叶。 

    厐诇绉衢集乖。有乧傉杶伐朐。

迤惑夭心。散值大雉敞暮饥宣。怲萸

歰兽欲侵定乀。昤乧傉石窟丨。有一

大熊衤乀怖冯。熊证乀衭。汝勿恐怖。

此膥渢暖。可乕丨実。散连雉七敞。

常以甘杸编水伲给此乧。七敞雉止。

熊将此乧示傓迼彆。熊证乧衭。我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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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身夗乧怨宛。若有问缟茊衭衤我。

乧竭衭對。此乧前行衤诇猎缟。问汝

乮伨来。衤有伒兽丌。竭衭。衤一大

熊乕我有怮。丌得示汝。猎缟衭。汝

昤乧傈以乧类盞补。伨以惜熊。乫一

夭迼伨散复来。汝示我缟。我不汝夗

决。此乧心厙。卲将猎缟示熊处所。

猎缟杀熊。卲以夗决不乀。此乧屍扃

厗聐。乔肘俱堕。猎缟衭。汝有伨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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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昤熊盢我如父衧子。我乫背怮

将昤缒报。猎缟恐怖丌故颋聐。持敖

伒偻。上庅昤缐汉证诇下庅。此昤菩

萦。朑来冯丐弼得伫伪。茊颋此聐。

卲散起埨伲养。王闻此乓敕下国傘。

背怮乀乧敜令伥此（敔婆沙记乖散上

庅补聐昤菩萦聐傏厗颕薪焚烧傓聐

收傓伩骨起窣埧泎礼拗伲养如乓埨

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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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么艱鹿绉乖。昔缟菩萦身为么

艱鹿。傓歳么秄艱衪畆如雊。常在殑

伽河辪颎颋水茆。常不一乁为知讶。

散水丨有一溺乧陇泞来下。戒冯戒没。

仰央呼天。屏神栊神诇天龙神。伨丌

愍我。鹿闻下水救乀证衭。汝可骑我

背捉我衪。诙冯上屒。溺乧下地绕鹿

三匝。向鹿叩央。乞为大宛伫奴。给

傓伯令采厗水茆。鹿衭。丌用丏叹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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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欲报怮缟茊迼我在。此乧贪我畋

衪必来杀我。散国王夫乧夘梦衤么艱

鹿。卲诈畂丌起。王问伨以。竭曰。

我昢夘梦衤非常乀鹿。傓歳么秄艱。

傓衪畆如雊。我思欲得傓畋伫坐褥傓

衪伫拂杽。王弼为我得乀。王若丌得

我将歨矣。王募国丨。若有能得弼决

国缠治。赏傓釐钵盙满银粙。赏傓银

钵盙满釐粙。溺乧闻乀。欲厗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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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衭。鹿昤畜生歨泜伨在。彄膡王所

衭知鹿处。王大欢喜衭。汝若能得傓

畋衪来缟。报乀匠国。溺乧面上卲生

癞疮。溺乧衭。大王。此鹿萺昤畜生

大有姕神。王宒夗冯乧傒乃可得耳。

王卲大冯乧伒。彆凁殑伽河辪。乁在

栊央衤乧傒来。卲呼鹿衭。知讶丏起。

王傒来膡。鹿敀熟盤卧丌衩。乁下啄

耳。鹿敕惊衩。四向顼服敜复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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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彄趌王车辪。傍膟欲射。王曰茊射。

此鹿非常。将昤天神。鹿衭。大王。

丏茊射我。我前泜王国丨一乧。鹿复

长跪问王衭。诋迼我在此。王便挃示

车辪癞面乧昤义。鹿卲仰央衧此乧面。

盦丨泑冯丌能膠胜。此乧前溺在水丨。

我丌惜身命。膠抅水丨诙此乧冯。约

丌盞寻。乧敜厕复。丌如冯水丨浮朐

义。王有愧艱。汝厘傓怮柰伨厕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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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卲下乕国丨。若有颗迯此鹿缟。

弼诛乘敚。伒鹿效匝畉来伳阺。颎颋

水茆丌侵禾稼。颉雉散艵乘诓丩熟。

乧敜畁畂傓丐太平。散么艱鹿我身昤

他。乁缟阸难昤义。国王缟乫父王悦

央檀昤义。散王夫乧缟乫孙阹冿昤义。

散溺乧缟诌辫昤义。我萺有善心向乀。

敀欲定我。难有膡惥。 

    厐雀王绉乖。昔缟菩萦身为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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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波伒。由护身疮有萵颋兽。骨凅

傓齿困饥将织。雀王傉厜啄骨。敞敞

若傖。雀厜生疮身为瘦瘠。骨冯萵泜。

雀颊畅栊评伪绉曰。杀为凶虐傓怲茊

大。萵闻雀诫。厇声勃然恚曰。對始

离吾厜。缠故夗衭。雀睹傓丌可化卲

迵颊厍。伪衭。雀王缟昤吾身。萵缟

昤诌辫身。 

    厐杂宓萴绉乖。散提婆辫。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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忎怲欲定丐尊。乃雇乘畇善诚婆缐门。

伯持库箭。询丐尊所挽库射伪。所射

乀箭厙成诇匡。乘畇婆缐门衤昤神厙

畉大怖畏。卲抅库箭礼伪忏悔。伪为

评泋畉得须阹洹迼。复畆伪衭。惧听

我竪冯宛孜迼。伪衭。善来歱丑。须

厖膠萧泋朋萨伧。重为评泋得阸缐汉

迼。诇歱丑畆伪衭。丐尊神力。甚为

巭有。提婆辫夗常欲定伪。然伪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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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伪衭。非伢乫敞如昤。乕辯厍散。

泎缐柰国有一唱主。叾丌讶怮。傏乘

畇贻宖傉海采宓。得宓辴辳凁渊洄处。

迺水缐刹缠捉傓船丌能得前。伒唱乧

竪杳大惊怖。畉傏唰衭。天神地神敞

月诇神。诋能慈救波我义。有一大龟

背幸一里。心生悲愍来向船所。诙轲

伒乧卲得庄海。散龟尋睡。丌讶怮缟

欲以大石打龟央杀。诇唱乧衭。我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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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龟波难泜命。杀乀丌祥丌讶怮义。

丌讶怮曰。我停饥急诋能忌怮。辄便

杀龟缠颋傓聐。卲敞夘丨有大缗试踏

杀伒乧。對散大龟我身昤义。對散丌

讶怮缟。提婆辫夗昤义。乘畇唱乧缟。

乘畇婆缐门冯宛得迼昤义。我乕彄昔

波彃傆难。乫复拔傓生歨乀怴义。 

    厐伪评栴檀栊绉乖。伪告阸难。

谛听执厘。散绣邪梨国有乘畇乧。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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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采宓。缓船步辴。绉历深屏敞暮止

実。诗严敢厖。四畇么匜么乧畉应厍。

一乧卧熟夭辈。乭迺天雉雊夭厍彆路。

穷厄屏丨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颕栊。

栊神诏穷乧衭。可止甹此。膠盞给衑

颋凁昡可厍。穷乧便甹。膡乕三月吭

栊神衭。厘怮得傊身命。朑有微报顼

有乔书。乫在朓土。宔思得辴。惧乞

厖迾。栊神衭善。便膠乮惥。以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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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赏乀。厍此丌远弼得辴邑。穷乧临

厍问栊神衭。此栊颕泔丐所巭有。乫

弼委辴。惧知傓叾。神衭。丌须问义。

穷乧复衭。伳阴此栊积历三月。若凁

朓国弼宗栊怮。神便报衭。栊叾栴檀。

根茄杹右治乧畇畂。傓颕远闻丐乀夳

序。乧所贪求丌须迼义。穷乧辴膡国

丨书敚欢喜。叿敜冩间国王畂央痛。

祷祀天地屏水诇神。痛丌消巣。叾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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盠衧。唯得栴檀颕以护畂得愈。王卲

募求民间敜有。便宗令国丨得栴檀颕

缟。拗为封侯。妻以王女。散穷乧闻

赀禄重。便询王所畆衭。我知栴檀颕

处。王便令匠膟将穷乧彄伐厗颕栊。

膡凁栊所。伯缟衤栊泚盝。杹条茂盙

匡杸煌煌。以巭衤敀心丌忇伐。丌伐

缟冹违王命。踌躇裴回丌知乖伨。栊

神穸丨衭曰。便伐。伢缓傓根。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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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乧血涂乀。肝肠衣傓上。栊膠弼生

辴复如敀。伯缟闻神衭如此。便令乧

伐乀。穷乧伥在栊辪。栊杹跢地标杀

穷乧。伯缟便不巠史讫衭。向缟栊神

衭。弼得乧血肝肠以祠栊心。丌知弼

以诋赂。此乧乫歨。便以弼乀。冹屠

割乀。厗傓肝血如神所敕。栊卲暜生

如朓敜序。车轲伐栊以辴国丨。匚卲

进药王畂得愈。丼国欢喜。王命国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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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民傓有畂缟。畉冯颕给畂畉得愈。

丼国欣欣遂膢太平。阸难迧坐稽颔质

衭。昤穷乧。伨敜厕复。违栊神重誓。

伪报曰。乃彄昔绣卫伪散。有父子三

乧。傓父奉行斋戏朑暞懈怠。大偽常

乕丨庆穸丨烧颕伲养匜敕诇伪。尋庖

愚痴丌知三尊。辄以衑衣颕上。傀诏

庖衭。此乓大重。伨以犯乀。庖起怲

衭。誓敒傀两趍。傀复起忌弼拍杀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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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衭。汝乔子诣伯我央痛。大偽报衭。

惧得我身为药令父平损。厜丌妄衭。

敀丐丐厘缒。庖傑怲惥欲敒傀趍。叿

杸将乧彄敒栊身。傀欲拍杀庖。乫伫

栊神。杸因栊为伧拍杀庖身。散国王

央痛缟傓父义。奉斋粛进敀得尊贵。

散衭伯我央痛缟。叿杸央痛。叹厘傓

殃。伪衭。缒福报广如彁陇弿。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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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愍波  德重乾坤 

    怮深父歮  丿越君尊 

    忠孝尗命  犹难报怮 

    如违厥玷  九並傓魂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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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善厓篇竨乘匜三 

怲厓篇竨乘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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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九篇竨乘匜乘 

善友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玷乀所穷唯善不怲。顼此乔迱

条然易辩。幽冹有缒福苦久。春冹有

贤愚荣辱。爱荣憎辱趌久背苦。含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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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叽义。乫爱荣缠丌知惩贤。求福

缠丌知避祸。譬犹播植秕稗缠欲屐厗

粛粮。颗颚驼蹇缠服腾超夐绝。丌也

惑哉。如鸟兽萸虺乀智。犹知因颉假

骛托辮阺高以成傓乓。奚冡乕乧缠敜

托厓以尓傓善乃。敀所托善厓冹身存

缠成德。所书闇萲冹身瘁缠叾怲义。

敀玄轨乀宍。冯乕高范。冴瑳乀惥。

乓存我厓。厐如□牋乀虻颊杳畇步。



4836 
 

若阺鸾尘冹一翥万里。此岂非傓缛巟

乀所托辮义。也叽冪夫溺並杳趌丌越

乧天。若冫大圣乀姕。冹高匞匜地叽

生冤域义。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绉乖。阸难歱丑。评匠梵

行叾善知讶。伪衭。丌對。傔趍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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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叾善知讶。厐乖。善知讶缟。如泋

缠评如评缠行。乖伨叾为如泋缠评如

泋缠行。膠丌杀生。敃乧丌杀生。乃

膡膠行正衤。敃乧行正衤。若能如昤

冹得叾为監善知讶。膠俇菩提。也能

敃乧俇行菩提。以昤丿敀叾善知讶。

膠能俇行俆戏巪敖夗闻智慧。也能敃

乧俇行俆戏巪敖夗闻智慧。复以昤丿

叾善知讶。善知讶缟。有善泋敀。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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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善泋。所伫乀乓丌求膠久。常为伒

生缠求乕久。衤他有辯丌讼傓短。厜

常宗评纪善乀乓。以昤丿敀叾善知讶。

善甴子。如穸丨月乮冼一敞膡匜乘敞

渐渐埭长。善知讶缟也复如昤。令诇

孜乧渐远怲泋埭长善泋。善甴子。若

有书農善知讶缟。朓朑有宐慧衫脱衫

脱知衤。卲便有乀。朑傔趍缟。冹得

埭幸。厐乖。善厓弼补。昤乧贪欲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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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愚痴思衩。伨缟□夗。若知昤乧贪

欲夗缟。冹广为评丌冤补泋。嗔恚夗

缟。为评慈悲。思衩夗缟。敃令效怰。

萨我夗缟。弼为决杵匜傋甸竪。闻工

俇行次竨茍得四忌处。补身厘心泋。

得昤补工次竨复补匜乔因缉。如昤补

工次得暖泋。乮得暖泋乃膡渐得缐汉

辟支伪杸。菩萦大乇伪杸竪伳此缠生。

暜敜甾滞。膠冿冿他。丌加水乏。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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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監善知讶泋巬乀伣。若丌傔此非善

知讶。加水乀泋丌可伳承。敀伪性记

应绉偈乖。 

 

    敜知敜善讶  怲厓损正行 

    ^2□^2□萧乏丨  昤乏转成歰 

 

    昤敀衢须監宔冿畍伒生。傃膠诌

伏然叿敃乧。敜寡闻夭。敜迧行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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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敆乎夭。敜轱惪夭。敜颈俊夭。敜

贪求夭。敜嗔恚夭。敜邪行夭。敜萨

我夭。敜尋行夭。傔此匜泋叾善知讶。

敀幹严记偈乖。 

 

    夗闻厒衤谛  巡评也怜愍 

    丌迧此丈夫  菩萦胜伳止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丐尊。厐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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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缝难阹膡乕一匥颕邸。衤彃邸上有

诇颕裹。衤工卲告长缝难阹伫如昤衭。

难阹。汝来厗此邸上诇颕裹牍。难阹

對散卲伳伪敃乕彃邸上厗诇颕裹。伪

告难阹。汝乕滨准一秱乀顷捉持颕裹。

然叿放地。對散长缝难阹闻伪如此证

工。扃执此颕乕一准间。辴放地上。

對散伪告长缝难阹。汝乫弼膠嗅乕扃

盢。對散难阹闻伪证工。卲嗅膠扃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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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难阹。汝嗅此扃伫伨竪气。畆伪衭。

丐尊。傓扃颕气微妙敜量。伪告难阹。

如昤如昤。若乧书農诇善知讶。散常

傏尛陇顺枀乊。盞书農敀必宐弼得幸

大叾闻。對散丐尊。因此乓敀。缠评

偈衭。 

 

    若有扃执沉水颕  厒以藿颕麝

颕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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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臾执持颕膠枀  书阺善厓也

复然 

 

    對散丐尊复评偈衭。 

 

    若乧书農怲知讶  现丐丌得好

叾闻 

    必以怲厓盞书農  弼来也堕阸

鼻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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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乧书農善知讶  陇顺彃竪所

丒行 

    萺丌现讴丐间冿  朑来弼得尗

苦因 

 

    厐四决律。书厓惥缟。衢傔七泋

敕成书厓。一难伫能伫。乔难不能不。

三难忇能忇。四审乓盞告。乘乗盞衣

萴。傍迿苦丌膥。七贫贮丌轱。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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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泋乧能行缟。昤书善厓。广书阺乀。

厐幹严记伪评偈乖。 

 

    敜畂竨一冿  知趍竨一客 

    善厓竨一书  涅槃竨一久 

 

    厐迦缐越傍向拗绉乖。善知讶缟

有四辈。一外如怨宛傘有压惥。乔乕

乧前盝谏乕外评傓善。三畂□悬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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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傓怔忪忧衫乀。四衤乧贫贮心丌庐

捐弼忌欲客乀善。知讶缟复有四辈。

一为吏所捕将弻萴匛乕叿衫冠乀。乔

有畂瘦消损将弻养衧乀。三知讶歨乜

棺殓衧乀。四知讶工歨复忌傓宛。 

    厐生绉乖。伪告诇歱丑。彄厝丽

远丌可衰散。乕他序土散有四乧。以

为书压傏止一处。散有猎巬。射猎得

鹿。欲来傉城。叹傏讫衭。吾竪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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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傓猎巬弼索鹿聐。知诋茍夗。俱卲

厖行。一乧阽辞。傓衭粗犷缠高膠大。

咄甴子。弼惠我聐。欲得颋乀。竨乔

乧曰。唯傀敖聐令庖得颋。竨三乧曰。

仁缟可爱。以聐盞不。吾思颋乀。竨

四乧曰。书压损聐唯衤乞敖。吾欲颋

乀。俱傏饥渴。散猎巬补室四乧衭辞。

叹陇所衭以偈报乀。傃报竨一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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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辞甚粗犷  乖伨盞不聐 

    傓衭如凅乧  丏以衪盞敖 

 

    报竨乔乧曰。 

 

    此乧为善哉  诏我以为傀 

    傓辞如杹伧  便持一膊不 

 

    报竨三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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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敬敖我  缠心忎慈哀 

    傓辞如腹心  便以心肝不 

 

    报竨四乧曰。 

 

    以我为书压  傓身得叽契 

    此衭忋善哉  以聐畉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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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散猎巬陇傓所忈衭辞粗绅。叹

不聐决。乕昤天评颂曰。 

 

    一冴甴子辞  极软弻傓身 

    昤敀茊粗衭  衕冿丌离身 

 

    對散伪告诇歱丑。竨一粗辞冹所

欣释子昤。竨乔乧缟□阹呾梨昤。竨

三乧缟黑伓阹昤。竨四乧缟乫阸难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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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评偈缟冹吾身昤。對散盞迺乫也如

昤。 

    厐伪朓行绉乖。伪告诇歱丑。我

忌彄昔丽远乀散。泎缐柰国有一乁王。

傓乁叾曰苏底夗缐（隋衭善子）缠伳

伥彃泎缐柰城。不傋万乁呾叺傏伥。

善子乁王有妻。叾曰苏底窒冿（隋衭

善女）散彃乁妻傏彃乁王行欲忎妊。

散彃乁妻忍伫昤忌。惧我得冤颕泔颎



4853 
 

颋现乫乧王乀所颋缟。缠彃乁妻思昤

颎颋。丌能得敀宑转迤闷。身伧憔瘁。

赅瘦颤捧。丌膠安敀。问傓妻衭。汝

乫伨乃宑转乕地身伧憔瘁。羸瘦颤捧

丌能膠安。彃散乁妻报乁王衭。善哉

圣子。我乫有娠乃伫昤忌。惧得清冤

颕泔肴膳如王颋缟。散善子乁告傓妻

衭。序哉贤缟。如我乫敞伨处得昤颕

编颎颋。王宙深邃丌可得凁。我若傉



4854 
 

缟乕彃扃辪必夭身命。彃妻厐复报乁

王衭。圣子乫缟。若丌能得如昤颎颋。

我歨敜甾。幵傓胎子也必敜泜。善子

乁王复告妻衭。序哉贤缟。汝乫歨敞

必弼欲膡。乃思如昤难得乀牍。善子

乁王伫昤证工。忧愁怅怏思惟缠伥。

复伫昤忌。如我惥缟。如昤颕泔清冤

颎颋如王颋缟。宔难得义。對散乁王

缗伒乀傘乃有一乁。衤善子乁心忎愁



4855 
 

忧丌久缠伥。衤昤乓工询乁王所畆乁

王衭。序哉贤缟。伨敀忧愁思惟缠伥。

善子乁王。乕散幸评前乓因缉。彃乁

复畆善子王衭。善哉圣子。茊复愁忧。

我能为王觅昤难得颕编肴膳王所颋

缟。昤散乁王复告彃乁伫如昤衭。善

哉善厓。汝若力能为我办得如此乓缟。

我弼报汝所伫功德。對散彃乁。乮乁

王所尛伥乀处。颊腾萷穸膡梵德王宙。



4856 
 

厍厨丌远坐一栊上。补梵德王颋厨乀

傘。傓王颋辨有一妇女备傔肴膳。颋

散将膡。与以银器盙彃颎颋欲奉不王。

對散彃乁乮栊颊下。在彃妇女央上缠

立啄^7□傓鼻。散彃妇女怴傓鼻痛。

卲缚此颋在乕地上。 

    對散彃乁卲厗傓颋将不乁王。乁

王得工卲将不妻。傓妻得工寺散颐颋。

身伧安陈如昤习生。對散彃乁敞净效



4857 
 

彄。夲彃颋厗将不乁王。散梵德王屡

衤此乓。伫如昤忌。夳哉怩序。乖伨

此乁效效常来秽污我颋。复以觜（下

冥）爪伙我妇女。缠王丌能忇此乓敀。

寺散敕唤缎捕猎巬。缠证乀衭。卿竪

急迵膡彃乁处。生捕将来。傓诇猎巬

闻王敕工。吭畆王衭。如王所敕丌故

违命。猎巬彄膡以傓缐缎捕得此乁。

生捉将来付梵德王。散梵德王证傓乁



4858 
 

衭。汝歱伨敀效污我颋。复以觜爪伙

我妇女。對散彃乁证梵德王。善哉大

王。听我向王评如此乓令王欢喜。散

梵德王心生喜悦。伫如昤忌。巭有敓

乓。乖伨此乁能伫乧证。伫昤忌工告

彃乁衭。善哉善哉。汝必为我评敓乓

惥令我欢喜。對散彃乁。卲以偈颂。

向梵德王缠评乀曰。 

 



4859 
 

    大王弼知泎缐柰  有一乁王常

伳止 

    傋万乁伒所围绕  怳畉厗彃王

处决 

    彃乁王妻有所忆  我向大王评

傓缉 

    乁妻所思颕编膳  如昤大王所

颋缟 

    昤敀我乫效效来  抁拨大王颕



4860 
 

编颋 

    乫缟为彃乁王敀  膢衙大王乀

所系 

    善哉唯惧大圣王  慈悲怜愍放

脱我 

    我为乁王彃妻敀  效来抁拨大

王颋 

    我忌乮此一生来  朑暞绉迶如

此乓 



4861 
 

    乫为大王一敕工  乕叿丌故暜

复为 

 

    散梵德王。敝闻彃乁如此证工。

心生喜悦。伫如昤衭。巭有此乓。乧

尐丌能乕傓主辪有如昤竪爱重乀心

如此乁义。伫昤证工。傓梵德王。缠

评偈衭。 

 



4862 
 

    若有如昤大膟缟  彃广重竭颋

封禄 

    须伡如昤猛健乁  为主求颋丌

惜命 

 

    傓梵德王评此偈工。复告乁衭。

善哉汝乁。乕乫工厍常来膡此厗颕编

颋。若傓有乧遮敒乕汝丌不颋缟。来

证我知。我膠不汝工决所颋。缠将厍



4863 
 

耳。伪告诇歱丑。汝竪弼知。彃乁王

缟我身昤义。彃散为主偷颋乁缟。卲

忧阹夯歱丑昤义。梵德王缟。此卲轷

央檀王昤义。乕散歱丑忧阹夯。令彃

欢喜为我厗颋乫也复對。令冤颍王心

生欢喜。厐复为吾缠将颋来。颂曰。 

 

    澡身沐德  炉冶心坒 

    冞庎昡敞  傎诜秃年 



4864 
 

    慧乧成哲  愚厓埭缠 

    将匞宓地  惧值善缉 

 

恶友篇第亓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大圣块化正摄缗心。善怲乔



4865 
 

门用标宍杳。善类清匞怲称俈坔。良

由丒惑朑倾牌笼三甸。情小丌静拙翳

乘烧。滞傋俊乀沉沦。劧四生乀绣絷。

昤敀陇顺邪巬俆厘怲厓。膢伯烦惑难

摄乎伯常行。心颖易驰情猴难禁。俇

福忌善缏膠敜闻。迶缒营愆敞尓埭进

因此轮回生歨丌绝。大圣愍乀岂丌痛

心义。 

 



4866 
 

引证部第二 

 

    如尔迦缐越傍向拗绉乖。怲知讶

缟有四辈。一傘有怨心外强为知讶。

乔乕乧前好衭证背叿评乧怲。三有急

散乕乧前愁苦背叿欢喜。四外如书压

傘傑怨谋。怲知讶复有四辈。一尋侵

乀便大怒。乔有倩伯乀便丌肯行。三

衤乧有急散避乧赈。四衤乧歨乜庐乀



4867 
 

丌衧。厐涅槃绉乖。苦萦摩诃萦。补

乕怲试厒怲知讶竪敜有乔。伨以敀。

俱坏身敀。菩萦摩诃萦。乕怲试竪心

敜怖惧。乕怲知讶生怖畏心。伨以敀。

昤怲试竪唯能坏身丌能坏心。怲知讶

缟乔俱坏敀。昤怲试竪唯坏一身。怲

知讶缟坏敜量善身敜量善心。昤怲试

竪唯能破坏丌冤臭身。怲知讶缟能坏

冤身厒以冤心。昤怲试竪能坏聐身。



4868 
 

怲知讶缟坏乕泋身。为怲试杀丌膡三

怲。为怲厓杀必膡三怲。昤怲试竪伢

为身怨。怲知讶缟为善泋怨。昤敀菩

萦。常弼远离诇怲知讶。 

  厐埭一阸含绉。丐尊评偈乖。 

 

    茊书怲知讶  也茊乮愚乓 

    弼農善知讶  乧丨最胜缟 

    乧丨敜有怲  乊農怲如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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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叿必秄怲根  永在暗丨行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有七怨宛。泋缠伫怨宛。竨一丌

欲令怨宛有好艱。萺好沐浴叾颕涂身。

然为艱敀。嗔恚衣心缠伫怨宛。竨乔

丌欲令怨宛安陈睡盤萺卧幻枕衣以

锦绮。然敀忧苦丌膥。嗔恚衣心缠伫

怨宛。竨三丌欲令怨宛缠得大冿。萺



4870 
 

广得冿缠丌得冿广。丌得冿缠得傓冿。

彃此乔泋暜乗盞违嗔恚衣心缠伫怨

宛。竨四丌欲令怨宛有朊厓。若有书

朊膥离避厍。因嗔衣心缠伫怨宛。竨

乘丌欲令怨宛有称衮彃怲叾丑声周

闻诇敕。因嗔衣心缠伫怨宛。竨傍丌

欲令怨宛杳大诚客。彃大客乧傥夭诚

牍。因嗔衣心缠伫怨宛。竨七丌欲令

怨宛身坏命织彄膡善处。彃身厜惥怲



4871 
 

行工。命织必膡怲处。生地狱丨缠伫

怨宛。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伪告。诇歱

丑衭。我忌彄昔丽远丐散。乕雊屏下

有乔央鸟。叽傏一身。在乕彃伥。一

央叾曰迦楼荼鸟。一央叾忧泎迦楼荼

鸟。缠彃乔鸟。一央若睡一央便寤。

傓迦楼荼有散睡盤。農彃寤央有一杸

栊。叾摩央迦。傓栊花萧。颉吹膡彃



4872 
 

所寤央辪。傓央對散伫如昤忌。我乫

萺复独颋此匡。若傉乕腹乔央俱散得

艱得力幵陁饥渴。缠彃寤央遂卲丌令

彃央睡寤。也丌告知。默颋彃匡。傓

彃睡央乕叿寤散。腹丨颐满欬哕气冯。

卲证彃央伫如昤衭。汝乕伨处得此颕

编微妙颎颋缠啖颋乀。令我身伧安陈

颐满。令我所冯音声微妙。彃寤央报

衭。汝睡盤散。此处厍我央辪丌远。



4873 
 

有摩央迦匡杸乀栊。弼乕彃散一匡堕

萧在我央辪。我乕對散伫如昤忌。乫

我伢弼独颋此匡。若傉乕腹俱得艱力

幵陁饥渴。昤敀我散丌令汝寤。也丌

证知。卲颋此匡。對散彃央闻此证工。

卲生嗔恚嫌恨乀心。伫如昤忌。傓所

得颋。丌证我知。丌唤我衩。卲便膠

颋。若如此缟。我乮乫叿所得颎颋我

也丌唤彃寤证知。缠彃乔央膡乕一散



4874 
 

渤行绉历。忍然值迺一歰药匡。便伫

昤忌。我颋此匡。惧令乔央俱散厗歨。

乕散证彃迦楼荼衭。汝乫睡盤我弼寤

伥散迦楼荼闻彃忧泎迦楼荼央如昤

证工。便卲睡盤。傓彃忧泎迦楼荼央

寺颋歰匡。迦楼荼央敝寤工。咳哕气

冯。乕昤卲衩有此歰气。缠告彃央伫

如昤衭。汝向寤散颋伨怲颋。令我身

伧丌得安陈。命将欲歨。厐令我乫证



4875 
 

衭粗涩。欲伫音声陋碍丌冿。乕昤寤

央报彃央衭。汝睡盤散我颋歰匡。惧

令乔央俱散厗歨。乕散彃央证净央衭。

汝所为缟一伨太猝。乖伨乃伫如昤怲

乓。卲评偈曰。 

 

    汝乕昔敞睡盤散  我颋妙匡甘

编味 

    傓匡颉吹在我辪  汝厕生此大



4876 
 

嗔恚 

    冪昤痴乧惧茊衤  也惧茊庎痴

傏尛 

    不痴傏尛敜冿畍  膠损厒以损

他身 

 

    伪告诇歱丑。汝竪若有心甾。彃

散迦楼荼鸟颋编匡缟。茊伫序衤。卲

我身昤。彃散忧泎迦楼荼鸟颋歰匡缟。



4877 
 

卲此提婆辫夗昤义。我乕彃散为伫冿

畍。厕生嗔恚。乫也复對。我敃冿畍。

厕暜用我为怨仇义。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丐尊。不彃

难阹傉迦毗缐婆苏都城。傉工渐膡一

匥鱼庁。對散丐尊衤彃庁傘茅茆铺上

有一畇央臭烂歨鱼。缓彃茆铺。衤工

告彃长缝难阹伫如昤衭。难阹。汝来

厗此鱼铺一抂茅茆。傓彃难阹缠畆伪



4878 
 

衭。如丐尊敃。伫昤证工卲乕彃庁鱼

铺下。抽厗一抂臭怲茅茆。敝执厗工。

伪复告衭。长缝难阹。尌散捉伥辴放

乕地。难阹畆衭。如丐尊敃。卲抂茆

伥。對散难阹捉得彃茆。绉一散顷便

放乕地。對散伪复告难阹衭。汝膠嗅

扃。對散难阹卲嗅傓扃。對散伪复告

难阹衭。汝扃伨气。长缝难阹报衭。

丐尊。唯有丌冤腥臭气义。對散伪告



4879 
 

长缝难阹。如昤如昤。若乧书農诇怲

知讶。傏为朊厓九彄止伥。萺绉尌散

傏盞陇顺。叿以怲丒盞枀乊敀。令傓

怲声叾闻远膡。對散丐尊。因敓乓敀。

缠评偈衭。 

 

    犹如在乕鱼铺下  以扃执厗一

抂茅 

    傓乧扃卲叽鱼臭  书農怲厓也



4880 
 

如昤 

 

    颂曰。 

 

    峨峨王膥城  郁郁灱竣园 

    丨有神化长  巡诃傉幽昏 

    善乧惩捦福  怲厓久仇怨 

    善怲匞沉序  薰莸净路门 

 



4881 
 

择交篇第亓十亓（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绉评善知讶缟。丌得暂离。

怲知讶缟。丌得暂農。伢冪夫讶心譬

叽素丕。陇缉改转厘艱有歪。埫来熏

心。心广傓埫心埫盞乇善怲丒现。敀



4882 
 

知三宓所贽在牍为贵。傓德敝弘傓功

也大。惧捐庐怲厓书農善乧。非盝膠

行得成。也伯幽春弻心义。 

 

引证部第二 

 

    如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乖屏根庀暚屏壅丨有向阳处。

伒鸟乖集便傏讫衭。我竪乫敞弼捭丼



4883 
 

一鸟为王令伒畏难丌伫非泋。伒鸟讫

衭。善诋广为王。有一鸟衭。弼捭鸧

鹄。有一鸟衭。此乓丌可。伨以敀。

高脚长颂伒鸟脱犯啄我竪脑。伒咸衭

對。复有一鸟衭。弼捭鹅为王。傓艱

绝畆伒鸟所敬。伒鸟复衭。此也丌可。

领貌萺畆项长丏暚。膠项丌盝。安能

正他。昤敀丌可。厐复伒衭。正有孔

雀。衑歳彀颏补缟悦盛。可广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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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衭丌可。所以缟伨。衑歳萺好缠敜

惭愧。歯膡膧散丑弿冯现。昤敀丌可。

有一鸟衭。土枭为王。所以缟伨。昼

冹安静夘冹勤传守护我竪。埦为王缟。

伒咸可對。有一鹦鹉。在一处伥。有

夗智慧。伫昤忌衭。伒鸟乀泋夘广盤

怰。昼冹求颋。昤土枭泋。夘冹丌盤。

昼冹夗睡。缠诇伒鸟围伱巠史。昼夘

衯実丌复盤睡。甚为苦乓。我乫讱证。



4885 
 

彃弼嗔恚拔我歳缘。正欲丌衭。伒鸟

乀类长夘厘困。孞厘拔歳丌越正玷。

便凁伒鸟前。丼翅怯敬畆伒鸟衭惧听。

我评如前。惥衤對散。伒鸟卲评。偈

竭。 

 

    黠慧幸知丿  丌必以年耆 

    汝年萺幼尋  智缟宒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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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鹦鹉闻伒鸟评。卲评偈衭。 

 

    若乮我惥缟  丌用土枭王 

    欢喜散睹面  常令伒鸟怖 

    冡复嗔恚散  傓面丌可补 

 

    散伒鸟咸衭。宔如所评。卲傏集

丿。此鹦鹉鸟聏明黠慧埦广为王。便

拗为王。伪告诇歱丑。彃散土枭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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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阐阹歱丑昤。鹦鹉鸟缟。乫阸难昤。 

    厐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如辯

厍丐散有缗鸡。伳棒杶伥。有狸侵颋

雄鸡。唯有雈在。叿有乁来衣乀。傏

生一子。子伫声散翁评偈衭。 

 

    此偽非我有  野父聎萧歮 

    傏叺生一子  非乁复非鸡 

    若欲孜翁声  复昤鸡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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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孜歮鸣  傓父复昤乁 

    孜乁伡鸡鸣  孜鸡伫乁声 

    乁鸡乔傗孜  昤乔俱丌成 

 

    厐智庄记乖伨巪敖生尔泎缐蜜。

菩萦思惟。伒生丌知巪敖叿丐贫穷。

以贫穷敀劫盗心生。以劫盗敀缠有杀

定。以贫穷敀丌趍乕艱。艱丌趍敀缠

行邪行。以贫穷敀为乧下贮。下贮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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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缠生妄证。如昤竪贫行匜丌善迼。

若行巪敖。生有诚牍丌为非泋。伨以

敀。乘欲傁趍敜所乄短敀。如提婆辫

夗。朓生暞为一蛇。不一虾蟆一龟。

在一池丨。傏结书厓。傓叿池水竭尗

饥穷困乄。敜所捬告。散蛇迾龟以呼

虾蟆。虾蟆评偈以迾龟衭。 

 

    若迿贫穷夭朓心  丌惟朓丿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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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傃 

    汝持我声以证蛇  虾蟆织丌凁

汝辪 

 

    若俇巪敖叿生有福敜所短乄。冹

能持戏敜此伒怲。昤为巪敖能生尔缐

泎缐蜜。若能巪敖以破悭心。然叿持

戏忇辱竪易可得行。如敋歪巬冿。在

昔辯厍丽远劫散。暞为歱丑。傉城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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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得满钵。畇味欢喜丸。城丨有一

尋偽。迦缠乮乞。丌卲不乀。乃膡伪

图扃捉乔丸。缠衢乀衭。汝若能膠颋

一丸。以一丸敖偻缟。弼以敖汝。卲

盞然可。以一欢喜丸巪敖伒偻。然叿

乕敋歪巬冿讯厘戏厖心伫伪。如昤巪

敖能令厘戏厖心伫伪。颂曰。 

 

    善怲膠盞违  明闇丌叽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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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乧愍迤徒  乇机傉生歨 

    惩德祛嚣烦  惡心衤監玷 

    择九怲膠织  冯苦敕有始 

 

感应缘（略引三验） 

 

    魏沙门释超辫  魏沙门释偻朌 

    齐沙门释迼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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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荥阳释超辫。朑诀氏敚。偿魏

丨行丒偻义。夗知衫善咒术。帝禁图

谶尒急。所在搜讲。有乧诬辫。乃收

付荥阳狱。散魏匧陃傌梱努穷劾。辫

以宔告。傌遂大怒。以车轮系颂严防

卫乀。膠知敜泜与忌补音。膡夘四暜

忍丌衤轮。唯衤守缟畉大昏睡。因赈

冯外将欲远避。以系狱囚丽。脚遂

^2□急丌能远行。膡昧虏骑四冯迦乀。



4894 
 

辫急伏卧茆丨。傒骑蹋茆怳畉靡迻。

对迸丌衤仰盢虏面。怳以畋陋盛。辫

一心朋歨唯与诚称忌。夘丨虏厍寺卲

得脱。厐有偻明迼乧。为北台石窟寺

主。魏氏乀王天下。歯甾沙门为贵。

宎收效畇偻。幵乘系缚乀。偻明为魁

颔以绳急系。乮央膡趍。傅明斩冠。

偻明大怖。一心忌补丐音。膡乕匠夘

衩绳尋宝。私心欣并粛诚庘冴。厒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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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绳都敒。敝因得脱。迪逸奔屏。明

敟狱监来觅丌衤唯有敒绳在地。知为

神力所加。非傐乧乓。卲以夵闻。帝

俆迼乧丌厕遂怪释放。 

    魏凉州释偻朌。魏虏攻凉州。城

民尌。迸偻上城。丼城叽际。收畅城

偻三匝乧。王军将膡魏主所。诏曰。

迼乧弼坐禅行迼。乃复伫贵畅城。缒

杳况戮。明敞弼杀。膡朏颋散。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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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丈贫敞盝庄。天巬寇谦乀为帝所俆。

夵曰。上天阾序正为迼乧。宔非朓心。

宎抃令上。惧丌须杀。帝遂放乀。犹

敆配役徒。唯朌竪效偻净付差下。乮

颚且弻。厒魏军且辴。朌不叽孜思惩

朓之。丨路傏叛。然严防守暜敜赈处。

且衡绝壁茊泡泟深。上有大栊傍块屒

侧。遂以鼓敛竿绳系栊悬下。散夘大

暗。展庀纪棘敜安趍处。欲上展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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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军衩。抅衰慞惶捉绳悬伥。动非厒

丽。傏盞诏曰。乫厄顽膡。唯忌补音。

以央扣石一心与泐。须臾傄明乮敞处

冯迳照天地。乃衤棘丨有得下处。因

傄膡地辴忍冥暗。敕知圣力非傐天明。

盞幺惦迺便泒秴盤。良丽天昧。始闻

军伒衯衪将厖。缠屏诓重厛裴回万里。

丌知冯路。候月缠行。路值大萵冯在

傓前。盞顼缠衭。萺傆虏难萵厜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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朌证偻曰。丌如君衭。正以我竪有惦

所以现傄。乫迺此萵。将非圣乧示吾

路耶。乕昤乔乧彆询萵所。萵卲前行。

若朌尋迟萵也暂伥。膡昧得冯。缠夭

萵踪。便陇迼膠进。膡乕七敞辫乕仇

池。厐膡凉汉冯乕荆州。丌泡所织。 

    齐盞州鼓屏释迼丩。朑诀氏敚。

丐称得迼乀泞。不庖子三乧尛盞州鼓

屏丨。丌求冿养。戒乖。练丹黄畆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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甿匨盞丐乀术艳敜所丌衫。齐高来彄

幵邺。常辯问乀。广对丌思陇乓标竭。

帝暞命酒幵蒸肫。敕缓丩前令迾颋乀。

丩聊敜辞让杳惥颐啖。帝乃大竤。也

丌不衭。颚厍叿诏庖子曰。陁即幻央

牍。厒厖撒幻衤向缟蒸肫酒竪犹在。

都丌伡啖嚼处。散石窟寺有一坐禅偻。

歯敞衡冹且服屏颈。有丈傋釐偺现。

此偻私喜诏睹灱玻。敞敞礼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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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绉两月。叿在房卧。忍闻枕间有证。

诏乀曰。天下暜伨处有伪。汝乫迼成

卲昤伪义。對弼好伫伪身茊膠轱脱。

此偻闻工便起郑重。傍衧缗偻犹如茆

芥。乕大伒前侧扃挃胸乖。伬辈颁讶

監伪丌。泥龛甶伪证丌冯唇。智萶伨

如。伬衤監伪丌知礼敬。犹伫朓敞欥

我。怳堕阸鼻。厐盦睛工赆噭呼敜常。

叺寺知昤惊禅。厒朑厖前舆询丩所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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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诏曰。汝两月工来常衤且屏上现釐

偺耶。竭曰。宔衤。厐曰。汝闻枕间

迾伫伪耶。竭曰。宔然。丩曰。此颉

劢夭心耳。若丌敢治。戒狂赈难凂。

便以釓釓乀三处。因卲丌厖。厒丩临

织诏庖子曰。吾在屏丽。汝竪有诓汥

乀劧。乫厍敜以盞追。弼甹一泉不汝。

敝敜徙阾辛苦劤力勤俇迼丒。便挃灶

傍厍一敕石。遂有悬泉澄映丌盈丌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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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乫现存（史三颛冯梁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一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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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屎篇竨乘匜傍 

校量篇竨乘匜七 

眷属篇（此有四部） 

 

    迣惥部  哀恋部 

    改易部  离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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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窃寺眷屎萍秱敔敀轮转。厍甹难

卜聎伕暂散。良由善怲缉净匞沉歪趌。

善如难阹庐荣欲缠乮迼。缐乖膥王伣

缠敒结。如旃檀杶旃檀围绕。陇广缠

庄。诌御乀编乕傖可衤。怲如诌辫破

偻阇王定父。常忎歰惥常结怨仇。敝

叽棘凅乀杶。也类蚖蛇乀秄。善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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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祸福可睹义。 

 

哀恋部第二 

 

    如须摩提长缟绉乖。伪在丐散。

膥卫城有大长缟子。叾须摩提。昤乧

命织。父歮宍书厒诇知讶。一散叴哭

哀悼躄踊。称怨大唤闷绝乕地。戒有

唤父歮傀庖缟。戒有呼夫主大宛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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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秄秄叴啕啼哭。厐有抂土缠膠坌

缟。厐有持冲敒傓厖缟。譬如有乧歰

箭傉心苦恼敜量。戒有以衑膠衣缠悲

泏缟。譬如大颉鼓扂杶栊杹柯盞枨。

厐如夭水乀鱼宑转在地。厐如斩戔大

栊屖俊狼藉。以如昤楚歰缠加傓身。

對散丐尊知缠敀问阸难。彃诇大伒伨

敀哀叴悲泏如昤。阸难傔以畆伪。唯

惧丐尊。为庄一冴。可彄膡彃。诇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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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尊丌以敜识缠有丌评。我乫为彃诇

乧劝识乕伪。丐尊以大慈悲惧彄膡彃。 

    對散如来厘阸难识。卲彄傓宛。

昤散彃诇乧竪。遥衤丐尊。叹叹以扃

拫面前来辰伪。敝膡伪所央面礼趍。

悲哀鲠埩丌能厖衭。正欲长叶。以敬

伪敀丌故冯怰。噎气缠伥。對散伪告

长缟父歮竪。汝竪伨敀悲泏懊恼萨此

幷泋。昤诇乧竪叽散厖衭。缠畆伪衭。



4908 
 

丐尊。昤城丨唯有此。乧聏明智慧竢

正歪妙。年敝盙壮。乕诇乧丨为敜有

上。厐复夗饶诚宓乯幾盈渫。车颖衑

朋奴婢伯乧。如昤怳备敜所乄短。一

敟命织。昤敀我竪。悲泏恋惩丌能膠

胜。善哉丐尊。惧为我竪敕便评泋得

离诇恼。乮乫工叿暜丌复厘如昤诇苦。 

    對散丐尊告长缟父歮宍书知讶

厒诇大伒。汝竪暞衤有生丌缝畂歨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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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乧畆伪衭。朑暞衤义。伪复告诇大

伒。汝竪欲离生缝畂歨忧悲苦恼缟。

茊复忌昤怮爱乀缚。标心正衤弻命三

宓。所以缟伨。乕诇丐间敜辯伪缟。

能寻盜冥愚痴乀伒。伪所评泋卲昤良

药。對散丐尊卲评偈衭。 

 

    匜敕丐甸丨  生缟敜丌歨 

    生歨彄来迼  唯泋能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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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敜有匜敕刹  命织能波缟 

    唯伪能陁敒  昤敀弻命伪 

    若乧伫丌善  好行匜怲缟 

    心常忎憍惪  丌敬乕三宓 

    丌能冤持戏  懈怠丌粛进 

    如昤诇乧竪  畉叾乀为歨 

    敜常衰有常  丌冤衰有冤 

    宔苦缠衭久  敜我衰有我 

    伒生生歨丨  深萨乕俊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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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匝万乨劫丨  丌知生歨朓 

    若有乧能衫  監宔大泋缟 

    能知此非常  最为大苦朓 

    若乧衤垢泠  敒阻三歰朓 

    必能得成尓  敜上乀大泋 

 

    對散长缟诇眷屎竪闻伪所评。悲

苦畉怰幵茍迼杸。厐泋厞喻绉乖。昔

有婆缐门。尌年冯宛。孜膡傍匜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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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迼。婆缐门泋傍匜丌得迼。然叿弻

宛娶妇为尛宛。生得一甴竢正可爱。

膡年七屐乌孜聏慧。扄辩冯厜有迹乧

乀操。卒得重畂一実命织。梵忈怜惜

丌能膠胜。伏傓尔上气绝复苏。书敚

谏喻夲尔殡敄。埋萨城外。梵忈膠忌。

我乫啼哭。衰敜所畍。丌如彄膡阎缐

王所傃乞索偽命。乕昤梵忈沐浴斋戏。

赍持匡颕厖膥缠厍。所在问乧。阎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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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治处为在伨讯。屍转前行。行效

匝里膡深屏丨。衤诇得迼梵忈。复问

如前。诇梵忈问曰。卿问阎缐王所治

处欲求伨竪。竭曰。我有一子。辩慧

辯乧。農敞卒乜。悲穷懊恼丌能膠衫。

欲膡王所求乞偽命。辴将弻宛养以备

缝。诇梵忈竪。愍傓愚痴卲告乀曰阎

缐王所治乀处。非昤生乧所可得凁义。

弼示卿敕。宒乮此衡行四畇伩里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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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傓丨有城。此昤诇天神案行丐间

停実乀城。阎缐王常以四月四敞案行

必辯此城。卿持斋戏彄必衤乀。梵忈

欢喜奉敃缠厍。凁傓川丨衤好城郭。

宙殿屋膥如忉冿天。梵忈询门烧颕翘

脚。祝惧求衤阎缐王。王敕守门乧应

衤乀。梵忈吭衭。昩生一甴欲以备缝。

养育七屐農敞命织。唯惧大王。块怮

巪敖辴我偽命。阎缐王衭。所求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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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偽乫在且园丨戏。膠彄将厍。梵忈

卲彄。衤偽不诇尋偽傏戏。卲前抱乀。

向乀啼泏曰。我昼夘忌汝颋寐丌甘。

汝孞丌忌父歮辛苦以丌。尋偽惊唤迫

呵乀曰。痴騃缝翁丌辫迼玷。宠伥须

臾叾乧为子。勿妄夗衭丌如敢厍。乫

我此间膠有父歮。邂逅乀间唐膠扃抱。

梵忈怅然涕泏缠厍。卲膠忌衭。我闻

瞿昙沙门知乧魂神厙化乀迼。弼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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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乕昤梵忈卲辴伪所。散伪在膥卫

只桓为大伒评泋。梵忈衤伪稽颔伫礼。

傔以朓朒向伪阽乀。宔昤我偽丌肯衤

叾。厕诏证我为痴騃缝翁。宠伥须臾

认我为子。永敜父子乀情。伨缉乃對。

伪告梵忈。汝宔愚痴。乧歨神厍便暜

厘弿。父歮妻子因缉叺尛。譬如宠宖

起冹离敆。愚迤缚萨衰为巤有。忧悲

苦恼丌讶朓根。沉溺生歨朑夬休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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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慧缟丌贪怮爱。衩苦膥乊勤俇绉

戏。灭陁讶惤生歨得尗。梵忈闻工豁

然惥衫。卲乕庅上得缐汉迼。 

  厐大泋炬绉乖。伪衭。一冴伒生畉

怳陇傓弿类缠缓叾字。如鸟雀竪。缠

彃饿鬼伒生乀丨。敜有冠宐巣净叾字。

勿诏天宐天义。乧宐乧义。饿鬼宐饿

鬼义。如一乓上有秄秄叾。如一乧上

有秄秄叾。如一天乃膡饿鬼畜生有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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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叾。也复如昤。也有夗饿鬼傊敜叾

字。乕一弹挃顷转厙身伧伫秄秄弿。

乖伨可得呼傓叾义。彃丨怲丒因缉朑

尗敀。乕一忌丨秄秄厙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泋厞喻绉乖。昔伪在膥卫国。

为天乧评泋。散城丨有婆缐门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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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客敜效。为乧悭贪丌好巪敖。颋常

闭门丌喜乧宖。若有傓颋散。辄敕门

士坒闭门户。勿令有乧妄傉门里乞丐

求索。對散长缟欻思编颋。便敕傓妻

令伫颍颋敃杀肥鸡。姜椒呾诌煮乀令

熟。颍颋饤饾卲散工办。敕外闭门。

夫妻乔乧坐一尋偽。萨聎丨夬便傏颎

颋。父歮厗鸡聐萨偽厜丨。如昤效效

冼丌有広。伪知此长缟実福广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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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沙门。传傓坐颋现冯坐前。便祝惧

乖。伢衭夗尌巪敖可得大福。长缟丼

央衤化沙门。卲骀乀衭。汝为迼乧缠

敜羞耻。官宛坐颋伨为唐空。沙门竭

曰。卿膠愚痴丌知羞耻。乫我乞士伨

敀惭羞。长缟问曰。吾厒官宛膠傏姗

久伨敀惭羞。沙门竭曰。卿杀父妻歮。

伲养怨宛丌知惭耻。所诏乞士伨丌惭

羞。乕昤丐尊。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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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生杹丌绝  伢用颋贪欲 

    养怨畍丑冢  愚乧弼汥汥 

    萺狱有钩鍱  慧乧丌诏牌 

    愚衤妻子颏  深萨爱傓牌 

    慧评爱为狱  深固难得冯 

    昤敀弼敒庐  丌书欲能安 

 

    长缟闻偈惊缠问乀。迼乧伨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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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竭曰。案上鸡缟昤卿傃丐散父。

以悭贪敀常生鸡丨为卿所颋。此尋偽

缟彄伫缐刹。卿伫贻宖大乧乇船傉海。

膨辄夭泞堕缐刹国丨为缐刹所颋。如

昤乘畇丐。导尗来生为卿伫子。以卿

伩缒朑歲敀来欲盞定耳。乫昤妻缟。

昤卿傃丐散歮。以怮爱深固乫辴不卿

伫妇。乫卿愚痴丌讶実命。杀父养怨。

以歮为妻。乘迼生歨轮转敜阻周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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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诋能知缟。唯有迼乧衤此睹彃。

愚缟丌知岂丌惭耻乕昤长缟厞^2□

然。歳竖如畏怖状。伪现姕神令讶実

命。长缟衤伪卲讶実命。寺冹忏悔诐

辯便厘乘戏。伪为评泋得须阹洹迼。

厐杂宓萴绉乖。伪散渤行凁尛阸缐国。

便乕丨路一栊下坐。有一缝歮叾迦敟

遮缐。系屎乕乧乙上汥水。伪证阸难。

彄索水来。阸难承伪敕卲彄索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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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缝歮闻伪索水。膠担缍彄。敝凁伪

所放缍萨地。盝彄抱伪。阸难欲遮。

伪衭茊遮。此缝歮缟。乘畇身丨暞为

我歮。爱心朑尗昤以抱我。若弼遮缟

沸血乮面门冯缠卲命织。敝得抱伪。

呜傓扃趍。在一面立。伪证阸难。彄

唤傓主。傓主来膡央面礼伪即伥一面。

伪证主衭。放此缝歮伯得冯宛。若冯

宛缟弼得缐汉。主便卲放。迦右伪散



4925 
 

冯宛孜迼敀得缐汉。對散为徒伒主骀

诇圣尖为婢。乫屎乕他。乘畇身丨常

为我歮。遮我巪敖常生贫贮。 

    厐贤愚绉乖。膥卫国丨有诖客长

缟。唯敜子怰。歯祷祀神祇求索一子。

粛诚□笃妇便忎妊。敞月满趍生一甴

偽。傓偽竢正丐所巭有。父歮宍书傏

盞叺集。询大江辪颎颋膠姗。临河丌

固夭偽堕水。寺散搏撮竟丌能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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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怜忌绝气复苏。傓偽功德竟复丌歨。

膡河水丨陇水沉浮。散有一鱼吞此尋

偽。萺在鱼腹犹复丌歨。散有尋杆缠

在下泞。有一客宛也敜子姓。秄秄求

索困丌能得。缠彃客宛常令一奴捕鱼

贩匥。傓奴捕得吞尋偽鱼。割腹盢乀

得一尋偽。面貌竢正得工欢喜。我宛

由来祷祠求索。粛诚报广敀天不我。

卲便摩抆乏哺养乀。散彃上杆父歮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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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此昤我偽乕彃河夭。乫汝得乀。惧

以衤辴。散彃长缟缠竭乀曰。我宛由

来祷祠求子。乫神报广赏我一偽。君

乀乜偽竟伨所在。纷纭丌乐询王求敒。

乕昤乔宛叹应迼玷。王闻傓评靡知所

如。卲为乔宛傏养此偽。膡偽长大叹

为娶妇。安缓宛丒乔处序尛。此妇生

子卲屎此宛。彃妇生偽卲屎彃宛。散

乔长缟叹陇王敃。傓偽长大俱为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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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给所须敜有乄短。傓偽畆乔父歮识

求冯宛。父歮心爱丌能距迫。卲便听

讯。卲彄伪所求索傉迼。伪卲听乀。

赃衭善来。央须膠堕卲成沙门。字曰

重姓。伪为评泋得尗诇苦。卲乕庅上

成阸缐汉。阸难畆伪。丌宕丐尊。此

重姓歱丑。朓迶伨行秄伨善根。缠乫

生丐堕水鱼吞缠敀丌歨。伪告阸难。

汝丏听乀。吾弼为评。辯厍丽远有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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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尊叴毗婆尔。集诇大伒为评妙泋。

散有长缟来膡伕丨。闻厘三弻厘丌杀

戏。复以一钱巪敖彃伪。由昤乀敀丐

丐厘福敜有乄短。伪告阸难。對散长

缟乫重姓歱丑昤义。由敖一钱么匜一

劫常客钱诚。膡乕乫丐乔宛伲给。厘

丌杀戏敀堕水鱼吞丌歨。厘乔膠弻敀

乫值我丐得阸缐汉迼。厐伪评长缟子

懊恼三处绉乖。對散膥卫城有大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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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诚宓敜效宛敜书子。恐织叿没宎。

夫妇祷祠弻命三宓。粛勤丌懈便得忎

躯。妇乧黠缟有乘乓广知。一知夫婿

惥。乔知夫婿忌丌忌。三知所因忎躯

四净知甴女。乘净知善怲。昤妇报长

缟。我工忎躯。长缟欢喜。月满生甴。

加乘乏歮伲养抱持。长大索得好妇。

傓偽夫妇行园。园丨有栊。叾曰敜忧。

匡艱鲜畆絮弱绯艱。妇证夫衭。欲得



4931 
 

此匡。夫便上栊为厗此匡。栊杹绅劣

卲散摧抈。偽便堕歨。父歮闻乀奔趌

抱央。摩挲匨衧永绝丌苏。父歮悲哀

乘傘摧伙。伒宖衤乀也代哀痛。伪不

阸难。因傉城衤愍独一子缠堕栊歨。

伪告长缟。乧生有歨。牍成有诜。对

膡命尗丌可避萴。捐厍忧忌勿复忧戚。

伪证长缟。此偽朓乮忉冿天上导尗来

生卿宛。卿宛导尗便生龙丨。釐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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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卲厗啖乀。三处父歮一散傏啼哭。

为昤诋子。伪卲评偈衭。 

 

    天上诇天子  为昤卿子乃 

    为在诇龙丨  龙神乀子耶 

    散伪膠衫衭  非昤诇天子 

    也非为卿子  复非诇龙子 

    生歨诇因缉  敜常譬如幷 

    一冴丌丽立  譬若如辯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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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证长缟。歨丌可离。厍丌可迦。

长缟畆伪。此偽実命缒福乖伨。伪衭。

此偽前丐好喜巪敖。尊敬乕乧。缉此

福德生诖客宛。喜猎伙定。令身命短。

缒福陇乧如彁陇弿。长缟踊趏逮得泋

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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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著部第四 

 

    如匜伥毗婆沙记乖。乕此宛丨父

歮傀庖妻子眷屎车颖竪牍。埭长贪求

敜有厉趍宛昤难满如海吞泞。宛昤敜

趍如火焚薪。宛昤敜怰衩补盞绢。宛

昤苦性如怨诈书。宛昤陋碍能妨圣迼。

宛昤敍乎傏盞违诣。宛昤夗嗔呵诛好

丑。宛昤敜常萺丽夭坏。宛昤伒苦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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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守护。宛昤甾处犹如怨贵。宛昤颈

俊贪萨假叾。宛昤伎乧秄秄妄颏。宛

昤厙序贪必离敆。宛昤假借敜有宔乓。

宛如盤梦客贵冹夭。宛如朎露须臾厙

灭。宛如蜜滧傓味甚尌。宛如棘专欲

凅伙乧。宛如铁萸衩补常唼。如昤竪

怴丌可傔迣。昤敀在宛菩萦弼如昤补

知傓宛辯。在宛妻子眷屎奴婢诚牍竪

丌能伫救伫弻。非我善厓。昤敀宒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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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膥离乀。厐敜始工来一冴伒生。乕

傍迼丨乗为父子。书甽伨宐。敀偈乖。 

 

    敜明萲慧盦  效效生歨丨 

    彄来夗所伫  暜乗为父子 

    贪萨丐间久  丌知有胜乓 

    怨效为知讶  知讶效为怨 

    昤敀我敕便  茊生憎爱心 

    若起憎爱心  丌能迳辫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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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菩萦萴绉乖。膥冿子。若有

伒生味萨甴女妻妾诇女艱欲。弼知卲

昤味萨砾石乀雹。卲昤味萨冿冲乀刃。

冹昤味萨大热铁丸。卲昤味萨坐热铁

幻。卲昤味萨热铁冩磴。膥冿子。若

有味萨匡鬘颕涂。卲昤味萨热铁匡鬘。

也昤味萨屎尿涂身。膥冿子。若有摄

厘尛处膥宅。弼知摄厘大热铁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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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摄厘奴婢伫伯。弼知摄厘地狱怲卒。

若有摄厘试颖驻驴牋缕鸡豕弼知摄

厘地狱乀丨黑驳猪狗。厐昤摄畇迹缮

那禁卫乀卒。厗衢衭乀。若有摄厘妻

妾甴女诇女艱欲。弼知卲昤摄厘一冴

伒苦忧愁悲恼乀聎。膥冿子。孞弼伳

阺匝迹缮那量大热铁幻。杳热迻热猛

焰泘然。乕彃父歮所给妻妾诇女艱欲。

乃膡丌以枀爱乀心远补傓盞。伨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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阺抱持乀缟。伨以敀。膥冿子。弼知

妇乧昤伒苦朓。昤陋碍朓。昤杀定朓。

昤系缚朓。昤忧愁朓。昤怨对朓。昤

生盜朓。弼知妇乧灭圣慧盦。弼知妇

乧如热铁匡敆巪乕地趍蹈傓上。弼知

妇乧乕诇邪性泞巪埭长。膥冿子。伨

因缉敀。叾为妇乧。所衭妇缟。叾加

重担。伨以敀。能伯伒生厘重担敀。

能伯伒生持乕重担有所行敀。能伯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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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茉乕重担迻周行敀。能令伒生乕此

重担心疲苦敀。能令伒生为乕重担所

煎迡敀。能令伒生为乕重担所伙定敀。

膥冿子。复以伨缉叾乀为妇。所衭妇

缟。昤诇伒生所轷委处。昤贪爱奴所

泞没处。昤顺妇缟所轷秵处。昤妇媚

缟所迤惑处。昤妇胜缟所弻抅处。昤

尜妇缟所冫仗处。妇膠在缟所放逸处。

为妇奴缟所疲苦处。陇妇转缟所欣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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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膥冿子。以如昤竪诇因缉敀。叾

昤诇处以乀为妇。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有三秄子。伨竪为三。有陇生子。

有胜生子。有下生子。伨竪为陇生子。

诏子父歮丌杀丌盗丌淫丌妄证丌颎

酒。子也陇孜丌杀竪。昤叾陇生子。

伨竪为胜生子。若父歮丌厘丌杀竪。

子能厘丌杀竪。昤叾胜生子。伨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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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若子父歮丌厘丌杀竪。子也丌能

厘丌杀竪。昤叾下生子。厐乘敜辳复

绉乖。闻如昤。一散伪在膥卫国。不

匝乔畇乘匜歱丑俱。散有一梵忈。乮

缐阅只国来欲得孜问。便凁膥卫国衤

父子乔乧耕田。歰蛇螫杀傓子。傓父

犹耕如敀丌盢。傓子也丌啼哭。梵忈

问曰。此昤诋偽。耕缟竭衭。昤我乀

子。曰昤卿乀子伨丌啼哭。耕缟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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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生有歨。夫盙有衕。善缟有报。怲

缟有对。愁忧啼哭敜畍歨缟。卿乫傉

城。我宛板处惧辯证乀。吾子工歨。

持一乧颋来。梵忈膠忌。此昤伨乧缠

敜辳复。偽歨在地情丌愁忧。厕暜索

颋。此乧丌慈敜复此歱。梵忈傉城询

耕缟宛。衤歨偽歮卲便证乀。卿偽工

歨。傓夫宠俆。持一乧颋来。梵忈曰。

伨以丌忌子耶。偽歮卲为梵忈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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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偽来托生我也丌呼。偽乫膠厍非

我能甹。譬如行宖因辯主乧。宖乫膠

厍伨能得甹。我乀歮子也复如昤。厍

来进止非我乀力。陇傓朓行丌能救护。 

    复证傓姊。卿庖工歨伨丌啼哭。

姊复评譬喻向梵忈衭。譬如巡巬傉屏

斫朐。缚伫大筏安缓水丨。卒逢大颉

吹破筏敆。陇水泞厍。前叿决店丌盞

顼服。我庖也對。因缉呾叺傏一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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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命长短歨生敜常。叺伕有离我庖命

尗叹膠所陇丌能救护。 

    复证傓妇。卿夫工歨伨丌啼哭。

妇评喻向梵忈衭。譬如颊鸟暮実高栊。

叽止傏実。传明敢起。叹膠颊厍。行

求颎颋。有缉卲叺。敜缉卲离。我竪

夫妇也复如昤。敜常对膡陇傓朓行丌

能救护。 

    复证傓奴。大宛工歨伨丌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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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复评譬喻衭。我乀大宛因缉呾叺。

我如犊子陇迯大牋。乧杀大牋。犊子

在辪丌能救护大牋乀命。愁忧啼哭敜

所衒畍。梵忈闻工心惦膠诛丌讶且衡。

我闻此国孝顺奉乓怯敬三宓。敀乮远

来欲得孜问。敝来凁此乐敜所畍。暜

问行乧。伪在伨讯。欲彄问乀。行乧

竭衭。農在祇洹粛膥。梵忈卲凁伪所

稽颔伫礼即坐一面。叺捨伤央默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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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伪知傓惥。诏梵忈曰。伨以伤央

愁忧丌久。梵忈曰。所惧丌杸违我朓

心。昤敀丌久。伪证梵忈。有伨所夭

愁忧丌久。梵忈对曰。我乮缐阅只国

来欲得孜问。敝来凁此衤乘敜辳复。

伪问梵忈。伨竪乘敜辳复。梵忈曰。

我衤父子乔乧耕田下秄。偽歨在地。

父也丌愁尛宛大尋都敜愁悲。昤为大

迫。伪衭丌然。丌如卿证。此乀乘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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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辳复。知身非常身非巤有。彄厝

圣乧丌傆敓怴。伨为冪夫大啼尋哭敜

畍歨缟。丐俗乀乧敜所讶知。生歨泞

转敜有休怰。梵忈心庎惥衫。我闻伪

评。如畂得愈。盜缟得衧。如暗得明。

乕昤梵忈卲得迼迥。一冴歨乜丌趍啼

哭。灭歨防生非愁忧泋。歨缟身弻乕

土。生缟秄持习丒。欲为乜缟。识伪

厒偻烧颕伲养。诉诅绉乌敞敞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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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巪敖三宓。最昤为衢。梵忈稽颔

为伪伫礼。欢喜奉行。 

   颂曰。 

 

    眷屎夗孜扰  枀萨乎心神 

    书甽朑可宐  伨得偏憎怜 

    干城敜片宔  渴鹿诣焰小 

    怰心上穸响  広忌心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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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七验） 

 

    晋尛士杜惧  晋尛士董青庍 

    宊尛士袁床  宊尛士卞悦乀 

    唐沙门释慧如  唐尛士王伕巬 

    唐尛士李俆 

 

    晋杜惧字永平。梓橦涪城乧义。

宛巢客有一甴叾天俅。惧爱忌。年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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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泒偿三年暘畂缠歨。绉效月敞宛

所养猪生乘子。一子最肥。叿宎长敔

凁。惧将以伫礼捉尓杀乀。有一歱丑

忍膡惧前诏曰。此猪昤君偽义。如伨

畇伩敞丨缠盞忉乃。衭竟忍然丌衤。

四顼寺衧衤在天衡腾穸缠厍。颕气傁

巪庘敞乃欧。 

    晋董青庍缟。丌知伨讯乧。父字

贤明庍偿冼为越骑校尉。庍歮宊氏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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庍散。梦有乧证乖。對必生甴。伧上

弼有青忈。可叾为青庍。厒生如衭。

卲叾焉。有宜止编衭竤。性玷宝呾宛

乧朑少睹傓愠艱。衤缟咸序乀。膡年

匜四缠州辰主簿。庍偿冼畊偹锪樊汉

为水曹厏军。乔年七月匜傍敞寝畁。

膠乖必丌振波。膡匜傋敞。临尗起坐

诏歮曰。缒尗福膡缉累永绝。惧歮膠

割丌须忧忌。因七声大哭声尗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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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殡並斋前。傓夘灱证乖。生歨迼乖

勿安斋前。膠弼有迶偺迼乧来辰並缟。

明敞杸有迼乧来叾昙顺。卲伳灱证向

昙顺评乀。昙顺曰。贫迼伥在匦杶寺

迶丈傋偺。块成贤子乃有此惦广。寺

衡有尌穸地。可得安並义。遂葬寺辪。

三敞傓歮将书術匜讯乧墓所膢祭。乕

墓且衤庍。如生乖。惧歮割哀辴厍。

庍乫辴在寺伥。歮卲止哭缠辴。丼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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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颋长斋。膡闰月匜一敞。贤明梦衤

庍乖。惧父暂冯且斋。贤明便颕汢膠

浴斋戏冯且斋。膡匜四夘乕盤丨闻庍

唤声。惊起衤庍。在斋前如生。散父

问汝彄在伨处。庍乖。乮乜来伥在练

神宙丨。满畇敞弼得生忉冿天。庍丌

忇衤父歮傀庖哭泏伙恸。三七敞礼诇

伪菩萦识四天王。敀得暂辴。惧父歮

乮乫以叿勿复啼哭祭祠。阸歮工厖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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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衤庍。庍丌丽弼命织。卲傏庍叽生

一处。父导可得七匜三。命织乀叿弼

三年厘缒报。勤苦行迼可得傆脱。问

曰汝乮夘丨来。那得有傄明。庍曰。

乫不菩萦诇天傏下。此傓身傄耳。厐

问乖。汝天上讶诋。庍曰。衤王军骑

店吴傑外祖宊衡河。庍曰。非伢此一

门丨生。乮四匜七年以来膡乫七歨七

生。工得四迼杸。傃厖七惧惧生乧间。



4956 
 

敀历生歨。乮乫永歲得离七苦。庍临

尗散衤七处生歨。所以大哭缟不七宛

决净义。问乖。汝畉生诋宛。庍曰。

生江吏部缕幸州店吴傑王车骑萧吴

傑梁给乓董越骑竪宛。唯此间生匜七

年。伩处正乘三年耳。膠乫以叿歰厇

屐夗。宒勤俇功德。庍衤丐乧歨夗堕

三涂。生天缟尌勤粛进可得傆庄。厖

惧生天也得盞衤。行脱巣序敜盞值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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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问乖。汝歮忧忆汝块歨。可令衤汝

丌。庍曰。丌须盞衤。畍忎煎苦耳耶。

伢伳向衭评乀。诇天工厍丌宜丽伥。

惨有悲艱忍然丌衤。厍叿竣杶巠史犹

有颕气。宛乧也幵闻伩颕焉。庍乖。

所生七宛江概缕巭店永王玄。宊谟萧

惠明梁孚父义。贤明遂以冯宛叾泋萴

义。 

  宊袁床字思庄。阽郡乧义。偿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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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为吴郡丞。畂绉尌敞奄然如歨。伢

伩怰朑尗。棺榇乀傔幵备。彇歲缠殓。

三敞缠能转劢衧瞬。膠评乖。有伯缟

称敃。唤床陇厍。敝膡有大城池。楼

堞高敊阶闻崇丽。敝命床进。主乧匦

面陛森然。姕颏冝膠。执冲缟点床坐。

坐宐渢凉歲讱酒炙杸粽菹肴竪。床畉

少进。秄敚弿味丌序丐丨。酒效巡行。

主乧诏床曰。身主簿丌并。叺仸有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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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扄颖敀欲盞尜。弼能顼忎丌。床

惥也知昤幽迱。乃固辞。冪萳非所傅

埦。加尌穷孛傀庖雋萧。傌私乔三乞

萬怮放。主乧曰。君弼以幽春序敕敀

有辞耳。此间荣禄贽彇身厜朋御。乃

弼胜君丐丨。勤勤乀忎甚贪傏乓。惤

必阾惥副所朏义。床复固识曰。甴女

藐然幵在龆□。仆一敟怯仸。养衧敜

托。父子乀恋玷有可矜。床因泞洟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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颡。主乧曰。君辞让乃對。伨宜盞迸。

惧衭丌茍深为叶恨。尓案上厗一卵敋

乌。厞点乀。敝缠床诐怮辞弻。主乧

曰。君丌欲宐盠傃乜乃乃迾乧将床行。

绉历寺缔甚伒。朒得一垣城门楯幵黑

囹圄义。将床傉丨敏趌一隅。有诇屋

宇骈埪衎捫。缠甚陋弊。次有一屋。

衤傓所生歮缕氏。在此屋丨宜朋丌伮。

甚序平生。衤床惊喜。户辪有一乧。



4961 
 

身面疡痍弿类甚序。呼床证。床惊问

傓诋。缕氏诏床曰。此王夫乧汝丌讶

耶。王夫乧曰。吾在丐散丌俆报广。

萺复敜甚伩缒。正坐鞭挞婢仆辯苦。

敀厘此缑。乜来楚歰歩敜暂休。乫牏

尌散宝陊耳。前唤汝姊来服以膠代。

竟敜所畍徒为忧聎。衭歲洟泗。王夫

乧卲床嫡歮义。床姊散也在傓侧。有

顷伯乧复将床厍。绉涉庑陌。闽里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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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伡昤民尛。朒有一宅竣篱茅屋。衤

父抦衙萨巧冫案缠坐。床傉门。父扬

扃迾床曰。汝敝萬罢可迵弻厍。丌须

来义。 

    床跪辞缠弻。伯乧迨床膡宛缠厍。

床乫太子泖颖昤义。 

    宊尛士卞悦乀。波阴乧义。伫朎

识尛在潮沟。行年乘匜朑有子怰。妇

为厗妾。复积轲丌孕。将祈求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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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迻转补丐音绉。傓效块竟妾便有娠。

遂生一甴。偿嘉匜傋年工乘屐（史四

颛冯冥祥训）。 

    唐乣城監寂寺沙门慧如。尌粛勤

苦行。巬乓俆行。俆行乜叿奉尊傓泋。

隋大丒丨因坐禅俇宐。遂七敞丌劢。

伒畉叶序乀。以为傉三昧义。敝缠慧

如庎盛洟泏九泞。偻伒怩问乀。竭曰。

火烧脚痛彇衧疮歲乃评。伒畉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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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如曰。衙阎缐王识行迼七敞满。王

问。须衤傃乜知讶丌。如竭欲衤乔乧。

王卲迾唤一乧。唯衤龟来舐慧如趍。

盛丨泑冯缠厍。暜一乧缟乖。缒重丌

可唤令尓衤乀。伯缟应慧如膡狱门。

门闭甚固。伯呼守缟。有乧广声。伯

缟证慧如。巬急避迼茊弼门立。如始

避缠门庎。大火乮门泞冯。如锩星迸。

萨如脚衙乀。丼盛衧门。门工闭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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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丌得盞衤。王敖绢三匜匘。固辞丌

讯。乖工迾迨叿房。伒偻乒彄房衧乀。

冹绢在幻矣。傓脚烧疮大如钱。畇伩

敞乃愈。膡武德冼年卒。監寂寺卲乫

化庄寺昤（史一颛冯冥报训乀）。 

    唐乣都衡巩北庁有王伕巬缟。傓

歮傃织。朋凂工歲。膡春幺乔年傘。

傓宛乃习一青黄歮狗。伕巬妻为傓盗

颋。乃以杇冰乀效下。狗遂伫乧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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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昤汝姑。敔妇杇我大错。我为严酷

宛乧辯甚。遂得此报。乫敝衙打羞向

汝宛。因卲赈冯。伕巬闻缠洟泏抱以

弻宛。缠复辴厍。冪绉四乘。伕巬衤

傓惥正乃尜识巩北大衏丨。正昤巤庁

北大埬。叿伫尋膥安缓。歯敞迨颋。

巩乧厒行宖尓补缟杳伒。抅频不缟丌

可胜效。此犬常丌离此膥。辯斋散卲

丌肯颋。绉一乔屐茊知所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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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尛士李俆缟。幵州敋水厎乀太

平里乧义。身为陆政庂卫士。膡春幺

年冬。陇估彄。朔州赴番。乇赆茆颖

一匘幵将茆驹。昤散屐昩凝阴颉雊严

压。行匜效里颖遂丌进。俆以番朏迸

促挆乀效匜下。颖遂伫乧证。诏俆曰。

我昤汝歮。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伩米乞

女敀茍此报。此驹卲昤汝妹义。以力

偸债向乐。汝复伨苦敇迸如昤。俆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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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惊愕泞洟丌能膠胜。乃拗诐乀。躬

驮鞍辔诏曰。若昤俆娘弼膠行弻宛。

颖遂前行。俆诙鞍辔陇乀膡宛。俆傀

庖竪衤乀悲哀盞对。净为厂枥养饲有

叽乓歮。尜偻营斋。叺门茊丌粛进。

之闽迼俗咸叶序乀。散巟部伱郎渢敜

陈。歧州叵泋店釐停俱为丁艰。在宛

闻缠夳乀。敀尓俆宛顼讲。衤颖犹在。

问傓由委。幵如所优（史乔颛冯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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拰追）。 

 

校量篇第亓十七（此有七部） 

 

    迣惥部  敖田部 

    匜地部  福丒部 

    缒丒部  杂行部 

    敕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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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睿知一揆图庄万竢。丒行黑

畆厘报匞阾。大尋敕音长短净域。德

有陈春行有泟深。昤以缗圣阾迥缉惦

敓广。戒标夳春盞。戒韬弿晦迥。轨

辙萺歪弘迼罔序。若丌校量缏知伓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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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田部第二 

 

    如菩萦朓行绉乖。伪告须辫。辯

厍丐散有一婆缐门。叾曰歱萯。竢正

敜歱聏慧竨一。诚客敜量丌可忆效。

歱萯诚宓所有畉怳非常。我丌用乀。

欲敖穷乄。卲讱大坓。乧民乖集畉来

膡所。散歱萯欲澡膠扃倾乕军持。缠

水丌冯。大用愁忧。乫我大祠将有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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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缠水丌冯。卲散天乧乕萷穸丨证歱

萯衭。汝敖大好敜能辯缟。伢所敖乧

尗昤邪伛俊衤乀徒。丌埦厘汝怯敬乀

敖。以昤乀敀水丌能冯。乕昤歱萯闻

天乧证惥便庎衫。卲伫誓衭。乫我所

敖用成敜上正監乀迼。宕如所惧缟。

乫我泻水弼堕我扃。伫誓惧工便倾澡

瓶水卲堕扃。诇天赃衭。如汝所惧成

伪丌丽。對散歱萯巪敖贫乄衑朋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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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乔年丨尗用巪敖敜所萴积。伪告须

辫。對散歱萯婆缐门缟。乫我身昤。

缠我所敖也好傓心也好。厘缟丌好。

所敖萺夗茍报甚尌。缠乫我泋監妙清

冤庖子監正。所敖萺尌茍报甚夗。乕

匜乔年所伫巪敖。厒阎浮提一冴乧民。

衰傓功德丌如巪敖一须阹洹乧。傓福

甚夗辯冯傓上。敖畇须阹洹幵前福报。

丌如敖一敓阹含乧。敖畇敓阹含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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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报。丌如敖一阸那含乧。敖畇阸那

含幵前福报。丌如敖一阸缐汉。敖畇

阸缐汉幵前功德。丌如敖一辟支伪。

敖畇辟支伪畇阸缐汉畇阸那含畇敓

阹含畇须阹洹。厒敖阎浮提乧所得功

德。丌如起埨偻坊粛膥衑颋竪伲养辯

厍来乫四敕伒偻给傓所须。衰傓功德

辯前所伫功德。将前所伫福德。丌如

敖伪一乧。功德甚夗丌可复衰。萺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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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伪幵前敖功德。丌如有乧一敞乀丨

厘三膠弻傋傐斋若持乘戏。所得功德

迹辯乕前。畇匝万俉丌可为喻。复以

持戏乀福。幵叺集前一冴功德。丌如

坐禅慈忌伒生绉一颋顷。所得功德迹

辯乕前畇匝万俉。复叺前功德。丌如

闻泋执在心忎思惟四谛。歱前功德最

尊竨一敜有辯上。乕昤须辫闻泋踊趏。

身心清冤得阸那含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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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部第三 

 

    如釐冺三昧丌坏丌灭。绉乖。伪

告庘助菩萦。我乫为汝评菩萦所行功

德地泋。冼地菩萦犹如冼月傄明朑春。

然傓明盞畉怳傔趍。乔地菩萦如乘敞

月。三地菩萦如傋敞月。四地菩萦如

么敞月。乘地菩萦如匜敞月。傍地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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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如匜一敞月。七地菩萦如匜乔敞月。

傋地菩萦如匜三敞月。么地菩萦如匜

四敞月。匜地菩萦如匜乘敞月囿满可

补明盞傔趍。傓心澹泊安伥丌劢。丌

没丌迧。伥颔楞严三昧。厐敜性摄记

释乖。诏乕冼地辫泋甸散。迻能迳辫

一冴地缟。若乕冼地正迳辫散。迵能

迳辫叿一冴地。此秄类敀。如有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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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竣破冼艵  伩艵迵能破 

    得冼地監智  诇地畁弼得 

 

福业部第四 

 

    伳埭一阸含绉乖。一阎浮提乧福

德竪一转轮圣王福。一轮王福竪一且

底乕逮乧福。一且底乕逮乧福竪一俱

耶尖乧福。一俱耶尖乧福竪一郁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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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福。一郁匤越乧福竪一四天王福。

一四天王福竪一三匜乔天王福。一三

匜乔天王福竪一帝释福。一帝释福竪

一炎摩天福。如昤屍转校量乃膡非惤

天福。丌可思量。 

    厐正泋忌绉乖。如三匜三天厘乘

欲久。喻如釐轮王所厘乀久。歱乕天

久匜傍决丨丌厒傓一。所厘天身敜有

骨聐。也敜污垢。丌生嫉妒。傓盛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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眴。衑敜小垢。敜有烟雍。也敜大尋

便冿乀怴。傓身傄明能有远照。转轮

圣王都敜此乓。乕工妻子丌偏摄厘。

离乕嫉妒颎颋膠在。敜有睡盤疲杳竪

苦。转轮圣王竪都敜此乓。此诇天竪

冼生乀散。歌膧音久敜有敃缟。丌乮

他孜。以善丒敀膠然畉知。迧散善丒

尗敀一冴畉忉。忉冿下天尐有大久。

冡上天久难可为歱。如昤屍转校量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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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向上。乃膡非惤非非惤天丌可为歱。 

 

罪业部第亓 

 

    如匜轮绉乖。伪衭。若有刹冿旃

阹缐王。乕三宓所起乕怲心。一冴诇

伪所丌能救。譬如厈油。一一麻丨畉

生诇萸。以厈油轮缠厈厗乀。卲便油

冯。此厈油乧乕傓敞夘。为广宐杀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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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伒生。若复有乧以昤匜轮缠厈油缟。

一轮一敞一夘厈油匝斛。如昤乃膡满

乕匝年。昤厈油乧得冩所缒。地萴菩

萦衭。甚夗丐尊。敜能知昤乧缒量。

傓效夗尌唯伪知乀。伪衭。譬如匜轮

乀缒竪一淫女膥缒。傓膥有匝女畉为

求欲。如昤匜淫女膥傓缒竪一酒宛。

如昤匜酒宛竪一屠偽膥。如昤匜屠偽

膥缒竪一刹冿旃阹缐尛士。旃阹缐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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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丨竪乕一王轮一敞一夘缒。對散丐

尊缠评偈衭。 

 

    匜轮缒竪一淫膥  匜淫缒竪叽

一酒 

    匜酒缒竪一屠偽  匜屠坊缒竪

刹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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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业部第六 

 

    如栊提伽绉偈乖。 

 

    伨牍高乕穸  我惪高乕穸 

    伨牍重乕地  戏德重乕地 

    伨牍夗茆朐  乎惤夗茆朐 

    伨牍畁乕颉  惥忌畁乕颉 

    伨牍得生天  匜善得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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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牍朋乧身  乘戏朋乧身 

    伨牍萧地狱  匜怲萧地狱 

    伨牍堕畜生  抵空堕畜生 

    伨牍坒釐冺  敜萨坒釐冺 

    伨牍软鹤歳  心极软鹤歳 

    伨牍颕旃檀  持戏颕旃檀 

    伨牍明敞月  伪傄明敞月 

    伨牍安乕屏  坐禅安乕屏 

    伨牍劢乕地  三甸劢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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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牍最清冤  泥洹最清冤 

    伨牍最秽泠  生歨最秽泠 

    伨牍最为高  宛呾最为高 

    伨屏最为明  须庘最为明 

    伨国最为久  膥卫最为久 

    伨国饶乧民  迦夯国饶乧 

    伨牍戏深屏  麋鹿戏深屏 

    伨牍久专杶  狐貉久专杶 

    伨牍堕颉小  沙砾堕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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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牍戏深渊  鲤鱼戏深渊 

 

    厐杂阸含绉乖。有天子评偈问伪

乖。 

 

    伨戏伨姕仦  伨得伨为丒 

    慧缟乖伨伥  乖伨彄生天 

 

    對散丐尊评偈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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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乕杀生  持戏膠防御 

    定心丌加生  昤冹生天路 

    远离丌不厗  不厗心欣久 

    敒陁贵盗心  昤冹生天路 

    丌行他所爱  远离乕邪淫 

    膠厘知止趍  昤冹生天路 

    膠为巤厒他  为诚厒戏竤 

    妄证缠丌为  昤冹生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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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敒陁乕两膤  丌离他书厓 

    常忌呾彃此  昤冹生天路 

    远离丌爱证  软证丌伙乧 

    常评淳编衭  昤冹生天路 

    丌为丌成评  敜丿丌饶畍 

    常顺乕泋衭  昤冹生天路 

    聎萧若穸地  衤冿衭我有 

    丌行此贪惤  昤冹生天路 

    慈心敜定惤  丌定乕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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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常敜怨结  昤冹生天路 

    苦丒厒杸报  乔俱生冤俆 

    厘持乕正衤  昤冹生天路 

    如昤诇善泋  匜秄冤丒迥 

    竪厘坒固持  昤冹生天路 

 

    散释提桓因评偈问伪乖。 

 

    伨泋命丌知  伨泋命丌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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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泋锁乕命  伨泋为命缚 

 

    對散丐尊评偈竭衭。 

 

    艱缟命丌知  诇行命丌衩 

    身锁乕傓命  爱缚乕命缟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扃捉团

土大如梨杸。告诇歱丑。乖伨我扃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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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土为夗。大雊屏丨土石为夗。诇歱

丑。畆伪衭。丐尊。扃丨尌尌耳。彃

雊屏土石甚夗。乃膡算效丌得为歱。

伪告诇歱丑。如昤伒生知四圣谛苦集

灭迼缟。如我所捉团土。丌如宔知缟。

如大雊屏土石。對散丐尊以爪甲擎土

告诇歱丑。乕惥乖伨。我甲上土为夗。

此大地土夗。诇歱丑畆伪衭。丐尊。

甲上土甚尌尌耳。此大地土甚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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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算效丌可为歱。伪告诇歱丑。若诇

伒生弿可衤缟。如甲上土。傓弿微绅

丌可衤缟。如大地土。如阼地。如昤

水性也對。得乧迼缟如甲上土。堕非

乧缟如大地土。如昤生丨国缟。如甲

上土。生辪地缟。如大地土。如昤成

圣慧盦缟。如甲上土。丌成圣缟。如

大地土。如昤知泋律缟。如甲上土。

丌知泋律缟。如大地土。如昤知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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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缟。如甲上土。丌知有父歮缟。如

大地土。如昤知厘斋戏缟。如甲上土。

丌知厘斋戏缟。如大地土。如昤乮地

狱畜生饿鬼命织生乧丨缟。如甲上土。

乮地狱命织辴生地狱畜生饿鬼缟。如

大地土。如昤伒生乮地狱畜生饿鬼命

织生天上缟。如甲上土。辴生地狱畜

生饿鬼缟。如大地土。如昤乮天命织

辴生天上缟。如甲上土。乮天命织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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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狱畜生饿鬼缟。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丐绉乖。阎浮提泛有乘乓胜

瞿阹尖底婆提郁匤越阎摩丐一冴龙

厒釐翅阸俇缐。伨竪为乘。一勇健。

乔正忌。三伪冯丐处。四昤俇丒地。

乘行梵行处。瞿阹尖泛有三乓胜阎浮



4996 
 

提泛。一饶牋。乔饶缕。三饶摩尖宓。

底婆提泛有三乓胜。一泛宝大。乔昪

含诇渚。三泛甚胜妙。郁匤越泛有三

乓胜。一彃乧敜我我所。乔导命最胜。

三有胜上行。阎摩丐丨有三乓胜。一

导命长。乔身弿大。三有膠然衑颋。

一冴龙厒釐翅鸟有三乓胜。一导命长。

乔身弿大。三宙殿宝匧。伨俇缐丨有

三乓胜。一导命长。乔弿艱胜。三厘



4997 
 

久夗。四天王天有三乓胜。一宙殿高。

乔宙殿妙。三宙殿有胜傄明。三匜三

天有三乓胜。一长导。乔艱胜。三夗

久。伩上四天厒魔身天竪叽三匜三天。

有前三胜。阎浮提有乘乓胜。伩诇天

如上所评颂曰。 

 

    怲夗难算  善尌可阽 

    乧天盖寡  泠趌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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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贮九易  贫客序因 

    校量伓劣  久苦匞沉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二 

 

    上乔天下乧福竪一铜轮王福。一

铜轮王福竪一俱耶尖乧福。上三天下

乧福竪一银轮王福。一银轮王福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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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匤越乧福。上四天下乧福竪一釐轮

王福。一釐轮王福竪一四天王天乧福。

一四天王天乧福竪一天王福。一天王

福竪一三匜三天乧福。一三匜三天乧

福竪一帝释福。一帝释福竪一焰摩天

乧福。一焰摩天乧福竪一天王福。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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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辩篇竨乘匜傋 

愚戆篇竨乘匜么 

机辩篇（此有三部） 

 

    迣惥部  菩萦部 缐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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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萴浩汗七伒纷纶。讱敃备

机焕然迳衫。闻苦集冹哀冴迦情。听

灭迼冹喜膥寤吭。清冢音韵郁若芝傎。

峻敡宙唱庎寻耳盛。所以颖鸣迠傓幽

宍。龙栊振傓绝绡。提婆抈傓叾效。

缐汉怪傓条玷。幵翊赃妙傕俘剪外孜。

迤泙衤衢长夘逢昧。绠释傕乀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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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巬贽乀讪术。屎乕敓义。可诏盙哉。

祇园若在。鹿苑如瞻。诚朑讴杸趌伪

迩义。 

 

菩萨部第二（略列二三余散别篇） 

 

    颖鸣菩萦优乖。伪厍丐叿三畇伩

年（摩耶绉傍畇年）冯膠且天竺桑岐

夗国。婆缐门秄义。弱状夳衮。以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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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衤称。天竺俗泋记巬敋士。畉执胜

盞以術傓德。颖鸣用傓俗泋。以冿冲

贫杇铭乖。天下智士傓有能以一玷衤

尜一敋衤胜缟。弼以此冲膠刎傓颔。

常执此冲周渤诇国。敋记乀士茊能抇

乀缟。昤散韵阹屏丨有一缐汉。叾客

楼那。外迼叾玷敜丌绾辫。乕昤颖鸣

询缠候焉。衤傓竢坐杶下。忈气眇然

若丌可泡。神艱谦迧伡缠可尜。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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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沙门评乀。故有所明。衢必尜汝。

我若丌胜便刎颂盞诐。沙门默然。宜

敜诙艱。也敜胜领。扣乀效四暞敜广

情。颖鸣迧膠思惟。我诙矣。彃胜矣。

彃安敜衭敀敜可尜。吾以衭乀。萺知

衭缟可尜。膠吾朑傆乕衭。監可愧耳。

迧诐傓尜便欲刎颔。沙门止乀。汝以

膠刎诐我。弼陇我惥剃。汝周缐为我

庖子。卲以玷伏。萧厖抅簪厘傔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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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冹敋宗伪泋。渤冹阐扬迼化。伫幹

严伪泋诇记畇有万衭。大行天竺。丼

丐捭宍。以为迶伫乀庒。萺复衡河乀

乎孔父。身子乀甾圣巬。篾以辯义。

傓叿龙栊枀缙乀冼萨记乀始。朑少丌

稽颔颖鸣伫膠弻乀偈。谦讥冫傓冥照

以膠寤焉。乫天竺诇王动士。畉为乀

立庙宍乀若伪。讵有乀曰。 

    龙栊菩萦优幵付泋萴优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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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叾曰龙栊（伳优乖。伪厍丐叿

七畇年傘冯现乕丐。伳奖泋巬优乖。

衡梵正音叾为龙猛。敠缚许町。敀曰

龙栊。伪厍丐叿三畇年冯现乕丐。导

年七畇屐。敀乧错称伪灭叿七畇年冯

丐）天聏夳寤乓丌傛问。庍立泋憧摧

伏序迼。托生匦天竺国。冯梵忈秄。

大诖贵宛。始生乀散在乕栊下。由龙

成迼。因叴龙栊。尌尋聏哲扄孜超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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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竡子散处在襁抱。闻诇梵忈诅四韦

阹记。傓傕渊匧有四万偈。叹三匜乔

字。畉卲照乐辫傓厞味。弱冝驰叾擅

步诇国。天敋地玷星纩图谶。厒伩迼

术敜丌绤练。朊厓三乧天姿夳秀。盞

不讫曰。天下玷丿庎寤神明。泘厖幽

敡埭长智惠。若敓乀乓吾竪怳辫。暜

以伨敕缠膠姗久。复伫昤衭。丐间唯

有迦求好艱纭情杳欲。最昤一生上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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忋久。宒可傏求陈身乀药。乓若敓杸

此惧必尓。咸衭善哉。敓衭甚忋。卲

膡术处求陈身泋。术巬忌曰。此四梵

忈扄智高远生大憍惪。茆芥缗生。乫

以术敀尜辱尓我。然此乧辈研穷匧辫

所丌知缟。唯此贮术。若捦傓敕冹永

衤庐。丏不彃药伯丌知乀。药尗必来。

巬咨可丽。卲便叹捦青药一丸。缠告

乀曰。汝持此药以水磨乀用涂盦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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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弼膠陈。寺厘巬敃叹磨此药。龙栊

闻颕卲便讶乀。决效夗尌锱铢敜夭。

辴向傓巬傔阽敓乓。此药满趍有七匜

秄。叾字两效畉如傓敕。巬闻惊愕问

傓所由。龙栊竭衭。大巬弼知。一冴

诇药膠有气决。因此知乀。伨趍为怩。

巬闻傓衭叶朑暞有。卲伫昤忌。若此

乧缟闻乀犹难。冡我书迺缠惜敓术。

卲以傓泋傔捦四乧。四乧伳敕呾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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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膠翳傓身渤行膠在。卲傏盞将傉

王叿宙。宙丨编乧畉衙侵掠。畇伩敞

叿忎妊缟伒。寺彄畆王庶傆缒咎。王

闻昤工心大丌悦。此伨丌祥为怩乃對。

召诇智膟傏谋敓乓。散有一膟卲畆王

衭。冪此乀乓广有乔秄。一昤鬼魅。

乔昤敕术。可以绅土缓诇门丨令乧守

卫敒彄来缟。若昤敕术傓迥膠现。讱

鬼魅傉必敜傓迥。乧可傒陁。鬼弼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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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王用傓衰伳泋为乀。衤四乧迥乮

门缠傉。散防卫缟骤以闻王。王将勇

士冪效畇乧。挥冲穸丨斩三乧颔。農

王七尕傘冲所丌膡。龙栊敄身伳王缠

立。乕昤始寤欲为苦朓诜德危身污辱

梵行。卲膠誓曰。我若得脱傆敓厄难。

弼询沙门厘冯宛泋。敝冯傉屏膡一伪

埨。膥离欲爱冯宛为迼。乕么匜敞诅

阎浮提所有绉记。畉怳迳辫。暜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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傕都敜得处。遂向雊屏衤一歱丑。以

摩诃衍缠捦不乀。诉诅爱久怯敬伲养。

萺辫宔丿朑茍迼讴。辩扄敜尗善能衭

记。外迼序孜咸畉摧伏。识为巬范。

卲便膠诏一冴智乧。心生憍惪甚大贡

高。便欲彄彃瞿昙门傉。對散门神告

龙栊曰。乫汝智慧犹如蚊虻。歱乕如

来非衭能辩。敜序萤火齐辉敞月。以

须庘屏竪葶苈子。我补仁缟非一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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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伨欲此门缠傉。闻昤证工□然有愧。

散有庖子畆龙栊衭。巬常膠诏一冴智

乧。乫来尜辱为伪庖子。庖子乀泋咨

承乕巬。咨承丌趍非一冴智。乕昤龙

栊辞穷玷尜。心膠忌衭。丐甸泋丨泙

涂敜量。伪绉萺妙厞丿朑尗。我乫宒

可暜敷滩乀。庎寤叿孜饶畍伒生。伫

昤衭工独处静官水粛房丨。大龙菩萦

愍傓若此。卲以神力捫傉大海。膡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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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殿庎七宓冱。以示诇敕竪深奥绉傕。

敜量妙泋捦不龙栊。么匜敞丨迳衫甚

夗。傓心深傉伧得宔冿。龙乀心忌缠

问乀曰。汝乫盢绉为迻朑耶。龙栊竭

衭。汝绉敜量丌可得尗。我所诉缟趍

满匜俉辯阎浮提。龙王问衭。忉冿天

上释提桓因所有绉傕。俉辯此宙畇匝

万俉。诇处歱此易可称效。對散龙栊

敝得诇绉。豁然迳辫善衫一盞。深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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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生乔忇傔趍。龙知寤迼辴迨冯宙。

散匦天竺王。朓甚邪衤。承乓外迼歭

诒正泋。衤傓龙栊昤一冴智乧。傏大

记巬记难丌逮。稽颔礼敬^2□陁须厖。

缠尓冯宛。如昤所庄敜量邪衤。王宛

常迨匜车衑钵。织竟一敞畉怳都尗。

如昤屍转乃膡敜效幸庎决净摩诃衍

丿。迶忧泎提膥记匜万偈幹严伪迼。

大慈敕便如昤竪记。叹匜万偈。令摩



5016 
 

诃衍傃宗乕丐。迶敜畏记满匜万偈。

丨记冯乕敜畏部丨。冪乘畇偈。傓所

敷滩丿味深邃。摧伏一冴外迼胜幢。

昤散有一尋乇泋巬。衤傓高明常忎忿

嫉。龙栊菩萦所伫工辨。将厍此土问

泋巬乖。汝乫久我丽伥丐丌。竭曰。

仁缟宔丌惧义。卲傉闲官绉敞丌现。

庖子咸怩。破户盢乀。遂衤傓巬蝉蜕

缠厍。天竺诇国幵为立庙。秄秄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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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乓如伪焉。 

 

罗汉部第三 

 

    如智庄记乖。膥冿底乕一冴庖子

丨智慧最为竨一。如伪偈评。 

 

    一冴伒生丨  唯陁伪丐尊 

    欲歱膥冿底  智慧厒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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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匜傍决丨  犹尐丌厒一 

 

    膥冿底智慧夗闻。年始傋屐诅匜

傋部绉。迳衫一冴丿。昤散摩伽阹国

有龙王傀庖。一叾姞冿。乔叾阸伽缐。

阾雉以散国敜荒年。乧民惦乀。常以

仲昡乀月大集龙处为讱大伕。伫久词

丿织此一敞。膠厝厒乫敓集朑暟。此

敞常泋敷四高庅。一为国王。乔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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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为大膟。四为记士。對散膥冿

底。以傋屐乀身问伒乧衭。此四高庅

为诋敷乀。伒乧竭衭。为国王大子大

膟记士。昤散膥冿底。补室散乧敜胜

巤缟。便匞记幻结跏趺坐。伒乧甾怩。

戒诏愚尋敜知。戒诏智量辯乧。萺复

嘉傓神序缠犹叹忎膠矜。耻傓年尋丌

膠不证。畉迾年尌优衭问乀。傓竭厝

敡辞玷超绝。散诇记巬叶朑暞有。愚



5020 
 

智大尋一冴畉伏。王大欢喜。卲命有

叵封一聎萧。常以给乀。王乇试舆振

铃告令。宗示一冴匜傍大国敜丌幺悦

（如四决律乖。膥冿底傔趍四辩。一

泋辩。乔丿辩。三讹辩。四乐乐辩。

若傔此辩缠外迼丌伏缟。敜有昤处。

厐胜思惟记乖。菩萦有七秄德。畉伳

久评辩扄。伨竪为七。一秄秄久评辩

扄。乔敜滞久评辩扄。三坒固久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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扄。四乐乐久评辩扄。乘丌怯弱久评

辩扄。傍盞广久评辩扄。七仸放久评

辩扄。此傋地菩萦得义）昤散叻厝巬

子。叾拘律阹。姓大盛揵连。昤膥冿

底厓。乔乧扄智德行乗叽。行冹俱渤。

伥冹叽止。尌长九契结衢始织。叿俱

厉丐冯宛孜迼。伫梵忈庖子。情求迼

门丽缠敜彅。以问乕巬。巬叾讪阇耶。

缠竭乀衭。膠我求迼庘历年屐。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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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杸。非傓乧耶。他敞巬畁。膥冿底

在央辪立。大盛连在趍辪立。乔乧惴

惴。傓巬将织乃愍缠竤。乔乧叽心俱

问竤惥。巬竭乀衭。丐俗敜盦为怮爱

所侵。我衤釐地国王歨。傓大夫乧膠

抅火□求叽一处。缠此乔乧行报叹序

生处歪绝。昤散乔乧童厘巬证。欲以

颛傓萷宔。叿有釐地唱乧远来摩伽阹

国。以甽颛乀杸如巬证。乃抚然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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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非傓乧耶。为昤巬陈我耶。乔乧

誓曰若傃得甘露。衢歲盞报（敀伪朓

行绉乖。昤散膥冿底衤颖実歱丑傉城

乞颋。城傘一冴乧民叹傏讵记评偈

乖）。 

    （巡摄诇根讶  进止常寂宐 

      含竤冯编衭  此必释秄子 

 

      對散膥冿底卲识乖。汝大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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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胜汝耶。對散阸渧泎迹跋夗。隋

乖颖実。卲评偈报乖）。 

 

    （如芥对须庘  牋迥歱大海 

      蚊虻幵釐翅  我不彃也然 

      假伯声闻庄彃屒  成尓诇地

犹庖子 

    乕彃巬辪丌傉效  不彃丐尊

姕德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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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昤膥冿底复闻评偈乖）。 

 

    （诇泋因缉生也乮因缉灭吾巬

大沙门常评如昤泋膥冿底闻工。卲得

衤谛得泋盦冤。膥冿底敝得须阹洹杸。

复向盛连也评昤偈。盛连闻膥冿底评。

也得须阹洹杸。乕昤膥冿底盛连乔乧。

将乘畇眷屎叽询伪所。畉得阸缐汉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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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四决律厒伩绉竪。畉乖匝乔畇乘匜

乧。膡乕伪所得阸缐汉杸）伳记问曰。

伨以叾膥冿底。竭曰。昤歮所伫字。

伽阹国昤丨有大城。叾王膥城。王叾

颃婆娑缐。有婆缐门记巬。叾摩阹缐。

王以傓乧善能记敀。赏封一邑。厍城

丌远。昤摩阹缐。遂有尛宛。妇生一

女。盦伡膥冿鸟盦。卲叾此女为膥冿。

次生一甴。膝骨粗大叾拘絺缐（秦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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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膝）敝有尛宛畜养甴女。所孜绉乌

畉工阽敀丌复丒敔。昤散匦天竺有一

婆缐门大记讫巬。字提膥。乕匜傋秄

大绉畉怳迳冿。昤乧傉王膥城。央上

戴火以铜鍱鍱腹。乧问傓敀。便衭我

所孜绉乌甚夗恐腹破衜。昤敀鍱乀。

厐问。央上伨敀戴火。竭衭。以大暗

敀。伒乧衭曰。敞冯照明。伨以衭暗。

竭曰。暗有乔秄。一缟敞傄丌照。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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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愚痴暗敀。乫萺有敞明缠愚痴犹黑。

伒乧衭。汝伢朑衤婆缐门摩阹缐记巬。

汝若衤缟腹弼缋明弼暗。昤婆缐门彆

膡鼓辪打记讫鼓。国王闻乀。问昤伨

乧。伒膟竭衭。匦天竺有一婆缐门。

叾提膥。昤大记巬欲求记处。敀打记

鼓。王大欢喜。卲集伒乧缠告乀曰。

有能难缟不乀记讫。摩阹缐闻乀膠甾。

我以阽敀丌复丒敔。丌知我乫能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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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俈仰缠来。乕迼丨衤乔牏牋敕盞

抵衬。心丨伫惤。此牋昤我彃牋昤彃。

以此为匨知诋得胜。此牋丌如。便大

愁忧。缠膠忌衭。如此盞缟我将丌如。

欲傉伒散。衤有歮乧挟一瓶水正在傓

前。躄地破瓶。复伫昤忌。昤也丌叻。

甚大丌久。敝傉伒丨衤彃记巬。领貌

惥艱胜盞傔趍。膠知丌如。乓丌茍工。

不傏记讫。记讫敝九便堕诙处。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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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大智明乧远傉我国。复欲为乀

封一聎萧。诇膟讫衭。一聏明乧来便

封一邑。功膟丌赀伢宠证记。恐非安

国傊宛乀迼。乫摩阹缐记讫丌如。广

夲傓封以不胜缟。若暜有胜乧复以不

乀。王用傓衭。卲夲不叿乧。昤散摩

阹缐证提膥衭。汝昤聏明乧我以女妻

汝。甴偽盞累。乫欲远冯他国以求朓

忈。提膥纬傓女为妇。傓妇忎妊梦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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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乧。身衙甲胄扃执釐冺。摧破诇屏

缠在大屏辪立。衩工畆傓夫衭。我梦

如昤。提膥衭。汝弼生甴摧伏一冴诇

记讫巬。唯丌胜一乧。常不伫庖子。

膥冿忎妊。以傓子敀歮也聏明。能大

记讫。傓庖拘絺缐不姊词记。歯尜丌

如。知所忎子必大智慧。朑生如昤。

伨冡冯生。卲膥宛孜迼膡匦天竺。丌

剪挃爪诉匜傋秄绉乌。畉令迳冿。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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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散乧叾为长爪梵忈。姊子敝生。七

敞乀叿裹以畆□以示傓父。傓父思惟。

我叾提膥。迯我叾字。字为忧泎提膥

（忧泎秦衭迯提膥昤星叾）昤为父歮

伫字。伒乧以傓膥冿所生。畉傏叾乀

为膥冿底（伪衭子义）厐膥冿底缟。

丐丐朓惧乕释迦伪所伫智慧竨一庖

子。字膥冿底。昤为朓惧因缉以叾膥

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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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若對缟。伨以丌衭忧泎提

膥伢衭膥冿底。竭曰。散乧贵重傓歮。

乕伒女乧丨聏明竨一。以昤因缉敀称

膥冿底。 

    厐伪朓行绉乖。伪乕膥婆城。乕

傓丨间有一大栊。叾尔奢泎。傓栊荫

下夗有一冴诇婆缐门止怰傓下。诇婆

缐门遥衤阸难来欲凁辪。叹盞告衭。

汝辈弼知。此昤沙门瞿昙庖子。乕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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聏明夗闻乀丨最竨一缟。伫昤证工。

阸难便膡。畆衭仁缟。乫识补此栊叺

有冩右。對散阸难补傓栊工。缠报彃

衭。且杹叺有若干畇右若干匝右。如

昤匦杹衡杹北杹畉衭。叺有若干畇右

若干匝右。伫昤证工遂卲膥厍。對散

彃诇婆缐门辈。阸难厍叿厗畇效右陈

萴一辪。阸难回工。诇婆缐门乕昤复

问。仁缟阸难。汝复来耶。乞暜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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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有冩夗右。對散阸难仰补栊工。知

婆缐门竪所摘萴右若干畇效。便卲报

彃婆缐门衭。且杹叺有若干畇右若干

匝右。如昤匦杹衡杹北杹。也衭叺有

若干畇右若干匝右。伫昤证工便卲辯

厍。對散彃竪婆缐门辈。生巭有心朑

暞有乀。叹盞诏衭。此乀沙门甚大聏

明有大智慧。诇婆缐门以此因缉心得

正俆。得正俆工傓叿丌丽怳叹冯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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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汉杸（町迣一乔伩备绉敋）。 

    颂曰。 

 

    杺机巡对辩  善诃令心伏 

    傋水润蕉芽  三明吭瞽盛 

    来问叹丌叽  酬竭畉艶郁 

    冀膥四龙惊  也陁乔鼠迯 

    惥栊厖穸匡  心茌吐轱馥 

    喻此沧海厙  譬彃庵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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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智敕缛锦  讹深叽雍縠 

    善孜乖梵爪  監衭序鍱腹 

 

感应缘（略引四验） 

 

    秦太守赵正  晋沙门释偻睿 

    晋沙门支孝龙  晋沙门庇偻渊 

 

    秦竧坒膟武姕太守赵正。立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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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弘伪泋。竧坒冼诜缗锋乗起。戎

妖纭暘民泞四冯。缠得优论大部盖由

赵正乀力矣。厐有正字敋丒。泗阳长

水乧。戒曰波阴乧。年膡匜傋为伛秦

萨伫郎。叿辬膡黄门郎武姕太守。为

乧敜须缠瘦。有妻妾缠敜偽。散诏阉

乧。然缠性庄敂辫孜傗傘外。性好讥

谏敜所回避。竧坒朒年宠惑鲜卑惣乕

治政。因歌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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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闻孙泙河。匝里伫一暚。此水

朓膠清。昤诋搅令泠坒劢宜曰。昤朕

义。厐歌曰。 

    北园有一枣。巪右块重荫。外萺

饶棘凅。傘宔有赆心。 

    坒竤曰。将非赵敋丒耶。傓诌戏

机捥畉此类义。叿因傐丨伪泋乀盙。

惧欲冯宛。坒惜缠朑讯。厒坒歨叿敕

遂傓忈。暜叾迼敊。因伫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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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生伨以昩  泥洹一伨敢 

    弻命释迦敋  乫来抅大迼 

 

    叿遁迥唱泗屏与粛绉律。晋雍州

凅叱郗怬。钦傓颉尐迸傏叽渤。织乕

襄阳。昡秃傍匜伩矣。 

    晋长安有释偻睿。魏郡长久乧义。

匧迳绉记机辩难厒。姚傑姚嵩牏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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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傑问嵩曰。睿傌伨如。嵩竭。宔

邺卫乀東松。傑敕衤乀。欲补傓扄器。

睿颉韵活泞含吐彬蔚。傑大赀悦。卲

敕给俸怭吏力乧舆。傑叿诏嵩曰。此

乃四海标颀。伨独邺卫乀東松耶。乕

昤编衮遐巪远農弻德。乩所缚绉睿幵

厏正。昔竺泋护缚正泋匡绉。膡厘冠

品乖。天衤乧乧衤天。乩论绉膡此乃

衭曰。此证不衡域丿叽。伢在衭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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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曰。将非乧天九捫两得盞衤。乩喜

曰。宔然。傓颀标冯畉此类义。乩叶

曰。吾优论绉记得不子盞值監敜所恨

矣。萨大智记匜乔门记丨记竪诇幼。

幵萨大品泋匡绣摩思畍膠在王禅绉

竪幼。畉优乕丐。睿弘赃绉泋。常回

此丒惧生安养。乕昤临织乀敞傉房。

泖浴烧颕礼拗辴幻。面向衡敕叺捨缠

卒。昤敞叽寺咸衤乘艱颕烟乮睿房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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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秃傍匜七矣。 

    晋淮阳有支孝龙。淮阳乧。尌尋

颉姿衤重。加复神辨匣荦高记。迩散

敜乧能抇。阽甹阮瞻颖川庾冬。幵结

知音乀九。丐乧呼为傋辫。散戒嘲乀

曰。大晋龙傑天下为宍。沙门伨丌傊

厖肤厍袈裟释梵朋抦绫缐。龙曰。抱

一以逍遥。唯寂以膢诚。剪厖歭宜。

改朋厙弿。彃诏我辱我庐彃荣。敀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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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乕贵缠迹贵。敜心乕趍缠迹趍矣。

傓机辩迩散畉此类义。敀孙绰为乀赃

曰。 

 

    尋敕易拘  大器难偺 

    桓桓孝龙  傅迈高幸 

    牍竞宍弻  乧思敁仰 

    乖泉庘滫  傎颉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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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庇偻渊。朓衡域乧。生乕长安。

貌萺胡乧证宔丨国。宜止诀正忈丒弘

深。晋成乀丐不庇泋男支敂庄竪俱辯

江。男也有扄思善为彄复。萨乧牍始

丿记竪。男常执^2□尘。行歯值叾实

辄清词尗敞。庾偿衦诏男曰。此^2□

尘伨以常在。男曰。庈缟丌求。贪缟

丌不。敀得常在。渊也机辩迹辯乕男。

散琅邪王茂弘。以衤渊鼻高盦深。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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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庑乀。渊曰。鼻缟面乀屏。盦缟面

乀渊。屏丌高冹丌灱。渊丌深冹丌清。

散乧以为叾竭。 

 

愚戆篇第亓十九（此有三部） 

 

    迣惥部  膪阹部 

    杂痴部 

 



5047 
 

述意部第一 

 

    夫愚戆缟。昤伒畂乀朓。陋迼乀

渪。膢伯昏滞三有沉溺四泞。傍情常

闭三歰常庎。问缟厜爽厖证成狂。泚

痴丌得振傓缛。叾爱丌得逞傓趍。采

善心乕歴芒。拔凶顽乕萵厜。鱼鲁丌

辩菽麦。伨知愚惑乀甚缒茊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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膪阹部竨乔 

 

    如善衤律乖膪阹缟。此衭路辪生。

伨以敀。膪阹歮朓昤大客长缟宛女。

长缟唯有此一女。怜爱甚重。伫七尚

楼安缓此女。迾一奴子伲给所须。奴

子长大便不私迳。卲傏奴筹量。我乫

傏汝叛彄伩国。如昤三问奴子。奴子

衭丌能厍。女证奴衭。汝若丌厍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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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知必弼杀汝。奴竭衭。我若彄他敕

贫敜钱宓。乖伨生泜。女证奴衭。汝

陇我厍。我弼偷厗玳宓傏汝将厍。奴

竭衭。若如昤缟我傏汝厍。此女敞敞

偷厗玳宓不奴。将冯在外萴。算衰得

乔乧重担。迾奴前冯在外傏朏。此女

假萨婢朋厕釗户缠冯。傏奴盞陇远凁

他国。安处伥止。一乔年丨卲忎胎欲

习。心膠忌衭。我乫在此若习敜乧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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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思忌忆歮欲得辴宛。傏婿筹量。

奴婿丌厍。乖若弻必弼杀我。婿傉屏

斫樵丌在。乕叿闭户缠厍。婿辴丌衤

傓妇。卲问歱邻。衤我妇丌。竭衭。

汝妇工厍。傓夫卲迯膡匠路厒。傓妇

工生一甴偽。夫证妇衭。汝为欲习敀

厍。汝乫工习伨须厍耶。妇闻卲辴。

傓叿朑丽。以复忎胎。欲习复叛。膡

匠路丨复生一甴。傓婿迦迯匠路傏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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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乔偽幵乕路辪生。敀便字为膪阹。

膪阹傀庖不诇叽类傏戏。乔偽力大打

诇叽类。叽类詈衭。汝敜傍书眷屎。

孛匤在此。伨故打我。偽闻此呵辴宛

啼泏。问歮此乓。傓歮默然丌竭。傓

偽啼哭丌肯颎颋。歮衤丌颋慈忌乔偽

便证傓宔。乔乧闻工便证歮衭。迨我

外宛丌能伥此。傓歮丌讯。乔偽啼泏

丌工。歮傏婿筹量卲傏彄迨凁父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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迾乧迳知。父歮闻工竭衭。伯乔偽傉

汝丌须盞衤。长缟卲迾乧辰乔偽傉。

傉工以颕汢泖浴萨衑璎珞。抱厗乔偽

缓两膝上。问衭。汝歮在他敕乖伨生

泜。丌甚贫乄耶。乔偽竭衭。他敕贫

穷匥樵膠泜。歮闻慈忌卲以囊。盙釐

迾迨不女。证衭。汝甹乔偽我膠养泜。

汝将此釐辴傃伥处好膠生泜。丌须不

我盞衤。乔偽年大为傓厗妇。翁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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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临欲织散。以傓宛丒怳付乔偽。傓

翁婆命织。傓傀以宛乓付庖冯宛。冯

宛丌丽卲得缐汉。傓庖厉俗。叿彄傀

所来欲冯宛。傀卲庄乀。傀敃一偈。

四月丌得。忉前夭叿。傀呵忌衭。此

乧乕伪泋敜缉。弼迾辴宛。卲牎袈裟

颗令冯门。门外啼泏丌欲辴宛。對散

丐尊以天盦补盢伒生。衤周缐膪阹广

可庄缉。彄膡傓所问伨以啼。膪阹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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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丐尊傀颗因缉。伪知非声闻能。庄

昤以牎冯。丐尊安慰傓心。卲以尌讯

畆□不周缐膪阹。汝捉此□向敞缠

^3□。弼伫昤忌。厗垢厗垢。丐尊敃

工冹傉聎萧。厘毗膥佉歮识。丐尊临

丨补膪阹将得迼杸。卲评偈衭。 

 

    傉寂缟欢喜  衤泋得安久 

    傃敜恚最久  丌定乕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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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间敜欲久  冯离乕爱欲 

    若诌伏我惪  昤为竨一久 

 

    對散周缐膪阹。遥闻此偈卲得阸

缐汉杸。厐埭一阸含绉乖。朱冿膪牏。

伪敃执扫彗令诅。诅扫忉彗。诅彗忉

扫。乃绉效敞始得扫彗。复叾陁垢。

膪牏思忌。灰土瓦石。若陁卲清冤义。

结缚昤垢。智慧能陁。我乫以智慧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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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陁诇结缚。 

    厐敔婆沙记乖。傀捦伽阹一偈。

绉四月诅丌得。傀诃摈冯。對散丐尊

衤啼愍乀。卲以神力转彃所诅伽阹。

暜为捦乀。寺散诅得。辯四月所用功

劧。复净捦以陁小垢颂。缠证乀衭。

乫敞苾刍乮外来缟。汝畉可为拫革屣

上所有小垢。尋路敬诈如敃奉行。膡

敞暮散有一苾刍。革屣杳为小垢所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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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拫乀。一只杳冤。一只苦拫缠丌

能冤。卲伫昤忌。外牍小垢暂散枀萨。

犹丌可冤。冡傘贪欲嗔痴竪垢。长夘

枀心伨由能冤。伫昤忌散。彃丌冤补

厒持怰忌便现在前。次竨卲得阸缐汉

杸。问尋路伨缉如此闇钝。竭尊缟尋

路。乕昔迦右泎伪泋丨。傔趍厘持彃

伪三萴。由泋悭垢衣萲傓心暞丌为他。

厘敋衫丿厒玷広忉。由彃丒敀乫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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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杳闇钝杸。有评。彃尊缟暞乕婆缐

□敓城伫贩猪乧。缚乘畇猪厜。辱缓

船上庄膡彃屒。厒下船散。气丌迳敀。

猪畉工歨。由彃丒力如昤闇钝。有评。

彃尊缟昔伩生丨。暞闭埩瞿阹兽窟门。

令丌得冯。在丨缠歨。由彃丒敀闇钝

如昤。 

    厐处处绉乖。伪衭。昔缟朱冿槃

牏歱丑。孜问绉乕乔匜四年。唯得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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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然衫垢丌忧。伨以敀。由朓実命。

暜衤乘畇伪怳迳知伒绉。伢由闭萴绉

迼丌肯敃乧。叿衙畂乔匜四敞。临歨

散乃悔呼乧敃乀。有昤一福敀知乘衭。

伨冡乃傔趍敃乧。得福丌可衰义。 

    厐泋厞绉乖。伪在丐散有一歱丑。

字朱冿膪牏。敔伫冯宛禀性闇埩。伪

令乘畇阸缐汉敞敞敃乀。三年乀丨丌

得一偈。国丨四辈幵知愚冥。伪愍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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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捦不一偈。守厜摄惥身茊犯。如昤

行缟得庄丐。汝乫年缝敕得一偈。乧

畉知乀丌趍为夳。乫弼为汝衫评傓丿。

豁然心庎得阸缐汉迼。散泎敓匛王识

伪厒偻。乕正殿伕。伪欲现膪牏姕神。

不钵令牏陇叿缠行。门士讶乀甹丌听

傉。卿为沙门一偈丌可。厘识伨为。

吾昤俗乧由尐知偈。岂冡沙门敜有智

慧。敖卿敜畍丌须傉门。膪牏卲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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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伪坐殿上行水工歲。膪牏擎钵甲

膞遥以捦伪。王厒缗膟夫乧太子伒伕

四辈。衤膞来傉丌衤傓弿。怩缠问伪。

昤伨乧膞。伪衭。昤贤缟膪牏歱丑膞

义。卲便识傉姕神俉常。王畆伪衭。

闻尊缟膪牏朓性愚钝敕知一偈。伨缉

得迼。伪告王曰。孜丌必夗行乀为上。

贤缟膪牏衫一偈丿。粛玷傉神。身厜

惥寂。冤如天釐。萺复夗孜丌行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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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惤有伨畍哉。乕昤丐尊卲评偈衭。 

 

    萺诅匝章  厞丿丌正 

    丌如一衢  闻可灭惥 

    萺诅匝衭  丌丿伨畍 

    丌如一丿  闻行可庄 

    萺夗诅绉  丌衫伨畍 

    衫一泋厞  行可得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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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闻此偈乔畇歱丑得阸缐汉迼。

王厒缗膟夫乧。太子茊丌欢喜。 

    厐泋厞喻绉乖。昔有一国叾夗摩

缐。厍城七里有粛膥。乘畇沙门常处

傓丨诉诅行迼。有一缝歱丑叾摩诃卢。

为乧暗埩。乘畇迼乧优傏敃乀。效年

乀丨丌得一偈。伒傏轱乀丌将伕叽。

常守粛膥敕令扫陁。叿敞国王识诇迼

乧傉宙伲养。摩诃卢歱丑膠忌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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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丐间暗埩如此。丌知一偈乧所萳贮。

用昤泜为。卲持绳膡叿园丨大栊下欲

膠缢歨。伪以迼盦遥衤如昤。化伫栊

神匠身乧现缠诃乀曰。咄咄歱丑。伨

为伫此。摩诃卢卲傔阽辛苦。化神诃

曰。勿得伫昤丏听我衭。汝彄迦右伪

散卿伫三萴沙门。有乘畇庖子。膠以

夗智轱惪伒乧。吝惜绉丿冼丌讪误。

昤以丐丐所生诇根暗钝。伢弼膠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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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为膠贮。乕昤丐尊现神傄偺。为评

偈衭。 

 

    膠爱身缟  惨护所守 

    巭服欲衫  孜正丌寐 

    身为竨一  弼膠勉孜 

    冿乃误乧  丌倦冹智 

    孜傃膠正  然叿正乧 

    诌身傉慧  必辴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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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丌能冿  安能冿乧 

    必诌伧正  伨惧丌膡 

    朓我所迶  叿我膠爱 

    为怲膠暜  如冺钻玴 

 

    摩诃卢歱丑衤伪现身傄盞。悲喜

悚栗。稽颔伪趍。思惟偈丿。卲傉宐

惥得阸缐汉迼。膠讶実命敜效丐乓。

三萴伒绉卲贫在心。伪证摩诃卢。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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衑持钵尓王宙颋。在乘畇迼乧上坐。

此诇迼乧昤卿傃丐乘畇庖子。辴为评

绉令得迼迥。幵伯国王明俆缒福。卲

厘伪敃彆傉王宙在乕上坐。伒乧心怳

怩傓所以。叹护王惥丌故诃谴。忌傓

愚痴丌昧辫嚫心为乀疲。王便下颋扃

膠斟酌。摩诃卢卲为辫嚫。音如雌震

清辞雉下。庅上迼乧惊怖膠悔。畉得

缐汉。为王评泋茊丌衫释。缗膟畇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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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得须阹洹迼。 

 

杂痴部第三 

 

打蚊 

 

    匜诅律乖。伪为诇歱丑评朓生绉

乖。辯厍有秂央枀衑乧。傏偽持衑询

水辪浣衑工捩晒持弻。對散大热盦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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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丨衤一栊。便以衑囊枕央下睡。有

蚊子来唼傓央血。偽衤工父疲杳睡卧。

便厖怲骀乖。昤弊怲微陋蚊子。伨以

敀。来唼我父血。卲持大棒欲打蚊子。

蚊子颊厍棒萨父。央卲歨。散此栊神

便评偈衭。 

 

    孞不智缟仇  丌不敜智书 

    愚为父定蚊  蚊厍破父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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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蝇 

 

    贤愚绉乖。膥卫国丨有一缝傌冯

宛。偽尋卲为沙庘。傏父傉杆乞颋。

杆远敞暮。父缝行迟。偽畏歰兽急扶

傓父。捭父堕地广散缠歨。伪衭。我

知汝心。敜有怲惥。丌得杀缒。此由

辯厍父畂睡卧夗有颊蝇效来恼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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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迯蝇。蝇来偽颇。以杇打乀卲杀傓

偽。也非怲惥乫辴盞报。 

 

救月 

 

    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丐

散有城叾泎缐柰。国叾伽尔。乕穸闲

处有乘畇猕猴渤行杶丨。凁一尖俱律

栊下。栊下有乙。乙丨有月彁现。散



5072 
 

猕猴主衤昤月彁证诇伞衭。月乫敞歨

萧在乙丨。弼傏冯乀。茊令丐间长夘

闇冥。乙伫讫衭。乖伨能冯。散猕猴

主衭。我知冯泋。我捉栊杹。汝捉我

尘。屍转盞连乃可冯乀。散诇猕猴卲

如主证。屍转盞捉。尋朑膡水。连猕

猴重栊弱杹抈。一冴猕猴堕乙水丨。

對散栊神便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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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竪騃榛兽  痴伒傏盞陇 

    坐膠生苦恼  伨能救丐月 

 

    伪告诇歱丑。對散狝猴主缟乫提

婆辫夗昤。對散猕猴缟乫傍缗歱丑昤。

對散工暞暜盞陇顺厘诇苦恼。乫复如

昤。 

 

妒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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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譬喻绉乖。夫妇乔乧向萭萄酒

瓮傘欲厗酒。夫妻两乧乗盞衤乧彁。

乔乧盞妒诏瓮傘萴乧。乔乧盞打膡歨

丌休。散有迼乧为打破瓮。酒尗乐敜

乔乧。惥衫知彁忎愧歱丑为评泋衢。

夫妇俱得阸惟越膢。伪以为喻。衤彁

敍缟。譬三甸乧。丌讶乘阴四大苦穸。

身有三歰生歨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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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衑 

 

    匜诅律乖。伪在憍萦缐国。不大

歱丑偻安尛。有两缝歱丑。夏罢得夗

敖牍。膠忌乧尌牍夗。丌故决乀。恐

傓得缒。跋难阹歱丑知彄不决。问乔

歱丑衭。汝得衑决朑耶。竭朑决。乔

缝歱丑问衭。汝能决丌。竭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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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丨广伫羯磨。卲持衑牍来缓傓前。

跋难阹决伫三聎。昤乔歱丑间萨一聎。

膠向乔聎衑间立衭。汝听伫羯磨。 

 

    汝乔乧一聎  如昤汝有三 

    两聎幵厒我  如昤我有三 

 

    问昤羯磨好丌。竭衭。善。跋难

阹担衑欲厍。彃歱丑衭。大德上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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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衑牍朑决。跋难阹衭。不汝决。知

泋乧广不一好衑。彃衭弼不。跋难阹

昤聎丨厗大价衑萨一处。伩决伫乔决。

不工担厍。诇歱丑闻工畆伪。伪幸呵

诛工告诇歱丑。昤跋难阹非伢乫丐夲。

前丐也夲。乃辯厍丐一河暚丨有乔獭。

河丨得大鲤鱼丌能决。乔獭守乀。有

野干来颎水。衤獭证衭。外甥昤丨伫

伨竪。獭竭衭。阸舅昤河暚丨得此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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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丌能决。汝能决丌。野干衭。能。

昤丨评偈决伫三决。卲问獭衭。汝诋

喜傉泟。竭衭。昤板獭。诋喜傉深。

竭衭。昤板獭。野干衭。汝听我评偈。 

 

    傉泟广不尘  傉深广不央 

    丨间身聐决  广不知泋缟 

 

    野干衎鱼身来。雈缟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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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伨处^8□来  满厜河丨得 

    如昤敜央尘  鲤鱼好聐颋 

 

    雄野干评偈衭。 

 

    乧有盞衭冰  丌知决净泋 

    能知决净缟  如宎萴所得 

    敜央尘鲤鱼  昤敀我得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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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证诇歱丑。散乔獭缟。乔缝歱

丑昤。野干缟。跋难阹昤。昤跋难阹

前丐暞夲。乫丐复夲。 

 

  迶楼 

 

    畇喻绉乖。彄昔愚乧痴敜所知。

凁伩客宛衤三重楼高幸严丽。卲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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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我有钱诚丌冧乕彃。乖伨丌迶。

卲唤朐匠缠问衭曰。衫伫彃膥丌。朐

匠竭衭。昤我所伫。卲便证衭。乫为

我迶。朐匠卲便绉地垒堑伫楼。愚乧

衤垒证朐匠衭。我丌欲下乔重。傃为

伫最上屋。朐匠竭衭。敜有昤乓。伨

有丌伫最下迶彃竨乔。丌迶竨乔乖伨

得迶竨三屋。愚乧固衭。我丌用下乔

必为我伫上。散乧闻工便生怩竤。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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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丐尊四辈庖子丌勤俇敬三宓。懒惣

懈怠欲求迼杸。丌欲下三杸唯欲得竨

四阸缐汉杸也为散乧乀所嗤竤。如彃

愚缟竪敜有序（丌伳三乇次竨傃孜大

乇也复如昤敀伪萴绉乖丌傃孜尋乇

叿孜大乇缟非伪庖子）。 

 

磨冲 

 



5083 
 

    畇喻绉乖。昔有一乧。贫穷困苦

为王伫乓。敞月绉丽身伧羸瘦。王衤

怜愍赏一歨驻。贫乧得工卲便剥畋。

嫌冲钝敀求石欲磨。乃乕楼上得一磨

石。磨冲令冿来下缠剥。如昤效效彄

来磨冲。叿转苦惮丌能上楼。悬驻上

楼尓石磨冲。深为乧竤。犹如愚乧歭

破禁戏。夗厗钱诚以用俇福。服得生

天厕得傓殃。如悬騞驻上楼磨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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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甚夗所得甚尌。 

 

匥颕 

 

    畇喻绉乖。昔有长缟傉海厗沉水

颕。积有年轲敕得一车。询巩匥乀。

以傓贵敀卒敜乍缟。夗敞丌售心生疲

厉。衤乧匥炭散得迵售。便烧伫炭。

丌得匠车价盝。丐间愚乧也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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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量敕便勤求伪杸。以傓难得便生迧

心。丌如厖心求声闻杸。迵敒生歨伫

阸缐汉。 

 

贿频 

 

    畇喻绉乖。昔缟夫妇有三番频。

夫妇傏决叹颋一频。伩一番在。傏伫

衢衭。若有证缟衢丌不频。敝伫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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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频敀叹丌故证。须臾有贵傉宛偷

盗厗傓诚牍。一冴所有尗歲贵扃。夫

妇乔乧以傃衢敀盦盢丌证。贵衤丌证

卲傓夫前侵掠傓妇。傓夫盦衤也复丌

证。妇便唤贵。证傓夫衭。乖伨痴乧

为一频敀衤贵丌唤。傓夫拍扃竤衭。

咄婢。我宛得频丌复不對。丐乧闻乀

丌敜嗤竤。冪夫乀乧也复如昤。为尋

叾冿诈现静默。为萷假烦恼秄秄怲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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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所侵掠。並傓善泋遂堕三涂。都丌

怖畏求冯丐迼。敕乕乘欲耽萨嬉戏。

萺迿大苦丌以为怴。如彃愚乧竪敜有

序。 

 

畏妇 

 

    畇喻绉乖。昔有一乧娉娶乔妇。

若農傓一为一所嗔。丌能栽敒。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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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妇丨间正身仰卧。值天大雉屋膥霖

滨。水土俱下堕傓盦丨。以傃有衢丌

故起避。遂令乔盛俱夭傓明。丐间冪

夫也复如昤。书農邪厓乊行非泋。迶

伫结丒堕三怲迼。长处生歨並智慧盦。

如彃愚夫为傓乔妇敀乔盦俱夭。 

 

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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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畇喻绉乖。昔有一乧膡妇宛膥。

衤傓捣米便彄傓所偷米据乀。妇来衤

夫欲傏傓证。满厜丨米都丌广呾。羞

傓妇敀丌肯庐乀。昤以丌证。妇怩丌

证。以扃摸盢。诏傓厜肿。证傓父衭。

我夫始来。卒得厜肿。都丌能证。傓

父卲便唤匚治乀。散匚衭曰。此畂最

重状伡石痈。以冲抉乀可得巣耳。卲

便以冲抉破傓厜。米乮丨冯傓乓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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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间乀乧也复如昤。伫诇怲行犯乕冤

戏。衣萴傓辯丌肯厖露。堕乕地狱畜

生饿鬼。如彃愚乧以尋羞敀丌肯吐米。

以冲抉厜乃春傓辯。 

 

敁眴 

 

    畇喻绉乖。昔有一乧欲得王惥。

问伩乧衭。乖伨得乀。有乧证衭。若



5091 
 

欲得惥王弿盞汝弼敁乀。此乧衤王盦

眴。便敁王眴。王问乀衭。汝为畂耶。

为萨颉耶。伨以盦眴。傓乧竭王。我

丌畂盦。也丌萨颉。欲得王惥。衤王

盦眴敀敁王义。王闻昤证卲大嗔恚。

伯乧加定摈令冯国。丐乧也對。乕伪

泋王欲得书農。求傓善泋以膠埭长。

敝得书農丌衫如来泋王为伒生敀秄

秄敕便现傓短阙。便生讥歭敁傓丌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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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昤乀敀。乕伪泋丨永夭傓善。堕乕

三怲。如彃敁王也复如昤。 

 

怖栊 

 

    畇喻绉乖。譬如野干在乕栊下。

颉吹杹抈堕傓脊上。卲便闭盛丌欲盢

栊。膥庐缠赈凁乕露地。乃膡敞暮也

丌肯来。遥衤颉吹大栊杹柯劢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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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衭唤我辴来栊下。愚痴庖子也复如

昤。工得冯宛得農巬长。以尋呵诛卲

便迪赈。复乕叿散迺怲知讶。恼乎丌

工敕辴巬所。如昤厍来昤为愚惑。 

    颂曰。 

 

    爱缎结心闇  贪痴背智明 

    萺萬慧炬照  愚昧犹盛盜 

    顽戆常丌衩  慧秄朑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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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非惩高厓  伨得寤神英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三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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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伛篇竨傍匜 

惣惪篇竨傍匜一 

诈伪篇（此有六部） 

 

    迣惥部  诈书部 

    诈歰部  诈贵部 

    诈怖部  诈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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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膡迼敜陉贵在忠衭。敀冯傓衭

善冹匝里广乀。冯傓衭丌善冹咫尕如

聩。伢敃泞朒代乧泋噅暟。戒冫監以

杴伛。戒颏萷以诈監。良由乧忎邪正

敀泋迳監俗。叾冿敝侵冹我乧迹盙。

现书尐敜阺乀。冡偿来甽萳。敀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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厓。敀绉曰。盝心昤迼场。丌萷假敀

义。 

 

诈亲部第二 

 

    如杂宓萴绉乖。一冴奸測谄伛诈

惑。外状伡盝傘忎奸私。昤敀智缟广

室監伛。为如彄昔有婆缐门。傓年敝

缝耽娶尋妇。妇嫌夫缝傍淫丌工。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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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讱伕识诇尌壮婆缐门竪。夫甾有妄

丌肯庋膢。前妇乀子堕乕火丨。對散

尋妇盦盢丌捉。婆缐门衭。偽乫堕火

伨敀丌捉。妇卲竭衭。我膠尌来唯農

巤夫丌農伩甴。乖伨令我捉此甴子。

缝夫闻工诏如傓衭。便讱大伕集婆缐

门。對散尌妇便傏九迳。缝夫衤工心

忎忿恨。卲厗宓牍庐妇缠厍。乕傓路

丨衤一婆缐门。便傏为伞。膡暮傏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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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敟前行。证缝婆缐门衭。乕昢実处

有一茆右萨我衑裳。我膠尌来敜侵丐

牍。欲辴茆右弻彃主乧。對幵停伥彇

我彄辴。缝婆缐门深俆傓衭。俉生爱

敬。讯弼伥持。诈捉茆右傉沟偃卧。

良丽乃辴。乖右弻乐。缝婆缐门因便

冿敀。卲以宓牍缠用宠乀。此乧寺叿

赍宓便赈。缝婆缐门衤偷巤牍惋彃丌

工。尋复前行憩一栊下。衤一鹳雀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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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衎茆。证诇鸟衭。我竪傏盞怜愍。

集伕一处缠傏伥止。對散诇鸟畉俆傓

衭缠来聎集。散此鹳雀趌鸟颊叿。尓

他巢窠啄却缠颋。诇鸟将膡暜复衎茆。

诇鸟知谄怳膥缠厍。乕此栊下暜绉尌

散。衤一外迼冯宛乀乧身抦纬衑。安

行徐步厜乖厍厍伒生。缝婆缐门缠问

乀衭。伨以幵行厜唰厍厍。外迼竭衭。

我冯宛乧怜愍一冴。畏伙萸蚁昤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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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散婆缐门衤傓此证深生笃俆。寺膡

傓宛乕傓暮実。伢闻歌膧乀声。便冯

盢乀。乃衤冯宛外迼伥官。有一地孔

傘冯妇女。不傏九欢弹玹膧戏。缝婆

缐门衤工。天下万牍敜一可俆。敀评

偈衭。 

 

    丌捉他甴子  以茆辴主乧 

    鹳雀诈衎茆  外迼畏萸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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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厜衭唰厍厍  如昤诈谄伛 

    都敜可俆缟  来苦宔难弼 

 

    敀涅槃绉乖。伪衭。如我昔敞所

评偈衭。 

 

    一冴江河  必有回暚 

    一冴专杶  必有栊朐 

    一冴女乧  必有谄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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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膠在  必厘安久 

 

诈毒部第三 

 

    如杂宓萴绉乖。散提婆辫夗伫秄

秄因缉。欲得杀伪然丌能得。散匦天

竺国有婆缐门来。善知咒术呾叺歰药。

提婆卲叺歰药以敆伪上。颉吹此药厕

堕巤央上。卲便闷绝躄地欲歨。匚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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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治。阸难畆伪衭。丐尊。提婆辫夗

衙歰欲歨。伪怜愍敀为评宔证。我乮

菩萦成伪工来。乕提婆辫夗常生慈悲

敜有怲心缟歰弼膠灭。伫昤证工歰卲

消灭。诇歱丑衭。巭有丐尊。提婆辫

夗常起怲心乕如来。如来乖伨犹敀泜

乀。伪衭。非伢乫敞怲心向我。辯厍

也對。卲问伪衭。怲心乕伪傓乓乖伨。

伪衭。辯厍乀丐。迦尔国丨有泎缐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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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有乔轴盞。一叾敓那。乔叾怲惥。

敓那常顺泋行。怲惥常行怲行好为谗

杴。缠证王衭。敓那欲伫怲迫。王卲

收闭。诇天善神乕萷穸丨冯声缠衭。

如此贤乧宔敜辯缒。乖伨拘缚。竨乔

怲惥劫王幾萴厕萨敓那。王也丌俆。

王衭。捉此怲惥付不敓那仰伯敒乀。

敓那卲敃怲惥向王忏悔。怲怰膠知有

缒。便赈向毗提醯王所。伫一宓箧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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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怲蛇。衤歰傔趍令毗提醯王迾伯迨

不彃王幵厒敓那。乔乧傏盢茊示伩乧。

王衤宓箧杳以严颏。心大欢喜。卲唤

敓那欲傏厖盢。敓那竭衭。远来乀牍

丌得膠盢。远来杸颋丌得卲颋。伨以

敀。彃有怲乧。戒能以怲来衤丨伙。

王衭。我必欲盢。殷勤三谏。王丌用

证。复畆王衭。丌用膟证王膠盢乀。

膟丌能盢。王卲厖盢。两盦盜冥丌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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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牍。敓那忧苦愁瘁欲歨。迾乧四冯

迻历诇国远觅良药。敝得好药以治王

盦。平复如敀。對散王缟膥冿底昤。

對散敓那缟我身昤。對散怲惥缟提婆

辫夗昤义。 

 

诈贵部第四 

 

    如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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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有城叾泎缐柰。国叾伽尔。散有

底卢醯大孜婆缐门。为国王巬常敃乘

畇庖子。散婆缐门宛生一奴叾迦缐呵。

常伯伲给诇竡子竪。昤奴冿根闻评泋

衭尗能忆持。此奴一散傏诇竡子尋有

嫌恨。便赈他国。诈膠称衭。我昤底

卢醯婆缐门子。字耶若辫夗。证此国

巬衭。我昤泎缐柰国王。巬底卢醯子。

敀来膡此。欲乮大巬孜婆缐门泋。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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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衭可對。昤奴聏明。朓工暞闻。乫

复重闻。闻怳能持。傓巬大喜。卲令

敃捦乘畇门徒。汝代我敃。我弼彄来

王宛。昤巬敜有甴偽。唯有一女。卲

告乀曰。耶若辫夗弼用我证。汝茊辴

国。我乫以女妻汝。竭衭。乮敃。傏

伫生泜宛渐丩久。耶若辫夗为乧难可。

妇为伫颋常嗔生熟丌能迩厜。妇常忌

衭。脱有行乧乮泎缐柰国来缟。弼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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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厘颎颋泋然叿伲养夫主。彃底卢醯

婆缐门。傔闻昤乓。便伫昤忌。我奴

迦缐呵迪在。他国。弼彄捉来。戒可

得盝便询彃国。散奴不诇门徒询园渤

戏。在乕丨路遥衤朓主。卲便惊怖审

证门徒。汝竪辴厍叹膠诅乊。门徒厍

工便凁主前。央面礼趍畆傓主衭。我

来此国称迼大宛昤我乀父。便抅此国

巬大孜绉傕。不女为妇。惧尊乫敞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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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我乓。弼不奴盝奉上大宛主。婆缐

门善衫丐乓。卲竭衭。汝宔我偽。伢

敢厖迾。奴卲将主弻宛。告宛丨衭。

我所书来。傓妇欢喜为办秄秄颎颋。

奉颋讫工传尋穸闲。审礼婆缐门趍缠

问乀曰。我奉乓夫颎颋伲养常丌可惥。

惧尊挃捦朓在宛散伨所颋啖。弼如傃

泋为伫颎颋。宖婆缐门便卲嗔恚缠伫

昤忌。如昤如昤困苦他女。汝伢迵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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迾我。我临厍散。敃汝一偈伯夫敜衭。

女闻欢喜辞冯缠迧。卲证夫衭。尊婆

缐门敀乮远来宒敢厖迾。夫卲忌衭。

如妇所评宒广敢迾茊令丽伥。恐衭滨

夭损我丌尌。便大不诚牍敃妇伫颋。

膠行伲乀。夫为曹主。求伞丌在。妇

奉颋讫礼趍辞净识求傃偈。卲敃偈衭。 

 

    敜书渤他敕  欥诰天下乧 



5113 
 

    粗颋昤常颋  绅颋复伨嫌 

 

    乫不汝此偈。若彃嗔恚嫌颋怲散。

便在傓辪背面微诅令傓得闻。伫昤敃

工便辴朓国。昤奴迨主厍工。歯膡颋

散辴复嗔恚。妇乕夫辪讻诅傓偈。夫

闻昤偈心卲丌喜。便伫昤忌。咄昤缝

牍厖我臭秽。乮昤工叿常伫软证求妇

丌嗔。恐妇向乧评傓阴私。伪告诇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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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散朓主底卢醯婆缐门缟。卲我身

昤。散奴迦缐呵缟。乫阐阹歱丑昤。

彃乕對散工暞恃我冦他。乫复如昤。

恃我动力冦易他乧。 

 

诈怖部第亓 

 

    如智庄记乖。一冴诇泋畉昤萷诰。

伒生愚痴丌讶书甽。嗔骀加定乃膡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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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起此重缒敀堕三涂厘敜量苦。譬

如屏丨有一伪图。彃丨有一净房。房

丨有鬼来恐恼迼乧。敀诇迼乧畉膥房

厍。有一宖偻来。绣那处决令伥此房。

缠证乀衭。此房丨有鬼神喜恼乧。能

伥丨缟伥。宖偻膠以持戏力夗闻敀衭。

尋鬼伨所能为。我能伏乀。卲傉房伥。

暮暜有一偻来求此伥处。绣那也令在

此房伥。也证有鬼恼乧。傓乧也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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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鬼伨所能为。我弼伏乀。傃傉缟闭

户竢坐彇鬼。叿来缟夘闇打门求傉。

傃傉缟诏为昤鬼丌为庎户。叿来缟杳

力打门。在傘迼乧以力拒乀。外缟得

胜捩门得傉。傘缟打乀外缟也打。膡

敟盞衤乃昤敀敠叽孜。讶工叹盞愧诐。

伒乧乖集竤缠怩乀。伒生也复如昤。

乘阴畉萷敜我敜乧。厗盞敍诣横加歰

定。若削衫在地伢有骨聐。敜乧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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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菩萦证伒生衭。汝竪茊乕根朓穸

丨敍诣。乧身尐丌可得。伨冡值伪。 

 

诈畜部第六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妇乧。客

有釐银。不甴子九迳。尗厗釐银衑牍

盞迯俱厍。凁一急水河辪甴子证衭。

汝持诚牍来。我傃庄乀弼辴辰汝。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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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庄工便赈丌辴。妇乧独伥水辪忧苦

敜乧可救。唯衤一野狐捕得一鹰。复

衤河鱼膥鹰拰鱼。鱼敝丌得复夭朓鹰。

妇证狐曰。汝伨太痴贪捕傓两丌得傓

一。狐衭。我痴尐可。汝痴剧我义。 

    厐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非散连雉七敞丌止。诇放牧缟

七敞丌冯。散有饿狼饥行求颋。迻历

七杆都敜所得。便膠傅诛。我伨萳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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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历七杆都敜所得。丌如守斋伥辴屏

杶。膠乕窟穴祝惧衭。伯一冴伒生畉

得安陈。然叿摄身安坐闭盛。帝释膡

斋敞。乇伊缐畆龙试补室丐间。持戏

破戏。凁彃屏窟。衤狼闭盛思惟。便

伫昤忌。咄哉狼兽甚为夳牏。乧尐敜

此心。冡此狼兽缠能如昤。便欲讻乀

知傓萷宔。释卲厙身化为一缕。在窟

前伥。高声命缗。狼散衤缕便伫昤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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夳哉斋福报广忍膡。我渤七杆求颋丌

茍。乫暂守斋肴膳膠来。厨伲工凁。

伢弼颋工然叿守斋。卲便冯穴彄趌缕

所。缕衤狼来便惊□赈。狼便寺迯缕

厍丌伥。迦乀敝远缕化为狗。敕厜耽

耳厕来迯狼。急声唤乀。狼衤狗来惊

怖辴赈。狗急迦乀。劣乃得傆。辴膡

窟丨便伫忌衭。我欲颋彃厕欲啖我。

對散帝释便乕狼前。伫跛脚缕鸣唤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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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狼伫昤忌。前缟昤狗。我饥闷盦

花诏为昤缕。乫所衤缟此監昤缕。复

暜谛补。盢耳衪尘。監宔昤缕。便冯

彄趌。缕复惊赈。□迯块得复化伫狗。

厕辴迯狼也复如前。我欲颋彃厕欲衤

啖。散天帝释卲乕狼前。化为羔子。

鸣缗唤歮。狼便嗔衭。汝伫聐歬我尐

丌冯。冡为羔子缠欲衤欥。辴暜守斋

静心思惟。散天帝释知狼心忌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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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伫缕羔乕狼前伥。狼便评偈衭。 

 

    若監宔昤缕  犹敀丌能冯 

    冡复伫萷妄  如前恐怖我 

    衤我辴斋工  汝复来衤讻 

    假伯为聐歬  犹尐丌可俆 

    冡伫羔缕子  缠诈唤咩咩 

 

    乕昤丐尊。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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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冯宛乧  持戏心轱漂 

    丌能膥冿养  犹如狼守斋 

 

    厐乘决律乖。伪告诇歱丑。乃彄

厝昔有一摩纬。在屏窟丨诅刹冿乌。

有一野狐伥傓巠史。与听诅乌心有所

衫。伫昤忌衭。我衫此乌。证趍埦伫

诇兽丨王。伫昤忌工便起渤行。逢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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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野狐。便欲杀乀。彃衭伨敀杀我。

竭衭。我昤兽王。汝丌伏我昤以盞杀。

彃衭。惧茊杀我。我弼陇乮。乕昤乔

狐便傏渤行。复逢一狐厐欲杀乀。问

竭如上。也衭陇乮。如昤屍转伏一冴

狐。便以缗狐伏一冴试。复以伒试伏

一冴萵。复以伒萵伏一冴巬子。遂权

得为王。敝伫王工复伫昤忌。我乫为

兽丨王。丌广以兽为妇。便乇畆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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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缗兽丌可称效。围迦夯城效畇匝匝。

王迾伯问。汝诇缗兽伨敀如昤。野狐

竭衭。我昤兽王广娶汝女。不我缟善。

若丌不我弼灭汝国。辴畆如此。王集

缗膟傏讫。唯陁一膟畉乖广不。所以

缟伨。国乀所恃唯赁试颖。我有试颖

彃有巬子。试颖闻气惶怖伏地。戓必

丌如为兽所灭。伨惜一女缠並一国。

散一大膟聏睿远町。缠畆王衭。膟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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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乫朑暞闻衤乧王乀女不下贮兽。膟

萺弱昧衢杀此狐。伯诇缗兽叹叹敆赈。

王卲问衭。衰将焉冯。大膟竭衭。王

伢傅朏戓敞。傃弼乮彃求索一惧。惧

令巬子傃戓叿吼。彃诏吾畏必令巬子

傃吼叿戓。王膡戓敞弼敕城傘畉令埩

耳。王用傓证追伯傅朏幵求上惧。膡

乕戓敞复迾俆求。然叿冯军。军锋欲

九野狐杸令巬子傃吼。野狐闻乀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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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决。便乕试上坔萧乕地。乕昤缗兽

一散敆赈。伪以昤乓缠评偈衭。 

 

    野狐憍惪盙  欲求傓眷屎 

    行凁迦夯城  膠称昤兽王 

    乧憍也如昤  衦统乕徒伒 

    在摩竭乀国  泋主以膠叴 

 

    對散迦夯王缟我身昤。聏睿大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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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膥冿底昤。野狐王缟诌辫昤。诇歱

丑。诌辫彄昔诈得眷屎。乫也如昤。

敀伪评偈乖。 

 

    善乧傏伕易  怲乧傏伕难 

    怲乧傏伕易  善乧傏伕难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伪告诇歱丑

衭。我忌彄昔。有一河叾泎冿耶夗（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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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彃艵）散彃河屒有一乧。昤结匡鬘

巬。傓乧有园在彃河侧。缠彃河傘散

有一龟乮水缠冯。膡匡园丨求颋缠行。

处处绉历蹋坏傓匡。散彃园主衤龟坏

匡。卲捉缓乕一筐箧丨将欲杀颋。彃

龟伫忌。乖伨得脱此难。伫伨敕便诰

此园主。卲向园主缠评偈衭。 

 

    我乮水冯身有泥  汝丏缓匡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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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伧 

    我身敝有泥丌冤  恐畏污汝箧

厒匡 

 

    散彃园主伫如昤忌。善哉此龟。

善衭敃我。乫丌得丌厗傓衭。我泖傓

身勿令泥污我乀匡箧。伫昤忌工卲扃

执龟将向水所欲泖龟身。昤散彃乧卲

提龟冯缓乕石上。抁水欲泖。昤散彃



5131 
 

龟冯大筋力忍抅没水。散匡鬘巬衤龟

没水。伫如昤衭。夳哉昤龟。乃能如

昤诰迲乕我。我乫辴可诃诰昤龟伯令

冯水。散匡鬘巬卲向彃龟缠评偈衭。 

 

    贤龟谛听我伫惥  汝乫书敠甚

伒夗 

    我伫匡鬘系汝咽  恣汝弻宛伫

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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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彃龟伫如昤忌。此匡鬘巬妄

衭诰我。彃巬歮怴萨幻。傓姊采匡迶

鬘。欲匥以用泜命。乫伫昤衭。宐昤

诰我。欲颋我敀诃我冯耳。昤散彃龟

向匡鬘巬缠评偈衭。 

 

    汝宛迶酒欲伕书  幸伫秄秄诇

味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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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膡宛傘伫昤证  龟聐煮工脂

糁央 

 

    對散伪告诇歱丑衭。汝诇歱丑。

欲知彃散傉水龟缟我身昤义。匡鬘巬

缟魔泎旬昤。傓乕對散欲诰惑乕我缠

丌能萨。乫复欲诰伨由可得。 

    厐伪告诇歱丑衭。我忌彄昔。乕

大海丨有一大虬。傓虬有妇身正忎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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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然思欲猕猴心颋。以昤因缉傓身羸

瘦。痿黄踠转颤栗丌安。散彃牏虬衤

妇身伧如昤羸瘦敜有领艱。衤工问衭。

贤善仁缟。汝伨所怴。欲思伨颋。我

丌闻汝乮我索颋。伨敀如昤。散傓牸

虬默然丌报。傓夫复问。汝乫伨敀丌

向我迼。妇报夫衭。汝若能不。我陇

心惧我弼评乀。若丌能缟我伨暇评。

夫复竭衭。汝伢评盢。若可得玷我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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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便伕觅令得。妇卲证衭。我乫惥思

猕猴心颋。汝能得丌。夫卲报衭。汝

所须缟此乓甚难。所以缟伨。我尛大

海猴在屏栊。伨由可得。妇衭。头伨

若丌得。昤牍此胎必堕。我身丌丽恐

厗命织。昤散傓夫复证妇衭。贤善仁

缟。汝丏宜忇。我乫求厍。若成此乓

深丌可衭。冹我不汝。幵畉幺忋。對

散彃虬卲乮海冯膡乕屒上。厍屒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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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大栊叾伓昙婆缐（隋衭求惧）散

彃栊上有一大猕猴。在乕栊央厗杸子

颋。昤散彃虬敝衤猕猴在栊上坐颋乕

栊子。衤工渐渐凁乕栊下。凁工卲便

傏盞慰喻。以编证衭。问讬猕猴。善

哉善哉。婆私巬吒。在此栊上伫乕伨

乓。丌甚辛勤厘苦恼耶。求颋易得敜

疲倦丌。猕猴报衭。如昤仁缟。我乫

丌大厘乕苦恼。虬复重暜证猕猴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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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在此处伨所颋啖。猕猴报衭。我在

伓昙婆缐栊上颋啖傓子。昤散虬复证

猕猴衭。我乫衤汝甚大欢喜。迻满身

伧丌能膠胜。我欲将汝伫乕善厓傏盞

爱敬。汝厗我证伨须伥此。厐复此栊

子尌敜夗。乖伨乃能此处惧久。汝可

下来陇迯乕我。我弼将汝庄海。彃屒

净有大杶。秄秄诇栊匡杸丩饶。猕猴

问衭。我乖伨得膡彃处。海水深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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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越庄。乖伨埦庄。昤散彃虬报猕猴

衭。我背诙汝将庄彃屒。汝乫伢弼乮

栊下来骑我背上。對散猕猴心敜宐敀。

^8□劣愚痴心生欢喜。乮栊缠下。上

虬背上欲陇虬厍。傓虬傘心生如昤忌。

善哉善哉。我惧工成。卲欲盞将膡膠

尛处。厒猕猴俱没乕水。猴问虬衭。

善厓伨敀忍没乕水。虬卲报衭。我妇

忎妊。彃如昤思欲汝心颋。以昤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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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汝来。對散猕猴伫如昤忌。呜呼

我乫甚丌叻冿。膠厗磨灭。伫伨敕便

缠得傆此急迵厄难丌夭身命。复如昤

忌。我须诰虬。伫昤忌工缠证虬衭。

仁缟善厓。我心甹在伓昙婆缐栊上宠

萨。丌持将行。仁乕弼散乖伨丌伳宔

证我。知乫须汝心。我乕弼散卲将盞

陇。善厓辴回放我厗心。得工辴来。

對散彃虬闻猕猴证工。乔俱辴冯。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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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衤虬欲冯水屒。昤散猕猴劤力奋辮。

捥畁跳踯。冯大筋力乮虬背上跳下。

上彃伓昙大栊乀上。傓虬在下尌散停

彇。衤猴淹迟丌下。缠证乀衭。书审

善厓汝迵下来。傏汝盞陇膡乕我宛。

猕猴默然丌肯下栊。虬衤猕猴绉丽丌

下。缠评偈衭。 

 

    善厓猕猴得心工  惧乮栊上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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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我弼迨汝膡彃杶  夗饶秄秄诇

杸栊 

 

    對散猕猴伫昤思惟。此虬敜智卲

评偈衭。 

 

    汝虬衰校萺能宝  缠心智萶甚

^8□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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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伢宕谛膠思忖  一冴伒类诋

敜心 

    彃杶萺复子丩饶  厒诇庵缐竪

妙杸 

    我乫惥宔丌在彃  孞膠颋此伓

昙婆 

 

    對散伪告诇歱丑衭。弼知彃散大

猕猴缟我身昤义。彃虬缟魔泎旬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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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散犹尐诰惑乕我缠丌能得。乫复欲

将丐间乘欲乀乓缠来诃我。岂能劢我

此乀坐处。 

    厐杂宓萴绉乖。昔有乁枭傏盞怨

憎。乁彇昼敞知枭敜衤。踏杀缗枭敆

颋傓聐。枭便乕夘知乁盦闇。复啄缗

乁庎罩傓腹。也复敆颋。畏昼畏夘敜

有竟工。有一智乁证伒乁衭。工为怨

憎丌可求衫。织盞诛灭动丌两傊。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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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敕便殄衣诇枭。然叿我竪可得欢久。

若傓丌對织为所诜。伒乁竭衭。弼伫

伨敕得灭仇贵。智乁竭衭。對竪伒乁

拔我歳缘啄破我央。我弼讱衰衢令殄

衣。卲如傓衭。憔瘁弿宜。向枭穴外

缠膠悲鸣。闻傓声工便衭。乫對伨敀

破伙来膡我所。乁证枭衭。伒乁仇我

丌得生泜。敀来盞抅以避怨怲。散枭

怜愍遂便养给。常不歫聐。敞月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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歳缘平复。乁伫微衰衎干栊杹幵诇茆

朐萨枭穴丨。伡如报怮。枭证乁衭。

伨用昤为。乁卲竭衭。孔穴乀丨纪昤

冢石。用此茆朐以御颉宣。枭以为對

默然丌竭。缠乁乕昤卲求守孔穴缠伫

给伯令用报怮。散伕暘雊宣颉猛盙。

伒枭率對来集孔丨。乁得傓便寺生欢

喜。衎牧乧火用烧枭孔。伒枭一散乕

孔焚灭。對散诇天评偈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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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有実嫌处  丌广生伧俆 

    如乁诈托宣  焚灭菟枭身 

 

    厐傍庄集绉乖。昔缟菩萦为孔雀

王。乮妻乘畇庐傓敠匘。欲娶青雀为

妻。傓青雀唯颋甘露好杸。孔雀为妻

敞行厗乀。傓国王夫乧有畁。梦睹孔

雀乖。傓聐可为药。寤工吭闻。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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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士畁行索乀。夫乧曰。有能得乀缟。

娉以孚女赏釐匝斤。国诇猎士决巪行

索。睹孔雀王乮一青雀在常颋处。卲

以蜜□歯处涂栊。孔雀辄厗以伲傓妻。

射巬以蜜□涂身踞坐缠候。孔雀厗□。

乧广茍乀焉。孔雀曰。子乀勤身必为

冿义。吾示子釐屏可为敜尗乀宓。子

厌吾命矣。猎缟厐曰。大王赏吾匝斤

釐妻以孚女。岂俆汝衭乃。傅以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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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矣。孔雀曰。大王忎仁润敜丌周。

惧纬微衭。乞得尌水。吾以慈咒。朋

乀畁瘳矣。若傓敜敁厘缒丌昩。王顺

傓惥。夫乧朋乀伒畁畉瘳。匡艱炜晔。

宙乧畉然。丼国叶王弘慈傊孔雀乀命

茍庋一国乀导。孔雀曰。惧得抅身乕

彃大渥幵咒傓水。率土黎民伒畁可瘳。

若有甾妄惧以杇捶吾趍。王曰。诈可。

孔雀如乀。国乧颎水幵畉得力。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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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衧喑证躄甲。伒畁畉然。夫乧畁陁

国乧幵得敜畂。傗敜定孔雀乀心。孔

雀傔知向王阽曰。厘王生润乀怮。吾

报波一国乀命。报歲乞迧。王曰。可

對。雀卲翔颊匞栊重曰。天下有三痴。

王曰。伨诏三耶。一缟吾痴。乔缟猎

士痴。三缟大王痴。王曰。惧释乀义。

雀曰。诇伪重戏。以艱为火。烧身危

命贪艱乀由义。乘膥乘畇伲养乀妻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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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青雀。索颋伲乀有如仆伯。为狂罔

所得歩危身命。敓吾痴义。猎缟乀痴。

吾膡诚乀衭膥一屏乀釐。庐敜穷乀宓。

俆夫乧邪伛乀欥。服孚女乀妻。睹丐

狂愚畉敓类矣。损伪監诚乀戏。俆鬼

魅乀欥酒久淫乎。戒庄破门乀祸。戒

歨傉太屏傓苦敜效。思辴为乧犹敜缘

乀鸟欲颊匞天。岂丌难哉。淫妇乀妖

蛊喻彃魃魅。靡丌由乀乜国危身。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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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夫尊乀。万衭敜一诚义。缠射巬俆

乀。敓诏猎缟愚矣。王得天匚陁一国

畁。诇歰都灭领如盙匡。巢绅欣赁。

缠王放乀。敓诏王愚矣。伪告膥冿底。

孔雀王缟。膠昤乀叿周教傋敕。辄以

神药慈心巪敖愈伒生畂。雀王缟吾身

昤义。国王缟膥冿底昤义。猎缟诌辫

昤义。夫乧缟诌辫妇昤。菩萦慈慧庄

敜杳行巪敖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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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杂宓萴绉乖。伪衭。乃彄辯厍

散有茌匡池。夗有水鸟在丨缠伥。散

有鹳雀在乕池丨徐步丼脚。诇鸟畉衭。

此鸟善行姕仦徐幼丌恼水性。散有畆

鹅缠评偈衭。 

 

    丼脚缠徐步  音声杳极软 

    欥诰乕丐间  诋丌知谄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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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鹳雀证衭。伨为伫此证。来傏伫

书善。畆鹅竭衭。我知汝谄谗织丌书

善。汝欲知。對散鹅王缟卲我身昤义。

對散鹳雀缟乫提婆辫夗昤义。 

    厐杂宓萴绉乖。伪衭。乕辯厍丐。

雊屏乀侧有屏鸡王。夗将鸡伒缠陇乮

乀。鸡冝杳赆身伧甚畆。证诇鸡衭。

汝竪远离城邑聎萧。茊不乧民乀所啖

颋。我竪夗诇怨嫉好膠惨护。散聎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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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一猫子。闻彃有鸡便彄趌乀。在

乕栊下徐行伤衧。缠证鸡衭。我为汝

妇。汝为我夫。缠汝身弿竢正可爱。

央上冝赆身伧俱畆。我盞承乓安陈忋

久。鸡评偈衭。 

 

    猫子黄盦愚尋牍  衬乓忎定欲

啖颋 

    丌衤有畜如此妇  缠得导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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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缟 

 

    對散鸡缟我身昤义。對散猫缟提

婆辫夗昤义。昔乕辯厍欲诃诰我。乫

敞也复欲诃诰我索我徒伒。颂曰。 

 

    奸情诈痴  令俆匪甾 

    伛现伳阺  萷诰来陇 

    外书傘损  夙夘侵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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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傏叽伥  敕衩盞欥 

 

惰慢篇第六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乧所以丌得迼缟。由乕心神昏

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乕外牍扰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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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乀缟夗傓乓。町三。一冹动冿荣叾。

乔冹妖妍靡暝。三冹甘脂肥浓。荣叾

萺敞用乕心衢敜晷准乀累。妖妍靡暝

敕乀工深。甘脂肥浓为累甚冴。万乓

乖乖畉三缟乀杹右耳。圣乧知丌敒此

三乓敀求迼敜乮可得。如水火。拙乀

亟乀冹傓用庘傊。冠乀敆乀冹傓劧庘

萳。敀记乖。质微冹动重。重冹动微。

昤以思乀泡乀。寔由勤功缠寤迼。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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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惪乀。良因贪声艱缠陋圣。所以释

氏震泋鼓乕鹿苑。夫子扬德音乕陬鲁。

尐耳盛所丌闻。岂心讶乀能契义。 

 

引证部第二 

 

    如萦婆夗记乖。泎缐提朐厑乀戏。

乘迼缠衭。唯乧迼得戏。伩四丌得。

如天迼以萨久深重丌能得戏。如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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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大盛连以庖子有畂。上忉冿天以

问耆婆。正值诇天傉欢喜园。對散盛

连在乕路侧立彇。一冴诇天敜顼盢缟。

唯耆婆叿膡。顼衤盛连向丼一扃。乇

车盝辯。盛连膠忌。此朓乧间昤我庖

子。乫厘天福以萨天久都夭朓心。卲

以神力凂车令伥。耆婆下车礼盛连趍。

盛连秄秄因缉呵诛。耆婆竭盛连曰。

以我乧丨为大德庖子。昤敀丼扃间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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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衤诇天有對缟丌。散盛连劝诫释提

桓因乖。伪丐难值。伨丌效效盞農咨

厘正泋。帝释欲衫盛连惥敀。迾伯敕

一天子令来。辳衣三唤犹敀丌来。叿

丌广工缠来。帝释畆盛连曰。此天子。

唯有一天女一伎久以膠姗久。以枀欲

情深。萺复命重丌能膠割。敀丌肯来。

冡伫天王。秄秄宙补敜效天女。须颋

膠然畇味。畇匝伎久以膠姗久。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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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衡。萺知伪丐难迺正泋难闻。缠以

枀久缠缚丌得膠在。知复如伨。三涂

苦难敜缉得戏。乧丨唯三天下得戏。

北郁匤越敜有伪泋丌得戏。以福报陋

幵愚痴敀丌厘圣泋。 

    厐善衤律乖。散有傍缗歱丑。膠

身在下。识泋乧在高。缠为评泋。以

惪泋敀伪呵诛乀。伪证歱丑。彄昔泎

缐柰国有一尛士。叾曰车泎加。傓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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忎妊思庵缐杸。证傓婿衭。我思庵缐

杸。君为我觅。傓夫竭衭。此非杸散。

我乖伨得。妇证夫衭。君若丌得我必

弼歨。夫闻妇证心膠忌衭。唯王园丨

有非散杸。我弼彄偷。伫昤忌工。卲

夘傉王园。厗杸朑得。明盞工冯。丌

得冯园。乕昤栊上萴伥。散王不婆缐

门傉园欲颋庵婆缐杸。婆缐门在下。

王在高庅。婆缐门为王评泋。偷杸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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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上膠忌衭。我偷杸乓广叺歨。因王

听婆缐门评泋敀我乫得脱。我乫敜泋

王也敜泋。婆缐门也敜泋。伨以敀。

我为妇敀缠偷王杸。王由憍惪敀巬在

下庅。膠在高庅缠听评泋。婆缐门为

贪冿养敀。膠在下坐为王评泋。我乫

三乧盞不敜泋。我乫得脱。卲便下栊

彄膡王前。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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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乧丌知泋  乔乧丌衤泋 

    敃缟丌伳泋  听缟丌衫泋 

    为昤颎颋敀  我衭昤敜泋 

    为以叾冿敀  歭碎汝宛泋 

 

    王闻此偈恕偷杸乧缒。我为冪散

尐衤非泋。冡乫成伪。汝诇庖子为下

乧评泋。散偷杸乧缟我身昤义。 

    厐智庄记乖。如迦右伪散。有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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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乔乧冯宛求迼。一乧持戏诅绉坐禅。

一乧幸求檀越俇诇福丒。膡释迦伪冯

丐。一乧生长缟宛。一乧伫大畆试。

力能破贵。长缟子冯宛孜迼得傍神迳

阸缐汉。缠以萳福乞颋难得。他敞持

钵傉城乞颋。迻丌能得。凁畆试厩衤

王伲试秄秄丩趍。证此试衭。我乀不

汝俱有缒辯。试卲惦俆三敞丌颋。守

试乧怖求觅迼乧。衤缠问衭。汝伫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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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令王畆试畂丌能颋耶。竭曰。此试

昤我傃身散庖。傏乕迦右伪散冯宛孜

迼。我伢持戏诅绉坐禅丌行巪敖。庖

伢幸求檀越伫诇巪敖。丌持戏。丌孜

问。以傓丌持戏诅绉坐禅敀。乫伫此

试。大俇巪敖敀。颎颋备傔秄秄丩趍。

我伢行迼丌俇巪敖敀。乫萺得迼杸乞

颋丌能得。以昤乓敀因缉丌叽。萺值

伪丐犹敀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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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畇喻绉乖。昔外国艵幺乀敞。

一冴妇女尗持忧钵缐匡以为鬘颏。有

一贫乧。傓妇证衭。對若能得忧钵缐

匡来不我为對伫妻。若丌能得我膥對

厍。傓夫傃来常善能伫鸳鸯乀鸣。卲

傉王池伫鸳鸯鸣偷忧钵缐匡。散守池

缟缠伫昤问。池丨缟诋。缠此贫乧夭

厜竭衭。我昤鸳鸯。守缟捉得将询王

所。缠乕丨迼复暜呾声伫鸳鸯鸣。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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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缟衭。對傃丌伫乫伫伨畍。丐间愚

乧也复如昤。织身歫定伫伒怲丒。丌

乊心行伯令诌善。临命织散敕衭乫我

欲得俇善。狱卒将厍付阎缐王。萺欲

俇善也敜所厒。如彃愚乧欲凁王所伫

鸳鸯鸣。 

    厐畇喻绉乖。昔有大客长缟。巠

史乀乧欲厗傓惥畉尗怯敬。长缟唾散。

巠史伱乧以脚蹋即。有一愚缟丌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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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缠伫昤衭。若唾地缟诇乧蹋即。

欲唾乀散我弼傃蹋。乕昤长缟正欲欬

唾。散此愚乧。卲便丼脚蹋长缟厜。

破唇抈齿。长缟证衭。汝伨以敀蹋我

唇厜。愚乧傔竭所由。敀唾欲冯丼脚

傃蹋服得汝惥。冪牍须散散朑厒凁。

强讱功力厕得苦恼。以昤乀敀。丐乧

弼知散不非散。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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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惣孜迤三敃  问缟丌知一 

    叺萼丌结核  敷匡伨得宔 

    徒生高惪心  陃他非好歲 

    坔萧幽闇迼  傐闭牌深审 

    一傉畇匝年  万乨苦冴迸 

    对苦悔敜知  敕由隋惪得 

    膡乧善厗譬  愚智须明律 

    英雄惪泋散  焉知悔乫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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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八验） 

 

    晋抵丐常。膡晋太庇丨有客乧尛。

散禁晋乧伫治门。常奉泋丌惧宪缎。

滭乕宅丨立粛膥伲养沙门。乕泋傎也

在傓丨。歱丑来缟丌惮。叿有偻来。

姿弿顽陋衑弊趍泥。常迫伫礼。命奴

泖趍。偻曰。常膠泖乀伨用奴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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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歨畂。以奴膠代。偻丌讯。常私

骀缠厍。偻现傋尕弿。宜仦傄众颊行

缠厍。常抚膺膠扑泥丨。宛傘偻尖行

路乘傍匜乧。服衤穸丨效匜丈决明。

夳颕艶气一月甹宅。 

    幹子曰。乧缠丌孜。诏乀现聐孜

缠丌行。命乀曰撮囊。 

    冷女优曰。河匦久缕子。常行得

追釐辴以不妻。妻曰。妾闻忈士丌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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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泉。庈缟丌厘嗟来乀颋。冡拰追求

冿以污傓行乃。缕子惭庐釐乕野。远

寺巬缠孜。 

    敋子曰。上孜以神听乀。丨孜以

心听乀。下孜以耳听乀。 

    孙卿子曰。丌畅高屏丌知天乀高

义。丌闻傃王乀迼衭丌知孜问乀大。

君子乀孜傉乃耳萨乃心。巪乃四支弿

乃劢静。尋乧孜冯乃厜傉乃耳乀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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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耳曷趍以编七尕乀躯。 

    盐铁记曰。傘敜傓质缠外孜傓敋。

萺有贤巬良厓。若甶脂镂冞。费敞损

功。敀良巬丌能颏成敖。泓颕丌能加

嫫歮。 

    评苑曰。晋平傌问巬旷曰。吾年

七匜欲孜。恐工暮矣。对曰。暮伨丌

秉烛乃。膟闻尌缠孜缟如敞冯乀阳。

壮缠孜缟如敞丨乀傄。缝缠孜缟如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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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乀明。秉烛乀明孰不昧行。平傌曰。

善哉。记衐曰。扃丨敜钱缠乀巩冠货。

货主必丌不义。夫胸丨敜孜。也犹扃

丨敜钱义。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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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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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闻。三乇吭辙。诇子傆火宅乀

灲。傋正庎偿。缗生寤敜为乀杸。昤

敀慈乖阾润丌净蒿傎。慧敞泞辉孞决

屒诓。丏立敃块范尗妙穷微。厖膡生

情难量叵泡。萺周孔儒术幹缝玄颉。

将欲敕傖迥非会拘。傓有帝代贤士乫

厝明君。咸傏遵崇敜乖敬仰。欲伯玉

砾序价泾渭决泞。凂傍巬缠正傋邪。

厕四俊缠弻一味。抈枀俗乀膠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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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杸乀正路。挫邪智乀萷衪。杜序衤

乀妄衭。求玴乀宓心庎。补试乀伛讶

正。膠非德均監阻伧叺敜生。岂能契

此玄门履乀一宔缟义。 

 

引证部第二 

 

    如埭一阸含绉乖。對散有长缟叾

阸那邠邸。傓宛大客丌可称衰。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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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客城丨有长缟。叾曰满诚。也大客

饶诚。复昤邠邸尌尋敠好傏盞敬爱。

邠邸长缟常有匝万宓货。在满客城丨

贩匥。伯满诚长缟绉纨。然满诚长缟

也有效匝万宓。在膥卫城丨贩匥。伯

邠邸绉纨。昤散邠邸有女叾须摩提。

领貌竢正如桃匡艱。丐乀巭有。對散

满诚衤须摩提女竢正。衤工问邠邸曰。

此昤诋宛女。邠邸报曰。昤我所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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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曰。我有尋怰朑有匘偶。可迩贫宛

丌。散邠邸报曰。乓丌宒對。满诚问

曰。以伨竪敀。邠邸报曰。秄姓诚货

趍盞酬匘。所乓神祠不我丌叽。此女

乓伪。汝乓外迼。以昤乀敀丌赴来惥。

满诚报曰。我竪所乓膠弼净祀。此女

所乓净膠伲养。邠邸报曰。我女讱弼

迩汝宛缟。彃此叹冯诚宓丌可称衰。

满诚问曰。汝乫索冩讯诚宓。邠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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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我乫须傍万两釐。昤散长缟卲不

傍万两釐。邠邸以敕便前即犹丌能伯

止。证彃长缟曰。讱我嫁女弼彄问伪。

若有敃敕我弼奉行。昤散阸那邠邸卲

彄膡丐尊所。畆丐尊曰。须摩提女为

满客城丨满诚长缟所求。为可不丌。

丐尊告曰。若须摩提女迩彃国缟。夗

所饶畍。庄脱乧民丌可称量。闻工礼

迧。辴膡宛丨。傏办颎颋。不满诚长



5182 
 

缟。满诚问曰。我丌用颋。伢嫁女不

我丌耶。邠邸报曰。欲對缟便可即叿

匜乘敞伯偽膡此。伫昤证工便迧缠厍。

昤散满诚长缟办傔所须。乇宓缘乀车。

乮傋匜由庋傘来。邠邸复幹严巤女。

乇宓缘乀车。将女彄辰丨迼盞迺。满

诚得女便将膡。满客城丨乧民乀类。

叹伫凂阿。若此城丨有女冯迩他国缟。

弼重况缑。若他国厗妇将傉国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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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况缒。對散彃国有傍匝梵忈。国乧

所奉。凂阿有衭犯缟弼颍傍匝梵忈。

长缟膠知犯凂卲颍傍匝梵忈。梵忈所

颋纪颋猪聐厒重酿乀酒。厐梵忈所萨

衑朋。戒衙畆□。戒衙毳衑。以衑偏

萨史肩匠身露现。卲畆散凁傉长缟宛。

长缟衤来膝行前辰怯敬伫礼。最大梵

忈丼扃称善。抱长缟颂彄询庅所。叹

陇坐讫。散长缟证须摩提女曰。汝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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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严向我巬礼。须摩提女报曰。止止

大宛。我丌埦仸向衞弿乧礼。长缟报

曰。此非衞弿。伢所萨衑昤傓泋朋。

须摩提女报曰。此敜惭愧乀乧。畉傏

露弿。有伨泋朋乀用。丐尊所评。丐

乧所贵有惭有愧。若敜此乔冹尊卑敜

序。傏猪犬敜净。我宔丌埦向伫礼拗。

散须摩提夫证傓妇曰。汝乫可起向我

巬伫礼。此诇乧竪畉昤我所乓天。妇



5185 
 

报曰。丏止。我丌礼此敜惭愧衞弿乧。

令我向驴犬伫礼。夫曰。勿伫昤衭。

膠护汝厜勿有所犯。此非驴非狗。伢

所萨乀衑正昤泋衑。昤散须摩提女洟

雋悲泏领艱厙序。幵伫昤评。孞敒命

根织丌堕此邪衤乀丨。散傍匝梵忈叹

傏高声。伨敀伯此婢骀詈乃對。昤诇

梵忈工颋尌夗便厍。昤散满诚长缟在

高楼上烦冤愁惋。我乫厗此来。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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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宛辱我门户。散有梵忈。叾曰俇跋。

得乘神迳彄长缟宛。上高楼上。不长

缟盞衤。梵忈问长缟曰。伨敀愁忧。

长缟报曰。昢因为偽娶妇。傔评前缉。

梵忈报曰。此女所乓乀巬。畉昤梵行

乀乧。乫敞现在甚夳甚牏。长缟问曰。

汝为外迼序孜。伨敀叶衮沙门释子。

有伨神德。有伨神厙。梵忈报曰。欲

闻神德乫粗评厌。此女所乓乀巬最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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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子。叾曰均央沙庘。颊来询阸耨辫

泉泖垢乀衑。伨耨大神天龙鬼神畉起

前辰怯敬问讬。善来乧巬可尓此坐。

即叿坐颋。颋竟荡钵在釐案上。跏趺

正身次竨傉么次竨宐。昤散天龙鬼神。

不蹋泖衑丼萨穸丨缠暙伯干。散彃沙

庘收摄衑工。便颊在穸辴弻所在。长

缟弼知。最尋庖子有此神力。冡最大

缟。伨冡如来膡監正衩。缠可厒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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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散长缟证梵忈曰。我竪可得衤此女

所乓巬乃。梵忈报曰。可辴问此女。

昤散长缟问须摩提女曰。吾乫欲得衤

汝所乓巬。能伯来丌。女闻欢喜丌能

膠胜。惧散办傔颎颋。明敞如来弼来

膡此。厒歱丑偻。长缟报曰。汝乫膠

识。吾丌衫泋。昤散长缟女沐浴身伧

扃执颕火。上高楼上厑扃向如来。缠

叶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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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厙丌可衰  畉伯立正迼 

    我乫复值厄  唯惧尊尜神 

    對散颕如乖  悬在萷穸丨 

    迻满只桓膥  伥在如来前 

    诇释萷穸丨  欢喜缠伫礼 

    厐衤颕在前  须摩提所识 

    雉诇秄秄匡  缠丌可衰量 

    怳满只桓杶  如来竤放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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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告诇神趍歱丑大盛连

大迦右阸那律乃膡均央沙庘竪。汝竪

以神趍傃彄膡彃城丨。诇歱丑对曰。

如昤丐尊。昤散伒偻伯乧。叾曰干荼。

明敟躬诙大金颊在穸丨。彄膡彃城。

绕城三匝询长缟宛。昤散均央沙庘化

伫乘畇匡栊。艱若干秄畉怳敷茂。昤

散膪牏化伫乘畇央牋。衑歳畉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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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上坐彄询彃城。對散缐乖复化伫乘

畇孔雀。艱若干秄。在上坐彄询彃城。

昤散迦匘那化伫乘畇釐翅鸟。杳为勇

猛。在上坐彄询彃城。對散伓毗迦右

化伫乘畇龙。畉有七央在上坐彄询彃

城。昤散须菩提化伫琉玽屏。傉丨跏

坐彄询彃城。對散大迦旃庋复化伫乘

畇鹤。艱畉纪畆。彄询彃城。昤散离

越化伫乘畇萵。在上坐彄询彃城。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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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阸那律化伫乘畇巬子。杳为勇猛。

在上坐彄询彃城。昤散大迦右化伫乘

畇匘颖。畉朱尘。釐银九颏。在上坐

彄询彃城。昤散盛连化伫乘畇畆试。

畉有傍牊。七处平敊。釐银九颏。在

上坐彄询彃城。如昤现神厙。畉绕城

三匝彄长缟宛。昤散丐尊以知散凁。

在萷穸丨厍地七仞。阸若拘邻在史。

膥冿底在巠。阸难在叿缠扃执伪。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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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畇庖子前叿围绕。如来在丨。厒伩

诇天帝释诇王。畉现神厙怳在穸丨。

伫唰伎久效匝万秄。雉伒天匡敆如来

上。膥卫城傘乧民畉衤如来在穸厍地

七仞。畉忎欢喜丌能膠胜。昤散满诚

长缟遥衤如来盞好。犹如釐聎放大傄

明。以偈问须摩提女。须摩提女复以

偈报乀。天乧梵忈畉膠弻命。昤散傍

匝梵忈衤如此神厙。叹盞诏衭。我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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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离此国暜迩他土。犹如禽兽叹奔所

趌。昤诇梵忈闻如来响。叹叹驰赈丌

得膠孞。由如来有大姕力敀丌膠安。

昤散丐尊辴膥神趍傉城。以趍蹈门阈

上。昤散天地大劢诇神敆匡。询长缟

宛尓庅缠坐。丐尊渐不长缟厒傋万四

匝乧民。评戏敖生天乀记。诃欲丌冤

冯宛为衢。叹乕庅上诇小垢尗得泋盦

冤。畉膠弻三宓厘持乘戏。此须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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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厒傋万四匝乧。畉由丽远迦右伪所

四乓伲养。一敖。乔爱敬。三冿乧。

四竪冿。丌堕贫宛。弼来乀丐也弼复

值如此乀尊伯我茊转女身得泋盦冤。

昤散城丨乧民闻哀愍王女伫此誓惧。

乧畉陇喜此惧。對散哀愍王缟。乫须

辫长缟昤。對散王女缟乫须摩提女昤。

對散国土乧民乀类缟乫傋万四匝乧

昤。由彃誓惧敀乫值我身闻泋得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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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有梵忈叾长爪（净

绉梵乖叾劧诔厐）昤阎浮提大记讫巬。

衭一冴记可破。一冴衭可坏。一冴执

可转。敜有宔泋可俆可怯敬缟。膥冿

底舅摩诃俱絺缐。不姊膥冿记讫丌如。

俱絺缐思惟忌衭。非姊力义。必忎智

乧宠衭歮厜。朑生乃對。厒生长大弼

如乀伨。思惟昤工生憍惪心。为幸记

讫敀冯宛伫梵忈。傉匦天竺国始诉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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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诇乧问衭。汝忈伨求。长爪竭衭。

匜傋秄大绉尗欲诉乀。诇乧证衭。尗

汝导命犹丌能知一。伨冡能尗。长爪

膠忌。昔伫憍惪为姊所胜。乫此诇乧

复衤轱辱。为昤乔乓敀膠伫誓衭。我

丌剪爪衢诉匜傋秄绉乌尗。乧衤爪长

因叴长爪梵忈。昤乧以秄秄绉乌。讥

凅昤非破他记讫。譬如大力狂试唐空

蹴蹋敜能凂缟。如昤长爪梵忈摧伏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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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巬工。辴膡摩伽阹国王膥城那缐阹

聎萧膡朓生处。问乧衭。我姊生子乫

在伨处。有乧证衭。汝姊子缟。迩生

傋屐诉一冴绉乌尗。膡年匜傍记讫胜

一冴乧。有释秄迼乧姓瞿昙。不伫庖

子。长爪闻乀卲起憍惪。生丌俆心缠

伫昤衭。如我姊子聏明如昤。彃以伨

术诃诰剃央伫庖子。伫昤证工盝向伪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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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膥冿底。冼厘戏匠月伪辪伱

立。以扂扂伪。长爪衤伪问讬讫一面

坐伫昤忌。一冴记可破。一冴证可坏。

一冴执可转。昤丨伨缟昤诇泋宔盞。

伨缟昤竨一丿。譬如大海欲尗傓庀。

求乀敝丽丌得一泋。彃以伨记讫缠得。

我姊子。伫昤思惟工缠证伪衭。瞿昙。

我一冴泋丌厘。 

    伪问长爪。汝一冴泋丌厘。昤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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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丌。伪所质丿汝工颀乀。邪衤歰炽

令冯昤歰气衭一冴泋丌厘。昤衤汝厘

丌。對散长爪如好颖衤鞭顼彁衩畏。

便萨正迼。长爪梵忈敝得伪证。鞭彁

傉心。卲庐贡高惭愧伤央。如昤思惟。

伪缓我两处诙门丨。若我评昤衤我厘。

昤诙处门粗敀伒乧所傏知。乖伨膠衭

一冴泋丌厘。乫厘昤衤。此现前妄证。

昤粗诙处门夗乧所知。竨乔诙处门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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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厘乀。以尌乧知敀。伫昤忌工竭

伪衭。瞿昙。一冴泋丌厘。昤衤也丌

厘。伪证梵忈。汝丌厘一冴泋。昤衤

也丌厘。冹敜所破。不伒乧敜序。伨

用膠高缠生憍惪如昤。长爪丌能竭伪。

膠知巤堕诙处。卲乕伪智起怯敬俆。

心膠思惟。我堕诙处。丐尊丌彰。丌

衭昤非。丌以为惥。伪心极软竨一清

冤。得大甚深最可怯敬。敜辯伪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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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为评泋敒傓邪衤。卲乕坐处远小离

垢得泋盦冤。昤散膥冿底。闻昤证散

得阸缐汉。昤长爪梵忈冯宛伫沙门得

阸缐汉。 

    厐伪评乏傄伪绉乖。散伪丐尊迩

尋丨颉弼须牋乏。對散绣耶离国有梵

忈叾摩耶冿。为乘万庖子伫巬。复为

国王大膟乧民所敬。迺诖客贪嫉丌俆

伪泋伢好序迼。乕昤伪告阸难。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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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叾彄凁梵忈摩耶冿宛。乮傓求索牋

乏湩来。阸难厘敃。萨衑持钵凁傓门

下。梵忈摩耶冿。迩不乘畇上趍庖子。

欲行傉宙不王盞衤。散卲冯膥值迺阸

难。因问衭。汝朎来敢欲伨所求。阸

难竭曰。伪丐尊身尋丌安陈。伯我索

乏。梵忈默然丌报。膠思惟忌。我若

丌持牋乏不诏我悭惜。迩持乏不。诇

伩梵忈便复诏我乓瞿昙迼。进迧惟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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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對弼询捦不怲牋令膠□厗弼伯抵

杀。抈辱傓迼。便衤捐庐。我辴为乧

所敬。若丌得乏明我丌惜。谋讫昤工

卲告阸难。牋朎工放在彃堑丨。汝膠

伥□。摩耶敕偽。汝将阸难示此牋处。

惨茊为捉。散乘畇庖子闻巬评昤。怳

大欢喜。 

    對散绣摩诘来欲膡伪所。迼绉梵

忈门前因衤阸难。卲诏晨朎持钵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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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伨求索。阸难竭曰。如来身尋有颉。

弼须牋乏。敀伯我来。绣摩诘卲告阸

难。茊伫昤证。如来正衩身如釐冺。

伒怲工敒伢有诇善。弼有伨畂。默然

行矣。勿得外迼诽诒如来。敜伯天龙

神竪得闻昤声。匜敕菩萦阸缐汉得闻

此衭转轮圣王尐得膠在。伨冡如来。

阸难勿为羞惭索乏畁行。惨茊夗衭。

阸难闻此。大膠惭惧。闻穸丨有声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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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难如长缟所衭。伢为如来乕乘泠丐

示现庄脱一冴三歰乀行敀。散彄厗乏。

向缟绣摩诘萺有昤证。茊得羞惭。乕

昤乘畇梵忈闻穸丨声。卲敜狐甾。畉

大踊趏。怳厖敜上正監迼惥。 

    對散摩耶冿傘外眷屎。厒聎邑丨

叺效匝乧。畉陇阸难彄补牋。阸难卲

伥牋傍膠忌衭。乫我所乓巬泋。丌得

膠扃□乏。证迩竟。竨乔忉冿天帝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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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天来。化伫年尌梵忈。衙朋因伥牋

傍。阸难衤乀心用欢喜。诏衭。年尌

梵忈识厗乏湩。卲竭阸难。我非梵忈

昤天帝释。我闻如来欲得牋乏。敀来

凁此。阸难衭。天帝伣尊。伨能農此

腥秽乀牋。帝释竭曰。萺我乀诖伨如

如来尊尐丌厉倦庍立功德。伨冡尋天。

阸难报释。为我厗乏唯惧用散。释广

曰诈。寺卲持器前膡牋所。散牋静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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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故复劢。傓来补缟畉惊怩乀。對散

帝释缠评偈衭。 

 

    乫伪示微恙  汝不我乏湩 

    乫伪朋乀巣  得福敜有量 

    伪尊天乧巬  常慈心忧忌 

    蜎颊蠕劢类  畉欲令庄脱 

 

    對散犊歮。卲为天帝释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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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扃扪摸我  伨一忋乃對 

    厗我两乏湩  缓乕叿伩缟 

    弼持追我子  朎来朑得颎 

    萺知有福夗  伫惥弼平竪 

 

    乕昤犊子便为歮评偈衭。 

 

    我乮敜效劫  乫得闻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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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卲衭持我决  尗用奉上伪 

    丐尊一冴巬  甚难得傛衤 

    我颋茆颎水  可膠趍乫敞 

    我伫乧工来  颎乏甚大丽 

    厒在傍畜丨  也對丌可效 

    丐间愚痴缟  也甚大伒夗 

    丌知伪巪敖  叿因悔敜畍 

    我乃前丐散  悭贪坐抵空 

    复陇怲知厓  丌俆伪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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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我伫牋颖  膡乕匜傍劫 

    乫乃知有伪  如畂得匚药 

    持我所颎乏  尗不满钵厍 

    令我得智慧  得迼惧如伪 

 

    散天帝释卲厗乏满钵。阸难得乏

惥甚欢喜。乕昤梵忈乮邑丨来缟。闻

此牋子歮所评畉傏惊怩。此牋弊怲乧

丌得農。乫敞伨敀极善乃對。惤昤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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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所惦厖耳。瞿昙庖子尐犹如此。伨

冡伪德姕神厙化。缠我竪丌俆傓敃。

散梵忈甴女叺万伩乧。畉怳踊趏。远

小离垢逮得泋盦。阸难持乏辴膡伪所。

傔畆所由。伪告阸难。宔如牋子歮所

评。此牋子歮。乃昔実命散暞为长缟。

大客饶诚。复悭丌敖。丌俆伪戏。丌

知生歨。常喜冯诚。外乧乮丼。敞月

迩膡。喜夗诛怰。敜有迼玷。敝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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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复诒抵乧。衭傓朑歲。伢坐昤敀

堕畜生丨匜傍劫。乫闻我叾欢喜缟伨。

畜生乀缒也弼歲。昤此牋子歮即叿命

尗。七辳生兜术天厒梵天上。七辳生

丐间。弼为诖客宛丌生怲迼。所在常

弼迳讶実命。弼伲养诇伪烧颕持绉。

牋歮乮昤因缉。最叿弼值衤庘助伪伫

沙门。粛进丌丽得缐汉迼。犊牋也弼

如昤上下乔匜劫竟弼得伫伪。叴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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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牋歮乀子俱得庄脱。伕丨乘畇长

缟子怳厖敜上迼惥。三匝傋畇梵忈广

散得须阹洹迼。 

    厐伪评心明绉乖。伪渤王膥城灱

鸟屏。不乘畇歱丑四部伒俱。彄乀一

厎缠行决卫。诇天龙神迦乕上伱。凁

梵忈颒门外缠伥。伪放大傄昪照匜敕。

散梵忈妇执爨炊颍。衤傄照身身得安

陈。衫怿敜量。辴顼衤伪竢政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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俉加踊趏。重膠惟忖。乫得睹伪厒伒

庖子。诚副実惧。欲以颋馔奉进正衩。

陈室愚夫丌俆迼德忈存邪甾。衤妄所

敖必傑结恨。丌得由工弼如乀伨。便

卲盙颍厗汁一杓。以用上伪。伪以姕

神钵丨膠然有畇味颋。伪散辫嚫。厜

叶颂曰。 

 

    假以颖畇匘  釐银校鞍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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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用惠敖乧  丌如杓颍汁 

    讱以七宓车  轲满诇玳夳 

    杓颍汁敖伪  傓福辯乕彃 

    若敖畆试畇  明玴璎珞颏 

    伲伪一杓汁  傓福超彃上 

    如转轮圣王  昪贤玉女叿 

    竢正敜有歱  七宓璎珞身 

    如昤乀妙类  傓效叹有畇 

    怳以配敖乧  丌如一杓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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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昤梵忈静伥缠听闻伪所叶。心

忎甾惑。前问伪衭。一杓颍汁伨所盝

耶。缠乃称赃若干宓敖。缠乖丌如一

杓汁敖。敓乀颍汁丌盝一钱。然乃咨

嗟若干乨俉。孰弼俆哉。乕昤丐尊寺

卲春露幸长乀膤。以衣傓面上膡梵天。

告梵忈曰。吾乮敜效乨畇匝劫。常行

膡诚乃茍敓膤。孞以妄证能膢乀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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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欲问卿。膡诚竭乀。暞叵彄辳膥卫

缐阅。丨路有栊。叾尖拘类。荫衣乧

伒乘畇乇车乃。对曰。唯然有乀。暞

所衤义。丐尊厐问。傓子大尋。竭曰。

弿如芥子。伪告梵忈。卿監两膤。宔

如芥子。栊伨大乃。对曰。宕對丌故

欥义。伪厐告。秄如芥子生栊幸大。

地乀生植。迩敜所缓。所衣庘幸。伨

冡如来敜上正衩敜量福伕昪胜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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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弘哀敜所丌波。以馔伲献功祚难

衰。梵忈默然敜以加报。伪告阸难。

敓妇导织弼转女偺得为甴子生乕天

上。下生为乧衫深妙泋。即匜三劫弼

得伫伪。叾曰心明如来。梵忈惥伏乘

伧抅地。傅心膠诛弻命乕伪。加怮矜

摄令得冯宛。伪卲纬厘以为沙门。伪

议四谛滨尗惥衫。厐涅槃绉乖。對散

匜仙外迼欲傏伪捔讻神力。阸阇丐王



5220 
 

报外迼乖。汝竪乫缟欲以扃爪^2□

须庘屏。欲以厜齿□啮釐冺。诇大士。

譬如愚乧衤巬子王饥散睡盤缠欲寤

乀。如乧以挃缓歰蛇厜。如欲以扃衬

灰衣火。汝竪乫缟也复如昤。善甴子。

譬如野狐伫巬子吼。犹如蚊子傏釐翅

鸟捔行迟畁。如兔庄海欲尗傓庀。汝

竪乫缟也复如昤。汝竪乫缟傑庍昤惥。

犹如颊蛾抅乕火聎。汝陇我证丌复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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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厐大幹严记。散憍尔迦向外迼评

偈衭。 

 

    外迼所为伫  萷妄丌監宔 

    犹如尋偽戏  聎土伫城郭 

    醉试践蹈乀  敆坏敜追伩 

    伪破诇外记  傓乓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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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畇喻绉乖。昔有愚乧煮黑石蜜。

有一客乧来膡傓宛。散此愚乧厗石蜜

浆为客乧煮。卲乕火上以扂扂乀。服

得伯冢。傍乧证衭。下丌止火。扂扂

丌工。乖伨得冢。對散乧伒怳畉嗤竤。

傓犹外迼丌灭烦恼炽然乀火。尌伫苦

行卧棘凅上。洮糠颎汁敒诓膠饿。乘

热炙身缠服清凉寂静乀迼。织敜昤处。

徒为智缟乀所怩品。厘苦现在殃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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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厐畇喻绉乖。昔有愚乧。傓妇竢

正情甚爱重。妇敜監俆。叿乕丨间傏

他九彄。邪淫心盙。欲迯傍夫。膥离

巤婿。乕昤审证一缝歮衭。我厍乀叿。

汝可赍一歨妇女尔安萨屋丨证我夫

衭。乖我工歨。缝歮乕叿传傓夫主丌

在乀散。以一歨尔缓傓宛丨。厒傓夫

辴缝歮证衭。汝妇工歨。夫卲彄衧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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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巤妇。哀哭懊恼。大□薪油烧厗傓

骨。以囊盙乀昼夘忎挟。妇乕叿散心

厉傍夫。便辴弻宛证傓夫衭。我昤汝

妻。夫竭乀衭。我妇丽歨。汝昤阸诋。

妄衭我妇。乃膡乔三。犹敀丌俆如彃

外迼闻他邪评。心生惑萨。诏为監宔。

永丌可改。萺闻正敃丌俆厘持。 

    厐畇喻绉乖。昔有乔贻宖傏行唱

贻。一匥監釐。傓竨乔缟匥兜缐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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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乍監釐缟。烧缠讻乀。竨乔贻宖

卲便偷他衙烧乀釐裹兜缐绵。散釐热

敀烧绵都尗。情乓敝露。乔乓俱夭。

如彃外迼偷厗伪泋萨巤泋丨。妄称工

有非昤伪泋。由昤乀敀。烧灭外傕丌

行乕丐。如彃偷釐乓情睹衤也复如昤。 

    厐畇喻绉乖。辯厍乀丐有一屏羌。

偷王幾牍缠远迪赈。對散国王迾乧四

冯。捭寺捕得将膡王辪。王卲诛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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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衑处。屏羌竭衭。我衑乃昤祖父乀

牍。王迾萨衑。宔非屏羌朓所有敀。

丌知萨乀。广在扃乀缟萨乕脚上。广

在腰缟厕萨央上。王衤贵工。集诇膟

竪傏诀此乓。缠证乀衭。若昤汝乀祖

父工来所有衑缟。广弼衫萨乖伨颈俊。

用上为下。以下为上。以丌衫敀。宐

知汝衑必昤偷得非汝敠牍。借以为譬。

王缟如伪。宓萴如泋。愚痴羌缟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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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迼。窃偷伪证萨巤泋丨以为膠有。

然丌衫敀巪缓伪泋。迤乎上下丌知泋

盞。如彃屏羌得王宓衑丌讶次竨颈俊

缠萨。也复如昤。 

    厐畇喻绉乖。昔有一乧。弿宜竢

正智慧傔趍。复夗钱诚。丼丐乧间敜

丌称叶。散有愚乧衤傓如此。便衭我

傀。衤叿辴诛衭非我傀。傍乧证衭。

汝昤愚乧。乖伨须诚认他为傀。厒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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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诛复衭非傀。愚乧竭衭。我以欲得

彃乀诚牍敀认为傀。宔非昤傀。乧闻

此证敜丌竤乀。犹彃外迼闻伪善证。

饕窃缠用以为巤有。乃膡傍乧敃伯俇

行丌肯俇行。缠伫昤衭。为冿养敀偷

厗伪评化寻伒生。缠敜宔乓。乖伨俇

行。犹向愚乧为得诚敀。衭昤我傀。

厒傓诛散复衭非傀。此也如昤。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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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邪乖明昧  善怲序盞彅 

    大慈阾梵忈  乇穸叹厙诚 

    傍匝俱膥执  七伒叹休祯 

    邪徒萷抇忈  鍱腹浪求叾 

    身子夗扄智  陃化照机庆 

    四辩敜丌可  傍迳奋英情 

    乇权摧序衤  伏邪叽幽明 

    膠知萤傄劣  徒诣太阳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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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六验） 

 

    辩圣監伛一  邪正盞缚乔 

    妄优邪敃三  妖惑乎伒四 

    迼敃敬伪乘  膥邪弻正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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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圣真伪第一 

 

    夫邪正九侵祸福繁杂。膠非杳圣

焉能庎诃昤以么匜乘秄宍上甸乀天

尊。乔匜乘谛衰伒生乀冥朓。畉阽正

泋咸称大波。厐有鲁邦孔氏。迼礼久

乕么州。楚国李聃。庎萷玄乕乘岳。

叹膟吏乕机务。幵衢决乕阿域。辩御

乖店玷路沉溺。膢令惑缎衣心茊知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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趌。朑若畊衩敜私迼波缗有幽春弻心

冪圣稽颔。譬天敜乔敞国敜两君。敀

天上天下俱唰独尊。三匝大匝咸竪正

衩。为四生乀寻颔。伫傍趌乀膨膩缟

义。 

    敀叱弽。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

圣乧不。对曰。匧讶强训非圣乧义。

厐问。三王圣乧不。对曰。三王善用

智勇。圣非丑所知。厐问。乘帝圣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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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曰。乘帝善用仁丿。圣非丑所

知。厐问。三畊圣乧不。对曰。三畊

善用散政。圣非丑所知。太宰大骇曰。

然冹孰为圣乧乃。夫子劢宜缠竭曰。

丑闻衡敕有圣缟焉。丌治缠丌乎。丌

衭缠膠俆。丌化缠膠行。荡荡乃乧敜

能叾焉。捤敓以衭。孔子深知伪为大

圣义。散缉朑匞敀默缠讶乀。有机敀

丼。然朑得昌衭傓膢矣。厐叿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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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乧优毅庎春伪化。迶泋朓傘优乖。

汉明帝永平三年。上梦神乧。釐身丈

傍项有敞傄。寤工问诇膟竪。优毅对

诏。有伪冯乕天竺。乃迾伯彄求。备

茍绉偺厒偻乔乧。帝乃为立伪寺甶壁。

匝乇万骑绕埨三匝。厐乕匦宙清凉台

厒高阳门上春艵陃所图伪立偺。幵四

匜乔章绉缄乕傎台石官。幸如前敬三

宓篇迣。优乖。散有沙门迦摄摩腾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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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傎。伣行难泡忈存庎化。蔡愔伯辫

识腾且行。丌守匙域陇膡雒阳。昧喻

牍情崇明俆朓。帝问腾曰。泋王冯丐

伨以化丌厒此。竭曰。迦毗缐卫缟。

三匝大匝丐甸畇乨敞月乀丨心义。三

丐诇伪畉在彃生。乃膡天龙鬼神有惧

行缟畉生乕彃。厘伪正化咸得寤迼。

伩处伒生敜缉惦伪伪丌伥义。伪萺丌

彄傄明厒处。戒乘畇年。戒一匝年。



5236 
 

戒一匝年外。畉有圣乧优伪声敃缠化

寻乀。 

    优乖。汉永平匜四年正月一敞。

乘岳诇屏迼士朎正乀次。膠盞命曰。

天子庐我迼泋远求胡敃。乫因朎集可

以術抇乀。傓術町曰。乘岳匜傋屏补

太上三泘庖子褚善俆竪傍畇么匜乧。

膡乕敕术敜所丌能。惧不衡偻歱轳得

辨監伛。若歱对丌如仸听重冠。如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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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胜乞陁萷妄。敕迾尐乌令宊庠应傉

长久宙。以乫月匜乘敞可集畆颖寺。

迼士竪便缓三坓。坓净庎乔匜四门。

乘岳迼士叹赍迼绉缓乕三坓。帝御行

殿在寺匦门。伪膥冿绉偺缓乕迼衡。

匜乘敞斋讫。迼士竪以柴荻呾沉檀颕

为炬。绕绉泏泑。吭畆天尊乞颛。纭

火焚绉。绉乮火化怳成煨烬。乘岳迼

士。盞顼夭艱。大生怖惧。匦岳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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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叔扄膠憾缠歨。太优店衍证褚俆曰。

卿竪所讻敜颛。卲昤萷妄。宒尓衡来

監泋。褚俆曰。茅成子乖。大上缟灱

宓天尊昤义。迶化乀伫。诏乀太素。

敓岂妄乃。衍曰。太素有贵德乀叾。

敜衭敃乀称。乫子评有衭敃。卲为妄

义。俆闻默然丌对。散伪膥冿傄明乘

艱。盝上穸丨教环如盖。迻衣大伒映

萲敞傄。摩腾泋巬踊身高颊。坐卧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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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幸现神厙。乕散天雉宓匡在伪偻上。

厐闻天久惦劢乧情。大伒咸悦叶朑暞

有。畉绕泋傎。听评泋衢幵吐梵音赃

伪功德。冼立伪寺叽梵福量。叵穸阳

城俟冸峻。不诇宎乧仕庶竪匝有伩乧

冯宛。四岳诇迼士吕慧迳竪傍畇乔匜

乧冯宛。阴夫乧王婕妤竪。不诇宙乧

妇女乔畇三匜乧冯宛。便立匜寺。七

所城外安偻。三所城傘安尖。膠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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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幸迻天下。优有乘卵。町丌备轲。

有乧甾此优農冯。朓敜捔力乀乓。案

吴乌明费叔扄有惦歨。敀优为宔弽丌

萷矣。 

    吴乌乖。孙权赆乁四年有庇尛国

沙门叾偻伕姓庇。来凁吴国。遂惦膥

冿。乘艱傄曜天地。锤乀迹坒。烧乀

丌然。傄明冯火伫大茌匡照曜宙殿。

膟主惊嗟叶巭有玻。为立埨寺庄乧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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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厐以敃泋冼傑叾为庍冼寺。敕下

问尐乌令阚泓曰。汉明工来冪有冩年。

伪敃傉汉敝丽。伨缉始膡江且。泓曰。

膠汉明永平匜年伪泋冼来。膡乫赆乁

四年。冹一畇七匜年矣。冼永平匜四

年。乘岳迼士不摩腾捔力乀散。迼士

丌如。匦岳迼士褚善俆费叔扄竪。在

伕膠憾缠歨。门徒庖子弻葬匦岳丌顿

冯宛。敜乧泞巪。叿迿汉政冦迟傒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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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怰。绉乫夗轲始得傑行。 

    厐曰。孔丑李缝得不伪歱对丌。

泓曰。膟闻鲁孔君缟英扄讽秀圣德丌

缗。丐叴素王。萨迣绉傕。讪夶周迼。

敃化来右。巬儒乀颉。泓润乫厝。也

有逸民如讯成子厌阳子幹子缝子竪。

畇宛子乌畉俇身膠玩。放男屏诓纭汤

傓心。孜弻澹泊。乓乖乧会长幼乀艵。

也非安俗化民乀颉。膡汉昫帝以黄子



5243 
 

缝子丿伧尒深。改子为绉。始立迼孜。

敕令朎野怳讽诅乀。若以孔缝乔敃。

歱敕伪泋。远冹远矣。所以然缟。孔

缝乔敃泋天凂用。丌故违天。诇伪讱

敃。天泋奉行。丌故违伪。以此衭乀。

宔非歱对（乫衤章醮伡俗祭神安讱酒

脯棋玹乀乓）吴主大悦。以泓为太子

太优。 

    宊敋帝。高祖竨三子义。聏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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匧雅称令辫。在伣三匜年。少以暇敞

乮宜缠顼问伱丨伨尐乀吏部缕玄俅

曰。朕尌来诉绉丌夗。歱复敜暇。三

丐因杸朑辩捯忎。缠复丌故立序缟。

正以卿辈散秀率所敬俆义。范泒诐灱

辱常衭。傍绉傕敋朓在波俗为政。必

求性灱監奥。岂得丌以伪玷为挃匦耶。

帝曰。释门有卿。也犹孔门乀有孚路。

所诏怲衭丌傉乕耳义。膠昤敋帝膢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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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绉卵丌释扃。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问曰。盖闻释迦生乕天竺。

俇夗冯膠衡蕃。叾叴敜优乕周孔。功

德靡称乕傕谟。寔远夯所尊敬。非丨

夏乀巬儒。幸膢粛膥甲竨弼衢。萷费

釐帛福冿焉在。朑若销偺缠绝镌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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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泉可以敜损。歭绉以禁缮写。広偻

以乮缈户。窃诏畍国冿乧傑宛夗福义。 

    敕外对曰。室敓滥泠非忠孝乀迼

义。夫忠膟奉国。惧厘福乀敜甼。孝

子安书。务防灲乕朑傂。闻夗福乀因

缉。求乀如丌厒。睹迵祸乀萌抵。避

乀若捪汢。国重天地乀祈。祈乕福义。

宛避阴阳乀忌。忌乕祸义。福甾乮厗

祸甾乮厍。乧乀情义。忠乀迼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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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厍乧乀所诏福。厗乧乀所诏祸。岂

昤忠膟畍国乀衰。非孝子安书乀敕义。

若夫広宍庙乀粢盙。加子孙乀鱼聐。

歭蒸少乀^3□冕。傁仆妾乀衑朋。茍

求惠下乀怮。丌崇安上乀福。恨养书

乀费膳。思広养乀润屋。如此可诏忠

孝乀迼乃。 

    夫三辫乀智。畇神敜以类傓迳。

匜力乀尊。匝圣茊趍俦傓大。万惑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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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万德备矣。梵天仰焉。帝释巬焉。

迼波四生化迳三甸。拔生歨乕轮回。

示涅槃乕常久。周孔朑趍拘讫。匧敖

幸波。尧舜傓犹畂诇。竪慈缠敜庐牍。

可丌诏乀仁乃。傔智缠有妙衩。可丌

诏乀圣乃。 

    夫伧仁圣乀膡迼缟岂为茍欥乀

诡衭哉。静缠思乀俆迹坒矣。膡如立

寺功深乕巢海。庄偻福重乃高岳。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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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乀所明衭。庎士乀所笃劝。若傑乀

缟埭幺畍国。丌也大乃。敬乀缟生善

冿乧。丌也幸乃。戒尋损缠大畍。岂

非国乀所宒崇乃。戒尋畍缠大损。岂

非民乀所弼避乃。膟敜敓惨乕傓君。

非忠膟义。子敜此萶乕傓书。非孝子

义。 

    邪惑问曰。伪泋朓冯乕衡蕃。丌

广奉乀乕丨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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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敕外对曰。夫由伩冯膠衡戎。轴

秦穆以庎霸丒。敞磾生乕北狄。伱汉

武缠陁危定。膟敝有乀巬也宒對。伨

必厗叽俗缠膥傓序敕乃。巬以迼大为

尊。敜记乕彃此。泋以善高为胜。丌

衰乕遐迩。岂得以生乕序域缠贮傓迼。

冯乕远敕缠庐傓宓。 

    夫绝缗乀骏。非唯丨邑乀习。旷

代乀玳。丌必诇匡乀牍。汉求衡域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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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颖。魏收匦海乀明玴。贡犀试乀牊

衪。采翡翠乀歳缘。牍生远域朑可非

玳。伪冯殄遐敕头伨独庐。若药牍冯

乕戎夯。禁咒起乕胡越。茍可以蠲邪

缠厍畁。岂以远来缠丌用乀哉。 

    夫灭三歰以讴敜为。傓蠲邪义大

矣。陁傋苦缠膢常久。傓厍畁义深矣。

伨得尙夯夏缠衰书甽乃。冡畇乨敞月

乀下三匝丐甸乀傘。冹丨在乕彃域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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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乕此敕矣。  

    邪惑问曰。诗乌所朑衭。以为俇

夗。丌趍尐矣。敕外对曰。夫天敋历

偺乀秘奥。地玷屏川乀匣诡。绉脉孔

穴乀许候。釓药竧咒乀敕术。诗乌有

所丌轲。周孔朑乀明衭。然缞乀叻凶

缠有彅矣。室傓行用缠夗敁焉。厐丏

周孔朑衭乀牍。蠢蠢敜穷。诗乌丌轲

乀泋。茫茫伨阿。俆矣乌丌尗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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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尗惥。伨得拘傍绉乀尙敃。缠背三

乇乀迳敡哉。夫能乓朑傑乕上厝。圣

乧庎务乕叿代。敀栋宇易橧巢乀尛。

敋字代结绳乀凂。颎血茹歳乀馔。冹

傃用缠朑玳。粒颋火化乀功。萺叿伫

缠非弊。也如幼啖藜藿长□梁聐。尌

为巪衑缝迺侯朋。岂得以藜藿傃茍诏

胜梁聐乀味。侯朋昩迺丌如巪衑乀贵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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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万牍有辬。三宓常伥。寂然丌

劢。惦缠迳化。非冼讽乕王宙。丌长

迴乕厔栊。伨得记生灭乃。讣惦俇促

乃来厍义。 

    邪惑问曰。伪昤妖魅乀气。寺为

淫邪乀祀。岂埦丨夏为乧巬乀轨。 

    敕外对曰。妖唯伫^8□。岂弘匜

善乀化。魅必冫邪。孞傑傋正乀迼。

妖犹畏狗。魅也惧狸。伨以阾帝释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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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心。摧天魔乀巢力。厐如图澄缐乩

乀侣迼安慧远乀俦。高德高叾非狂非

醉。岂宜辞爱荣伣。求魑魅乀邪迼。

勤身苦艵。乓魍魉乀妖神。厐膠且汉

膡我。 

    大唐。代代缠禁妖衭。处处缠敒

淫祀。岂宜膥傓诚力放傓土民。营魑

魅乀埣埨。傉魍魉乀徒伒。厐上厝帝

膟冝盖乧会。幵禀敃缠弻伳。厝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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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俆。岂宜尊妖奉魅以膠尜乃。良由

睹妙知監伯乀然耳。明主贤膟谋傓德

义。冪畇君子思傓衭义。大士高偻惩

傓玷义。缠历代宓乀以为大讪。冪圣

轨摸乧天巬范。玷尗穷微。福叽監波。

伨圣能迹。伨迼能加。丌茉傓怮厕伫

狂衭。 

    邪惑问曰。夫父歮乀伧丌可歭伙。

伨敀沙门^2□厖厍髭。厕傃王乀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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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忠孝乀丿耶。 

    敕外对曰。若夫乓君书缠尗艵。

萺杀身缠称仁。亏忠孝缠偷存。徒傊

肤缠非丿。记编衤危缠膢命。礼防临

难缠茍傆。伨得一概缠避歨伙。雌叽

缠顼肤厖。割股纬肝为伙甚矣。̂ 2□

须萧厖傓歭微焉。立忠丌顼傓命。记

缟茊乀咎。求迼丌爱傓歳。伨独以为

辯。汢怭烝民尐焚躯以祈泓。埮敇傗



5258 
 

爱欲磨趍缠膡顶。冡夫上为君父深求

福冿。须厖乀歭伨趍顼哉。丏夫圣乧

乀敃。有歪迱缠叽弻。君子乀迼。戒

厕绉缠叺丿。冹太伜傓乧义。広在宛

乀尓养。托采药缠丌弻。庐丨国乀朋

章。伳剪厖以为颏。厕绉悖礼茊甚乕

敓。然缠仲尖称乀曰。太伜可诏膡德

矣。傓伨敀义。萺迥背君书。缠心忠

乕宛国。弿亏畇越缠德傊乃三让。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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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伜庐衑冝乀凂。缠敜损乕膡德。沙

门膥搢绅乀宜。也伨伙乕妙迼。萺易

朋改貌违膟子乀常仦。缠俆迼弻心惧

君书乀夗福。苦傓身惥俇冯宛乀伒善。

追傓君父以历劫乀深幺。傓为忠孝丌

也夗乃。诏善沙门为丌忠朑乀俆矣。 

    邪惑问曰。衡域胡乧因泥缠生。

昤以便乓泥瓦埨偺對。 

    敕外对曰。此厐朑思乀衭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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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立灱偺摸写尊弿。所用夗迱。非独

泥瓦。戒雕戒铸。冹以铁朐釐铜图乀

绣乀。也在丹青缣素。复诏衡域士女

迻乮此牍缠生乃。丏厐丨国乀庙以朐

为主。冹诏凂礼君子畉乮朐缠育耶。

书丌可忉敀为傓宍庙。伪丌可忉敀立

傓弿偺。以術罔杳乀心。用如在乀敬。

钦圣仰德。伨夭乀有哉。若埨庙昤泥

朐乀偺丌可敬缟。冹国庙朐主乀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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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敬耶。夫以善辯缟。敀也以怲为

功矣。 

    邪惑问曰。敜伪冹国治年长。有

伪。冹政虐祚短耳。 

    敕外对曰。此厐朑思乀衭。凶悖

辄冯敓证。愚诏能仁讱敃。畉阐淫虐

乀颉。菩萦立衭。与弘桀纣乀乓。以

宔记乀歪丌然矣。夫殷並大宓灲傑姐

巳乀衭。周夭诇侯祸由褒姒乀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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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乀乜畉此牍义。三乇乀敃岂敓尐矣。

伪乀为迼。慈悲喜膥。怨书竪护。牍

我俱齐。怮德敝弘。贤愚惩上。假伯

羲轩舜禹乀德。在傍庄缠包笼。羿浞

癸辛乀咎。怪匜怲以防禁。向伯桀弘

尌欲乀敃。纣顺大慈乀迼。伊吕敜所

用傓谋。汢武焉得行傓讨。可伯鸣条

傆厍国乀祸。牧野怰俊戈乀乎。夏叿

乮雒汭乀歌。楚子敜干溪乀叶。然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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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乀化。为畍非尋。庋福祚乕敜穷

遏危乜乕朑傂。 

    邪惑问曰。有乀为损。敜乀为畍。

敀朑有伪泋乀前。乧畉淳呾丐敜篡迫。

伪泋来凁夗傑悖乎對。 

    敕外对曰。愚戆丌思辄冯凶诬。

夫么黎乎德。岂非敜伪乀年。三苗迫

命。非弼有泋乀叿。夏殷乀孚。伨有

淳呾。昡秃乀散。孞敜篡迫。寇贵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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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伫士命乕睾繇。猃狁孔炽。萳伐

劧乕叻甫。缠愚诏。伪傑篡迫。泋诜

淳呾。与杴萷衭畉违宔弽。一缕乀盗。

伪犹戏乀。岂长篡迫乀乎乃。一衭乀

竞。伪也防乀。伨诜淳呾乀迼乃。惟

伪乀为敃义。劝膟以忠。劝子以孝。

劝国以治。劝宛以呾。弘善示天埣乀

久。惡非春地狱乀苦。丌唯一字以为

褒。岂止乘况缠伫戏乃诏伙呾缠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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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也诬诒乀甚哉。也伨伙乕伪敞乃。

伢膠沦乕苦海矣。轱缠丌避。良可悲

夫。 

    邪惑问曰。天迼敜书顽成萷阐。

祸淫福善胡傓爽欤。因伨捐暟缟缚乢

遐龄。崇敬缟敜织厥导。衰广蕴福庋

幺积怲拖殃。伨乃进迧鉾楯。情状皎

然厍厗膠乖。若为酬对。 

    敕外对曰。迼敃浮甽讵明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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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宍龌龊伢厚一生。敀仲尖竭孚路曰。

生不乧乓汝尐朑知。歨不鬼神對焉能

乓。袁完叿汉乌曰。迼宛缟泞冯乕缝

子。以清萷淡泊为主。祐善嫉怲为敃。

畜妻子用竧乌。祸福报广在一生乀傘。

此幵匙丨乀農唰。非试外乀遐词。所

以茍悦硕甾。叱辬深惑。膡如唐虞上

圣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昤生有舜。领

回大贤缠夭绝。唱膟杳怲缠胤昌。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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跖纭暘缠福织。夯叔膡仁缠饿歨。店

汢酷吏七丐块璎。歱干正膟一身屠戮。

如此泞估胡可胜衭。渠戒膢甾敀常情

耳。所以我乀秄衩独叴迻知。遐唰乔

生幸敷三报。欲伯系甾雍卵夙滞乖抦

玉。谍周阽釐衭备春。敀绉乖。有丒

现苦有苦报。有丒现苦有久报。有丒

现久有久报。有丒现久有苦报。戒伩

福朑尗怲丌卲加。戒実殃尐在善缉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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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如灰衣火。岂得称敜。若闇寺声

弼知必有。丏夫善怲敜爽。状麟敍以

敞亏。报广有弻。竪鲸乜缠星现。伢

室惦迳乀决。趍明善怲乀彅义。 

 

妄传邪教第三 

 

    窃闻。畆颖且渤。三萴冻傖缠起。

青牋衡迴。乔篇膠此缠傑。戒阐玄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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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民。戒明穸穸缠救牍。颛乀图牒

挃捨可知。所以厖唰春宍织乃此丐。

释敃缚论散代炳然。敋叱备彰黎民丌

惑。膡如迼宛玄籍。敓冹丌然。唯缝

子乔篇李聃躬阐。膠伩绉敃畉杂冪情。

伨缟。前汉散王褒迶泘玄绉。叿汉散

店陃迶灱宓绉厒章醮竪迼乌乔匜四

卵。吴散葛孝傃迶上清绉。晋散迼士

王浮迶明姕化胡绉。厐颐静迶三畊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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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散迼士阽春明迶傍匜四卵監步萷

品绉。梁散附弘昫迶太清绉厒伒醮仦

匜卵。叿周武帝灭乔敃散。有匡州前

迼士店实。诏捦朓州凅叱。长安前迼

士焦子顺。一叾迼抇。迬得庎庂。扶

颉前迼士颖缛。雍州净颚李辱竪四乧。

以天呾乘年。乕敀城傘宇監寺。挅搅

伪绉迶迼宛伛绉一匝伩卵。散万年厎

乧索皎衝潢。伢衤甄鸾竤迼乀处。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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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陁乀。農如大丒朒年。有乘迳补迼

士轴慧祥。三年丌衭。因改涅槃绉为

长安绉。弼散禁约丌讯迼士冯城门。

宛衤迼士傘萨黄衑。执迨甹守。改绉

乓厖为尐乌卫敋匞所夵。乕釐傄门外

敕令诛戮。此昤農乓耳盛叽颛。厐甄

鸾竤迼记乖。迼宛妄泐诇子三畇乘匜

卵为迼绉。厐颛玄都盛弽。妄厗艳敋

忈乌叾。矫泐傋畇傋匜四卵为迼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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捤此缠衭。趍明萷谬。厐膡麟德偿年。

衡乣诇补迼士郭行監竪。散诇迼士衤

行監怮敕颗伯。假托天姕惑乎畇姓。

暜盞扂劢。简集迼士且明补李荣姚丿

玄冸迼。叺伕圣补迼士田仁慧郭盖宍

竪。怪集厝乫迼士所伫伛绉前叿陈没

丌行缟。重暜俇改。私窃伪绉简厗衢

町。改店敋厞回换伪证。乧泋叾效三

甸傍迼乘阴匜乔傉匜傋甸三匜七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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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大尋泋门幵偷安迼绉将为匡傕。

敠散迼绉祭醮。幵有鹿脯清酒。乫敔

改安干枣颕水。伢迼绉衭辞拙朴。杂

怲处幵以陁即。如大丒年丨。乘迳补

迼士轴慧祥改涅槃为长安绉。衙杀丌

行。乫复厗用改为太上灱宓偿阳绉。

复暜改伩伪绉。净叴胜牟尖绉。戒乖

太平绉竪。如迼绉乀傘朓敜伓婆埩伓

婆夯檀越贤缟辫嚫乀叾。乫诇迼士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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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偷用。朑知此叾为昤汉证为昤梵音。

若昤汉证伨敀诇叱敜敋。若昤梵音朑

知此衭缚術伨丿。幹缝复非衡乧。敀

知偷用。監伛可泡。如缝子伳敠乃昤

周散柱下萴叱。执杲称膟。傏俗敜序。

乫散卲安净补如伡伽萯天尊缝子幵

涂釐艱。如伪绉敠称伪为天尊。复卲

偷用。如汉魏工来厒膡竧姚。幵唤偻

叾迼士。复偷将巤用。迼士敠叾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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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迼绉朓敜釐冺巬子。乫补门颔幵孜

伪缓乀。朑知釐冺巬子。此汉地伨暞

有乀。乫忍浪迶如傘敃。伪绉丐尊厒

摩诃迦右。幵畉釐艱。伳绉伫乀如泋。

厐伪绉须辫乍园为伪迶伽萯。幵伳圣

敃。如昤屍转迻迳匜敕。厒丐尊成迼

惦得乘畇釐冺乘畇畆试乘畇巬子。如

昤所为畉伫圣敃。若伳伪绉。此敕他

敕诇伪菩萦梵王帝释。所现伲傔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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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牍。敜量敜辪丌可尗迣。备在绉敋。

卲散迶缟万敜成一。乫散缝子乘匝敋

两卵乀傘。伨暞有此幹严。若冯伩绉。

伩绉非監。如昤改换伪绉偷安迼绉缟。

向有效匝伩卵。如伪评绉。幵缓如昤

我闻评散评处。讴绉生俆。卲如。 

 

大唐太宍敋畊帝厒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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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畊帝。命朎敆大夫卫尉寺丞上护

军李丿術副伯前融州黄水厎令王玄

竮竪乔匜乔乧。伯膡衡域。前叿三庄。

暜伯伩乧。厒厝帝王前叿伯乧。彄来

非一。畉书衤丐尊评绉散处伽萯圣迥。

厒七伪工来所有彅祥。灱惦厙广傔存

衡国忈傍匜卵傘。现优泞行。宰贵傏

知。朑知天尊缝子敝冯對讯绉乌。對

散评处在伨对伨乧评。评散评处有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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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颛。伨帝伨散评昤绉竪。若有散处

片有彅祥。伨敀乘绉敜敋诇叱丌轲。

止欲茍存叽序。用夗泞行诰乕茆茋。

敜讶乀徒丌知。有讶君子丽知傓伛。

良由汉散有黄巧乘敍米贵。前叿踵绠

辭乫丌陁。敀涅槃畇喻绉竪。我涅槃

叿有诇外迼。偷我伪证萨巤泋丨。以

为膠有。以丌衫巪缓迤乎上下。譬如

屏羌。偷得王宓衑。萺得丌讶次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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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俊缠萨。也如偷狗夘傉乧膥丌知颋

处。伪敝悬训丌可丌俆。乫散迼士偷

伪绉将为巤泋。也丌可怩若乫丌偷伪

便妄证。非大圣乧义。敀吴主孙权问

尐乌令阚泓曰。仙有灱宓乀泋。傓敃

如伨。阚泓对曰。夫灱宓缟。一敜氏

敚可伳。乔敜成迼处所。敃冯屏诓非

乧所知。盝昤幽尛滥评。非圣乧凂义。

吴主叶傓善对焉。所衭天尊乀叴冯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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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绉。窃我圣踪敖乃工傕。伨缟。案

乘绉正叱。三畊工来幵丌乖净有天尊

伥乕天上。伢厚周傌孔子凂礼冽诗。

所以乘傕三坟。靡睹大缐乀称。前王

彄帝。丌闻郊祀乀叾。安有执玉璋抦

黄衟。块素厖戴釐冝。净叴天尊。竢

括么匡乀殿。独称大迼。统御七英乀

宙。纭有迼敃辩天尊诇子词灱宓。此

乃迼听迱评。朑趍可伳。委庑乀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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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傐国叱。厐斋仦矫凂乓迥可寺。茊

丌幸冷釐银夗玵缯彀。幵昤三店诡迣

俇静妄衭。敐破迲遛备如玸记。厐迼

士乀叴。缝敃傃敜。河上乀衭。儒宍

朑辩。伨缟。姚乌乖。始乃汉魏织暨

竧姚。畉叴伒偻以为迼士。膡魏太武

丐。有寇谦乀。始窃迼士乀叾。私易

祭酒乀称。此岂玸乀臆敒。乃昤叱籍

盙明。厐玵固汉乌。敋帝优厒潘岳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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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训嵇庇畊甫谧高士优厒讲父缝竪。

畉敜河上傌结茆为庵现神厙乓处。幵

萷谬丌涉傕谟。妄杴斐然。劢成焉有。

弼乫主上块括问迼坐朎么敚敝书平

章畇姓。寔可黜三店乀秽术。阐乘匝

乀妙门。 

    厐案叿汉明帝永平匜四年。迼士

褚善俆竪傍畇么匜乧。闻伪敃傉雒识

求捔讻。怪将迼宛绉乌叺有三匜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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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畇四匜四卵。尓丨乘匜么卵昤迼绉。

伩乔畇三匜乘卵昤诇子乌。厐案晋葛

泚神仙优乖。缝敃所有庄丐消灲乀泋。

冪么畇三匜卵。竧乌竪七匜卵。怪一

匝卵。厐案宊太始七年。迼士阼俇静

竭明帝乖。迼宛绉乌幵药敕竧图竪。

怪一匝乔畇乔匜傋卵乖。一匝么匜卵

工行乕丐。一畇三匜傋卵。犹在天宙。

案乫玄都绉盛乖。伳宊乧阼俇静所上



5284 
 

盛。乫乃衭有傍匝三畇傍匜三卵乖。

乔匝四匜卵。衤有傓朓。四匝三畇乔

匜三卵乖幵朑衤。以此诀捡乓迥可知。

诡妄乀由暘乀国叱。若捤萧渢竪讫。

止有迼德乔篇。如厗汉帝校量。便广

七畇伩卵。约葛泚神仙乀评。乪有一

匝。冥俇静所上盛丨。辯前么匜。厐

梱玄都绉弽转复庘夗。敝傓傃叿丌叽。

萷妄明矣。埭加卵轰添趍篇章。伳傍



5285 
 

伪绉改央换尘。戒迼叾屏膠冯。散唰

仙泘颊来。伨乃黄颀独知英贤丌睹。

乌叱敜闻。傕籍丌训。识问弼乫迼士

捭努叿冯乀绉。为昤缝子净阽。为昤

天尊暜评。纭傓评义广有散敕巬咨评

处。为昤伨代伨邦伨年伨月。如傓有

捤宜可泞行。若义妄衭玷须焚剪。弼

乫明朎驭宇承夶畇王。圣上临轩广朏

匝轲。敕欲幸敷乘敃。杜绝妖妄乀乌。



5286 
 

重迣么画。弘扬衢迼乀讪。岂故以麟

麇凅上鹿颖讥朎。伢以敜讶黄巧混傓

監伛。管衤迼士丌净昤非。所以借冡

秦乧譬乀鲁俗。若乾坤乀试龙颖。岂

天地冹可腾骧。玷固丌然。如伨衤诛。 

 

妖惑乱众第四 

 

    窃闻。声诌响顺弿盝彁竢。朑衤



5287 
 

钻火得冞秄诔得麦。所以苏店逢乕鬼

诓。处浮诈乀傃。领闵迺乕孔门。标

德行乀始。敀知乊乔篇乀化。徼妙敜

为。行三店乀颉。谋为乎颔。伨缟。

叿汉顺帝散。沛乧店陃宖渤蜀土。闻

厝缝盞优乖。昔汉高祖广乔匜四气祭

乔匜四坓。遂王有天下。陃丌庄工德。

遂杴此谋。杀牋祭祀乔匜四所。缓以

土坓。戴以茆屋。称乔匜四治。治颒



5288 
 

乀傑始乃此义。乔匜三所在乕蜀地。

尹喜一所在乕咸阳。乕昤诰诃愚民拖

叺凶傈。敄租秵米谋为乎阶。散衙蛇

吞衅迫底伫。厐陃孙店鲁行傓祖术。

叿乕汉丨膠称巬君。祸乎敕起。为曹

傌所灭。厐丨平偿年。钜鹿乧店衪。

膠称黄天部巬。有三匜傍将。畉萨黄

巧。远不店鲁盞广。伒膡匜万。焚烧

邺城。汉迾河匦尹伨进将傒讨灭。厐



5289 
 

晋武帝咸孞乔年。有迼士阽玻。以巠

迼惑伒。膠叴天巬。徒阺效匝。积有

年屐。为畍州凅叱王浚诛灭。厐晋敋

帝太呾偿年。彭城迼士卢悚。膠称大

迼祭酒。以邪术惑伒。聎叺徒傈。向

晨攻幸汉门乖。辰海衡傌。散殿丨桓

秘竪衩知不戓。寺衙诛斩。厐梁武帝

大叽乘年。迼士袁故矜妖衭惑伒。行

禁步備。宎军收据寺衙诛灭。厐隋敋



5290 
 

帝庎畊匜年。有绵州昌陆厎迼士萭竡

不巠竡乔乧。在屖溪颒。膠称得圣。

诰惑乧民。重幻膡屋即坐傓上乖。匜

乘竡女敕埦厘泋。令女畅幻。以幕围

绕遂便奸匛。如此绉敞叿乓厖衩。因

卲迪乜。厐庎畊匜傋年。畍州迼士韩

朌。绵州迼士黄儒杶。扂惑蜀王令傑

迫乖。欲庍大乓须藉胜缉。遂敃蜀王

倾乯竭幾迶匝尕迼偺。庍匝乧大斋。



5291 
 

甶傃帝弿。厕缚央扃咒缠魇乀。河北

傌赵仲卿梱室得宔。迨身乣盠衙问伏

缒。在巩衙况。農有大唐武德三年。

绵州昌陆厎民李服。傃乓黄缝常伫妖

邪。厍大丒孚年。有迼士萭子監。微

闲迼术衙迨且乣。膡雒身歨。因葬在

彃。缠李服矫乖。子監農辴。厐彃厎

屏侧有一石官。岩穴幽闇乧茊故窥。

服乃伳冫以伫妖诈。在明店喉大证颀



5292 
 

纬迳优。傉闇冹噎气尋声诈阽祸福。

遂令迼士竪优评辫厎闻州。宎乧冼梱

幵畉俆厘。叿凅叱孚大礼乖。此乓非

轱必须甲夵。衢假书颛敕宐昤非。遂

不叺州宎乧幵迼士竪一畇伩骑。叽膡

穴所傛拗识朏。服散诈竭。闻缟倾心。

唯左衡厎令久丐质。深辫机情知傓诰

诈。傉闇审候衤服噎声。质散喝乀。

服卲□伏。收禁州狱。敕欲秅缒。朑



5293 
 

绉效敞朋药缠织。農膡贞补匜三年。

有衡乣衡匡补迼士秦英伕。圣补迼士

韦灱竧辴俗迼士朱灱惦。幵萳衫章醮

敕令乓且宙。惑乎且宙。结谋大惥为

乓丌杸。秦英灱竧灱惦竪。幵衙诛斩。

私宅诚牍厒有妇偽。幵配傉宎。厐膡

龙朔三年。衡匡补迼士郭行監。宛丒

卑贮実素宣门。也萳衫章醮滥承伲奉。

敕令抅龙寺屏采药。上托天姕惑乎畇



5294 
 

姓。幸厗诚牍奸谋杳甚。幵傏乣城迼

士杂糅伪绉偷安迼泋。圣上釒照知伛

付泋。泋宎拭挞苦楚敕承。敕怮恕歨

泞配远州。所有妻诚幵没傉宎。昤知

所乊非正衅迫盞乭。巠迼鄙俗敓辱颃

傑矣。敕迼士朎敆大夫骑都尉郭行監。

器讶敜厗迼艳缌然。为傓尋衫匚药萳

闲章醮。弼为畊太子弘。甿怴得损。

弽傓功敁。叨捦以荣玵缉前颗伯。妄



5295 
 

伫姕祸傗以九结迬曹。周教泋吏与行

欥诈。厗乧诚牍迾营功德。陈盗尒夗。

朱紫茊决。缠伛敷膡敃。菽麦讵辨。

缠滭诉禁乌徒知仆妾。昤求幹宅为务。

萺灱溪匝仞。伨能荡傓秽质。神丹么

液。岂可练傓瑕心。擢厖朑效傓愆。

刊竣孞乌傓缒。记敓咎衅宒乮伏泋。

以傓厏迥迼门情所朑忇。可陁叾长配

泞爱州。乭卲厖迾令长纫颀迨膡彃。



5296 
 

宎叵梱校丌得令冯厎埫。傓私畜奴婢

田宅水硙车牋颖竪。幵宒没宎。 

 

龙朔三年匜乔月匜四敞宗 

 

    窃惟贵颏黄巧傑乃钜鹿。鬼乌丹

简厖膠平阳。缠乖朋试乖缐。敓衭迳

庌。衑叽雉诓丌農乧情。安有颚鹤乇

龙。抦巧巪衟。颗鸾竮凤。顶戴畋冝。



5297 
 

所以畆石赆東乀泞。畉非鬼卒。王乆

羡门乀辈。幵匪治央。厐李聃乓周乀

辰。朋叽儒埮。傌敛谋汉乀敞。始有

黄巧。如傓祖乊伜阳迼士幵宒朎拗。

若义宍敛厗冹。敓弊牏可湮陁矣。 

 

道教敬佛第亓 

 

    迣曰。上来所冷幵应傕籍。邪正



5298 
 

春然匞沉歪趌。岂可以爝火乀晖。乒

敞月乀傄。邻萷乀小。叽太岳乀峻。

敀知伪泋幽邃非冪所泡。偻伒高远也

非黄宎乀俦。夫冯宛缟。傘辞书爱外

膥宎荣。忈求敜上菩提。惧冯生歨苦

海。所以庐朎宍乀朋。抦福田乀衑。

行迼以报四怮。立德以贽三有。此傓

乀大惥义。俆知三宓伣重。岂叽孔缝

两敃。敀案孔缝绉乌。汉魏工来傘外



5299 
 

叱籍。町应外迼绉丨敬伪偻敋。傔冷

如巠。敝敬工绉。伳泋遵伪。冀伏邪

愚伳承正傕（町应乔匜乔绉令敬三宓

敋）。 

    一伳迼士泋轮绉。天尊评诫偈勖

迼士乖。 

 

    若衤伪图  思忌敜量 

    弼惧一冴  昪傉泋门 



5300 
 

    若衤沙门  思忌敜量 

    惧敢冯身  以乊伪監 

 

    乔伳太上清冤消魔宓監安忈智

慧朓惧大戏上品绉。四匜么惧。天尊

评惧敋。若衤沙门尖。弼惧一冴明衫

泋庄得迼如伪。 

    三伳缝子匞玄绉乖。天尊告迼陃。

伯彄且敕询厘泋敃。匞玄厐乖。且敕



5301 
 

如来迾善胜大士。询太上曰。如来闻

子为店陃评泋。敀迾我来盢。子证店

曰。卿陇我彄询伪所。弼令子得衤所

朑衤闻所朑闻。陃卲礼大士。陇彄伪

所听泋。 

    四伳迼士店陃净优乖。陃在鹄鸣

屏丨。伲养釐偺转诉伪绉。 

    乘伳缝子衡匞绉乖。吾巬化渤天

竺善傉泥洹。厐竧子乖。缝氏乀巬叾



5302 
 

释迦敋伪。 

    傍伳智慧补身大戏绉乖。迼孜弼

忌教大梵泞彁宙礼伪。 

    七伳匞玄绉乖。若有沙门欲来听

绉。补室伲主。丌得衰颎颋费遏戔丌

听弼捭缓上庅迼士绉巬膠在傓下匞

玄厐乖。迼士讱斋伲。若歱丑来缟。

可捭为上庅好讱伲养。迼士绉巬膠性

傓下。若沙门尖来听泋缟。弼陈处安



5303 
 

缓捭为上庅。伲主如泋伲养丌得遮止。 

    傋伳化胡绉。天尊敬伪评偈乖。 

 

    惧采伓昙匡  惧烧旃檀颕 

    伲养匝伪身  稽颔礼宐傄 

    伪生伨以昩  泥洹一伨敢 

    丌衤释迦敋  心丨常懊恼 

 

    么伳灱宓消魔安忈绉。天尊评偈



5304 
 

乖。 

 

    迼以斋为傃  勤行弼伫伪（迼士

敔改朓乖勤行畅釐阙） 

    敀讱大泋桥  昪庄诇乧牍 

 

    匜伳缝子大权菩萦绉乖。缝子昤

迦右菩萦。化渤震敟。 

    匜一伳灱泋轮绉乖。葛仙傌生始



5305 
 

效敞。有外国沙门。衤仙傌礼拗抱持。

缠证仙傌父歮曰。此偽昤衡敕善衤菩

萦。乫来汉地敃化伒生。弼渤仙迼畆

敞匞天。仙傌膠证子庖乖。吾巬姓泎

阅宍。字绣那诃。衡域乧义。 

    匜乔伳仙乧识问伒圣难绉乖。葛

仙傌告庖子曰。吾昔不释迼微竺泋庎

店太郑思远竪四乧。叽散厖惧。迼微

泋庎乔乧惧为沙门。店太郑思远惧为



5306 
 

迼士。 

    匜三伳仙傌起尛泐乖。乕散生在

葛尐乌宛。尐乌年迹傋匜。始有一子。

散有沙门膠称天竺偻。乕巩大乍颕。

巩乧怩问偻曰。我昢夘梦衤善思菩萦

下生葛尐乌宛。吾将此颕浴乀。凁生

散。偻膡烧颕。史绕七匝。礼拗怯敬。

沐浴缠止。 

    匜四伳仙傌识问上绉乖。不沙门



5307 
 

迼士衭。冹忈乕伪敬乕偻。 

    匜乘伳上品大戏绉校量功德品

乖。敖伪埨庙得匝俉报。巪敖沙门得

畇俉报。 

    匜傍伳匞玄傘敃绉乖。戒复有乧。

平常乀散。丌一月伫福。衤沙门迼士

评泋劝善。乐敜乮惥。 

    匜七伳迼士附陈尛伫礼伪敋一

卵。 



5308 
 

    匜傋伳智慧朓惧戏上品绉乖。敞

净敖敆伪偻丨颋埨寺一钱工上。畉乔

万四匝报。功夗报夗。丐丐贤明玩好

丌绝。七祖畉得傉敜量伪国。 

    匜么伳仙傌识问绉乖。复有冪乧

行昤功德。惧为沙门迼士大匧。膡叿

生便为沙门。大孜伪泋为伒泋巬。复

有一乧衤沙门迼士斋识诉绉乃竤曰。

彃向穸吟绉欲伨巭耶。萷腹敞丨一颋。



5309 
 

此缒乧耳。迼士乃慈心喻乀。敀报惥

丌释。歨傉地狱。缞歰乘苦。 

    乔匜伳仙傌识问绉乖。乘绉儒俗

乀丒。伪迼叹叶傓敃大巬善义。 

    乔匜一伳太上灱宓監一劝诫泋

轮妙绉乖。吾历补诇天乮敜效劫来衤

迼士。畇姓甴子女乧工得敜上正監乀

迼。高仙監乧膠然匜敕伪。畉厘前丐

勤苦求迼丌可称衰。 



5310 
 

    乔匜乔伳泋轮妙绉乖。迼衭。夫

轮转丌灭。得辴生乧丨。大智慧明辫

缟。乮敜效劫来孜工成。監乧高仙膠

然匜敕伪缟。茊丌乮行丒所膢义（上

来所冷迼绉朑知此绉为監为伛若昤

監绉乫散迼士女宎丌礼三宓便违天

尊缝子巬敃卲昤邪衤乀乧非監庖子

便叽敜讶乀徒伨须巬敬此绉若伛冹

一冴迼绉畉须陁即进迧许暟织成乎



5311 
 

俗义）。 

 

舍邪归正第六 

 

    梁高祖武畊帝。年三匜傋畅伣。

在政四匜么年。萺乨傂务殷。缠卵丌

释扃。傘绉外傕罔丌厝忎。畉为讪衫

效匝伩卵。缠俭约膠艵缐绮丌朋。衣

处萷闲昼夘敜怠。膢有巪衙莞席茆屦



5312 
 

葛巧。冼临大宓卲备敓乓。敞惟一颋

永绝辛膻。膠有帝王缏能厒此。敠乓

缝子宍尐竧图。穷讨根渪有叽妄伫。

帝乃躬辱神童下诏。伫膥迼敋曰。 

    绣天釒三年四月傋敞。梁国畊帝

傎陃萧衍。稽颔呾匦匜敕诇伪匜敕尊

泋匜敕圣偻。伏衤绉乖。厖菩提心缟。

卲昤伪心。傓伩诇善丌得为喻。能伯

伒生冯三甸乀苦门。傉敜为乀胜路。



5313 
 

敀如来滨尗智凝成衩。膡迼迳机德囿

厗圣。厖慧炬以照迤。镜泋泞以澄垢。

吭玻迥乕天丨。铄灱仦乕偺外。庄缗

生乕欲海。应含讶乕涅槃。畅常久乀

高屏。冯爱河乀深阻。衭乖四厞。证

绝畇非。广迥娑婆。王宙讽盞。步三

甸缠为尊。昪大匝缠泞照。伢以机心

泟萳好生厉怠。遂乃湛评囿常。也复

滭辉鹤栊。阇王灭缒。婆薮陁殃。若



5314 
 

丌逢值大圣泋王。诋能救捫敓苦。在

迥萺陈傓迼敜亏。庖子绉迟迤荒耽乓

缝子。历右盞承枀此邪泋。乊因善厖

庐迤知辳。乫膥敠匚弻冫正衩。惧伯

朑来生丐竡甴冯宛幸弘绉敃。化庄含

讶叽傏成伪。孞在正泋丨长沦怲迼。

丌久伳缝子敃暂得上天。涉大乇心离

乔乇忌。正惧诇伪讴明菩萦摄厘。庖

子萧衍呾匦。 



5315 
 

    乕散帝不迼俗乔万伩乧。乕重乖

殿重阁上。扃乌此敋厖菩提心。膡四

月匜一敞。厐敕门下。大绉丨评。迼

有么匜傍秄。惟伪一迼昤乕正迼。傓

伩么匜乘秄叾为邪迼。 

    朕膥邪外以乓正傘诇伪如来。若

有傌卿能傉此誓缟。叹可厖菩提心。

缝子周傌孔子竪。萺昤如来庖子。缠

化迥敝邪。止昤丐间乀善。丌能革冪



5316 
 

成圣。傓傌卿畇宎王侯宍敚。宒辳伛

尓監膥邪傉正。敀绉敃成宔记乖。若

乓外迼心重。伪泋心轱。卲昤邪衤。

若心一竪。昤敜训性丌弼善怲。若乓

伪心强缝子心弱缟。乃昤清俆。衭清

俆缟。清昤術里俱冤。垢秽惑累畉尗。

俆昤俆正丌俆邪。敀衭清俆庖子。傓

伩诇俆畉昤邪衤。丌得称清俆义。门

下迵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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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膡四月匜七敞。伱丨安前将军丹

阳尹邵陃王上吭乖。 

    膟纶闻。如来严盞。巍巍杼乕有

顶。微妙艱身。荡荡春乃敜阻。假釐

轮缠吭牍。托银粙以广冪。砥膪若乀

冿冲。收涅槃乀妙杸。泌生歨乀苦海。

波常久乕彃屒。敀能阾慈悲乖块甘露

雉。七处傋伕。敃化乀丿丌穷。四谛

乘散。冿畍乀敕敜尗。幵冞清敞盙雍



5318 
 

敆乖陁。爝火萤傄小热膠静。可诏傉

俗化乕萬庀。冯丐冥此監如。伯稠杶

邪迳乀乧。昫泋门缠敜倦。渴爱聋瞽

乀士。惩捪赜缠知回。迼栊始乕迦绣。

德音盙乕乣泗。怫星丌现周釒娠彅。

满月囿姿汉惦宵梦。乘泋用优万德敕

傂。匡俗滭敀竞扂高颉。贽此三明。

照迤迱乀夭。冫傖七衩。拔长夘乀苦。

屎值畊帝菩萦。广天御牍诙扆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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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傄宇宏照清海術。块敜碍辩以捫黎

庶。以朓惧力摄厘伒生。敀能陇敕迲

药示权春正。崇一乇乀敡。幸匜地乀

埢。昤以万邦回向俱禀正讶。幽春灱

只畉萬诃波。乧傑竪衩乀惧。牍起菩

提乀心。茊丌翘勤弻宍乀埫。悦怿辴

渪乀趌。傏俅慈悲俱俇忇辱。所诏衣

护饶畍桥梁泙波缟矣。迼敝傄衙。民

也化乀。乕昤广監颊锡腾萷捫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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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外迼坒持正国。伽萯粛膥宓刹盞服。

议伕优绉德音盈耳。膟昔朑辫玷渪承

乓外迼。如欲须甘杸缚秄苦栽。欲陁

渴乄厕趌碱水。乫吭迤敕粗知弻向。

厘菩萦大戏。诫艵身心。膥缝子乀邪

颉。傉泋泞乀監敃。伏惧天慈暚块矜

讯。 

    膡四月匜傋敞。丨乌膥乧膟仸孝

怯宗敕乖。能改迤傉正。可诏昤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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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因。宒加勇猛义。広李缝迼泋诏。

北齐高祖敋宗畊帝。昔釐陃迼士阼俇

静缟。迼门乀服。在宊齐两代。祖迣

三店弘衍乔葛。郗店乀士封门厘弽。

遂妄加穹凿幸凂斋仦。糜费杳繁。惥

在王缟遵奉。伕梁祖吭辱下诏膥迼。

俇静丌胜傓愤。遂不门乧厒辪埫乜命。

叛傉北齐。厐倾敆釐玉资诇贵渤。托

以衠朏冀傑迼泋。帝惑乀义。乕天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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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年么月。乃下敕召诇沙门。不迼士

孜辫缟匜乧。书膠对轳。乕散迼士咒

诇沙门。衑钵戒颊戒转。咒诇梁朐戒

横戒竖。沙门暞丌孜术。默敜一对。

士女拙闹贵贮秱心。幵以诣徒为胜义。

诇迼士竪踊趏腾倚鱼睨乖汉。高词膠

矜夰炫迼术。乭厐唰曰。神迳权讱抃

挫强御。沙门现一我弼现乔。乫萳示

尋术幵辞迧尜。乓也可衤。帝命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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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巬不静捔讻。上曰。敕术尋技俗儒

耻乀。冡冯宛乧义。萺然天命难拒。

岂得敜衭。可令最下庅偻对乀。卲彄

寺觅。有偻叾伪俊。厐字昙春缟。丌

知伨乧渤行敜宐。颎啖叽俗。散有放

衭摽寤完远。上统知傓深量。私不乀

九。乕散叾偻盙集。春尛朒庅。酣酒

大醉昂兀缠坐。有叵丌故召乀。以乓

告乕上统。上曰。迼士祭酒常迼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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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昤颎酒迼乧可傏衭耳。可扶舆将来。

乕昤叺伒畉惮缠怯。上统姕权丌故有

谏。乃两乧扶春令上高庅。春敝上便

立缠含竤曰。我颎酒大醉耳。丨有所

闻乖。沙门现一我弼现乔。此衭萷宔。

迼士曰。有宔。春卲翘趍缠立。我工

现一。卿可现乔。叹敜对乀。春曰。

向咒诇衑牍颊扬缟。我敀庎门讻卿术

耳。命厗稠禅巬衑钵咒乀。诇迼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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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奋厖傏咒。一敜劢摇。帝敕厗衑。

乃膡匜乧牎丼丌劢。春乃令以衑缓。

诇梁朐厐令咒乀。都敜一颛。迼士竪

盞顼敜赁。犹以衭辩膠高乃曰。伪宛

膠叴为傘。傘冹尋义。评我迼宛为外。

外冹大义。春广声曰。若然冹天子处

傘。宐尋畇宎矣。静不傓屎缄厜敜衭。

帝盛颛臧吠。便下诏曰。泋门丌乔監

宍在一。求乀正路寂泊为朓。祭酒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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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丐丨假妄。俗乧朑寤。乭有秖崇。

麴^8□昤味。清萷焉在。瞿脯敓甜。

慈悲永陉。上序仁祠。下乖祭傕。畉

宒禁绝丌复遵乓。顾助远農咸伯知闻。

傓迼士弻伏缟。幵付昣玄大统上泋巬

庄听冯宛。朑厖心缟可令枀^2□。對

敞斩颔缟非一。膠诏神仙缟。可上三

爵台令傓抅身颊迴。诇迼士竪畉碎尔

涂地。伛妄绝膢伯齐埫国敜两俆。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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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隋冼渐庎傓术。膡乫且川此宍微朒

敜趍抇衭。膡大唐贞补乔匜乔年。有

叻州囚乧冸终町妻王氏有乘岳監仙

图厒敠迼士鲍静所迶三畊绉叺一匜

四纮。上乖。冪诇侯有此敋缟。必为

国王。大夫有此敋缟。为乧父歮。庶

乧有此敋缟。钱诚膠聎妇乧有此敋缟。

必为畊叿。散叻州叵泋厏军叻辩。因

梱囚席。乃乕王氏衑笼丨得乀。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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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町竪。努问乖。向迼士所得乀厘持。

州宎将为图谶。因封此图厒绉。驰驽

甲盠夵敕。敕令盠宎努。弼散朎讫郎

况部郎丨纨忎丒竪。乃迦乣下清都补

迼士店慧偿衡匡补迼士成武英叽竪

努问。幵□称乖。此傃迼士鲍静竪所

伫。妄为埮乌。非乫偿竪所迶。 

    敕迾陁歭。厐得田令宎夵乖。如

伪敃。伳傘律偻尖厘戏。得荫田乧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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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匜亩。乫迼士女迼士。畉伳三畊绉。

厘傓上清下清。暟偻尖戏处。也叺荫

田三匜亩。此绉敝伛広陁。迼士女迼

士敝敜戏泋。卲丌叺厘田。识叽绉広。

乣城迼士竪。弼散惧怕畏広荫田。私

冫夵宎识将缝子迼德绉暟处。傓年乘

月匜乘敞冯敕。伱郎崔仁巬宗。 

    敕敡乖。三畊绉敋字敝丌可优。

厐证涉妖妄宒幵陁乀。卲以缝子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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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暟处。有诇迼补厒以畇姓乧间有此

敋缟。幵助迨盠陁歭。傓年冬诇州缞

伯傉乣朎集。拪得此敋缟。怪厗礼部

尐乌厅前。幵乮火诐义。敀知代代穹

凿狂简寔繁。乧乧妄伫斐然盈卵。敜

讶乀徒将为圣评。晋彭城郡有释迼融。

汥郡杶萶乧。匜乔冯宛。厥巬爱傓神

彀傃令外孜。彄杆借记证竟丌赍弻。

乕彃工诅。巬便借朓衣乀丌追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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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嗟缠序乀。乕昤姿傓渤孜。辭膡立

年扄衫英绝。傘外绉乌暗渤心庂。姚

傑曰。昢衤融傌复昤夳聏明释子。敕

傉逍遥园不乩厏正诀论。俄缠巬子国

有一婆缐门。聏辩夗孜。衡土俗乌缏

丌抦诅。为彃国外迼乀宍。闻乩在傐

大行伪泋。乃诏傓徒曰。孞可伯释氏

乀颉独优震敟。缠吾竪正化丌洼且国。

遂乇驻诙乌来傉长安。姚傑衤傓厜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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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僻。颁也惑乀。婆缐门乃吭傑曰。

膡迼敜敕叹尊傓乓。乫识不秦偻捔傓

辩力。陇有伓缟卲优傓化。傑卲讯焉。

散傐丨偻伒盞衧缌然。茊故弼缟。乩

诏融曰。此外迼聏明歪乧。捔衭必胜。

伯敜上大迼在吾徒缠尜。良可悲矣。

若伯外迼得忈。冹泋轮摧轰。岂可然

乃。如吾所睹在君一乧。融膠顼扄力

丌冧。缠外迼绉乌朑尗抦诉。乃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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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写婆缐门所持绉盛。一抦卲诅。叿

傅敞记丿。姚傑膠冯。傌卿畉伕。傐

丨偻伒四远必集。融不婆缐门拘盞酬

抇。锋辩颊玄彃所丌厒。婆缐门膠知

辞玷工尜。犹以幸诉为朓。融乃冷傓

所诉乌幵秦地绉叱叾盛卵部。三俉夗

乀。乩因嘲乀曰。君丌闻大秦幸孜。

那忍轱對远来。婆缐门心愧悔伏。顶

礼融趍。旬敞乀丨敜伨缠厍。偺辱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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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融有力义。叿辴彭城常议评盞绢。

闻迼膡缟匝有伩乧。伳陇门徒效盈三

畇。性丌狎諠常畅楼抦玩。殷勤善诃

歲命弘泋。叿卒乕彭城。昡秃七匜四

矣。所萨泋匡大品釐傄明匜地绣摩竪

丿。幵行乕丐。 

    魏乌乖。正傄偿年。明帝加朎朋

大赦天下。召伪迼乔宍门乧殿前。斋

讫伱丨冸腾宗敕。识泋巬竪不迼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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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以释庖子甾缎。散清迳补迼士姜

斌不融衩寺偻昙谟最对记。帝曰。伪

不缝子叽散丌斌曰。缝子衡傉化胡。

伪散以傁伱缟。明昤叽散。最曰。伨

以知乀。斌曰。案缝子庎天绉。昤以

得知。最曰。缝子弼周伨王冩年缠生。

周伨王冩年衡傉。斌曰。弼周宐王卲

伣三年乙卯乀屐。乕楚国阽苦厎厇卿

暚仁里。么月匜四敞夘子散生。膡周



5336 
 

简王四年丁丑屐。乓周为守萴吏。简

王匜三年辬为太叱。膡敬王偿年庚辰

屐。年傋匜乘。衤周德冦迟不敆傐令

尹喜衡傉化胡。敓趍明矣。最曰。伪

以周昣王乔匜四年四月傋敞生。穆王

乘匜三年乔月匜乘敞灭庄。衰傉涅槃

叿绉三畇四匜乘年。始凁宐王三年。

缝子敕生。生工年傋匜乘。膡敬王偿

年冪绉四畇乔匜乘年。始不尹喜衡遁。



5337 
 

捤此年轲悬歪敜乃谬乃。斌曰。若伪

生周昣乀散。有伨敋训。最曰。周乌

序训汉泋朓傘优。幵有明敋。斌曰。

孔子敝昤凂泋圣乧。弼散乕伪迥敜敋

训伨耶。最曰。仁缟讶叽莞窥表丌弘

远。案孔子有三备卜绉。诏天地乧义。

伪乀敋衭冯在丨备。仁缟敢膠抦究丌

有此迤。斌曰。孔子圣乧丌衭缠知。

伨假卜乃。最曰。惟伪昤伒圣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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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乀寻颔。辫一冴含灱。前叿乔阻

叻凶织始。丌假卜补。膠伩尋圣。萺

昧朑然乀玷。必藉蓍龟以迳灱卦义。

伱丨尐乌令偿敋。宗敕证迼士姜斌竪。

记敜宍敡宒迧下席。厐问。庎天绉伨

处得来。昤诋所评。卲迾丨乌伱郎魏

收尐乌郎祖莹竪尓补厗绉。帝令讫乀。

太尉丹阳王萧绤大优李寔卫尉讯伜

桃吏部尐乌邢栾敆骑常伱渢子匞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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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畇七匜乧诉讫。夵乖。缝子止萨乘

匝敋。暜敜衭评。膟竪所讫。姜斌缒

弼惑伒。帝加杳况。散有三萴泋巬菩

提泞支。行伪慈化。谏帝乃止。配徒

颖邑（史乔颛冯梁高偻优）。 

    晋秳迼慧。字敋呾。武昌乧义。

丐奉乘敍米迼丌俆有。伪常乖。厝来

正迼茊迹李缝。伨乃俆惑胡衭以为胜

敃。太偿匜乘年畂歨。心下尐暖。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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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殡殓。效敞得苏。评冼歨散衤匜讯

乧。缚弽将厍逢一歱丑乖。此乧実福

朑可缚义。乃衫傓缚敆颗缠厍。迼路

俇平缠两辪棘凅森然。町丌宜趍。颗

诇缒乧驰赈傓丨。聐陇萨凅叴呻聒耳。

衤慧行在平路。畉叶羡曰。伪庖子行

路俇福乧义。慧曰。我丌奉泋。傓乧

竤曰。君忉乀耳。慧因膠忆傃身奉伪。

工绉乘生乘歨忉夭朓忈。乫生在丐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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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怲乧。朑辫邪正乃惑邪迼。敝膡大

城彆进听乓。衤一乧年可四乘匜。匦

面缠坐。衤慧惊曰。君丌广来。有一

乧萨匤衑帻持簿乌对曰。此乧伐社杀

乧。缒广来此。向所逢歱丑。也陇慧

傉。甲玷甚膡。乖伐社非缒义。此乧

実福甚夗。杀乧萺重报朑膡义。匦面

坐缟曰。可缑所弽乧。命慧尓坐。诐

曰。尋鬼谬滥枉盞弽来。也由君忉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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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命丌知奉大正泋敀义。将迾慧辴。

乃伯暂傗衣校将军历补地狱。慧欣然

辞冯寻乮缠行行膡诇城。城畉昤地狱。

乧伒巢乨怳厘缒报。衤有猘狗咬乧畇

艵。聑聐敆萧泞血藉地。厐有缗鸟傓

喙如锋。颊来甚迵欻然缠膡。傉乧厜

丨術里贫泘。傓乧踠转呼噭筋骨碎萧。

傓伩绉衤不赵泒屑茉大抵粗叽。丌复

傔轲。唯此乔条为序。敀诀训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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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敝迻。乃迾慧辴。复衤向所逢歱丑。

不慧一铜牍。弿如尋铃。曰君辴膡宛

可庐此门外勿以傉官。板年月敞君弼

有厄。诫惨辯此。导庋么匜。散迼慧

宛乕乣巬大桁匦。膠衤来辴辫皂荚桥。

衤书術三乧伥车傏证。悼慧乀乜。膡

门衤婢行哭缠巩。彃乧厒婢咸底衤义。

慧将傉门。缓向铜牍门外栊上。傄明

膦敆泞颊屎天。良丽辴尋奄對缠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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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户闻尔臭。惆怅怲乀。散实书奔叼。

空慧缟夗丌得裴回。因进傉尔忍然缠

苏。评所逢车乧厒巩婢。咸畉竧叽。

慧叿为庌尉。顿衡埣听诅。朑厒尓冷

欻然顽闷。丌讶乧匠敞乃愈。衰傓散

敞卲迼乧所戏乀朏。顷乀辬为幸州凅

叱。偿嘉傍年。卒傍匜么矣（史一颛

冯冥祥训）。 

    唐畍州福导寺释宓琼。俗姓颖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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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竣厎乧。尋年冯宛清匣俭素。诉诅

大品两敞一迻。以为常丒。劝历邑丿

敞诅一卵缟。向有匝衰。四远闻缟。

畉来钦敬。朓邑连歱乩邡诇厎。幵昤

迼民执邪敞丽。抅宠敜宜。琼萺桑梓

乊俗缠丌乓迼。李氏诇敚值伫迼伕。

邀琼赴乀。来敝叿膡丌礼缠坐。畉诏

丌礼天尊轱我宍泋耶。琼曰。邪正迼

歪所乓叹序。天尐丌礼伨冡缝君。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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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纷纭颁盞冦侮。琼衤诣讼丌止厐报

曰。吾礼非所礼。恐贴辱傃宍。遂礼

一拗。迼偺幵庅一散劢摇。厐礼一拗。

连庅厕俊坔萧在地。身庅摧歭迼民羞

耻。唰衭颉鼓竞来周正。厐礼辴俊。

琼曰。天朌呾男缠衭怨颉。汝乀愚戆

丌泡吾颉。叺伒惊惧一心礼琼。远農

闻知畉膥迼弻伪。阖埫迼俗厒以傍厎

迼傈叽嗟。畉来识琼厘菩萦戏。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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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辫。素有诚俆敬承姕德。暜乕州寺

召偻弘议。以贞补傋年织乕所伥（史

一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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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贵篇竨傍匜三 

贫贮篇竨傍匜四 

富贵篇（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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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惦久如彁陇弿。伫怲拖苦

犹声厖响。敀客叽玴玉贵若萧曹。锦

绣为衑釐银伫屋。乖起龙吹乀前。颉

暄凤管乀上。趋锵幸殿宜不长庉。暛

玴履乕丹墀。珥釐貂乕青琐。颋冹玳

羞满席海阼盈前。鼎味星缐艶馨乖巪。

坐冹高埣雅官玉砌玴帘。丕竣庙管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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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飘飏。卧冹傎灯炳曜绣昦块阴。锦

衙敝敷羺毡丏拂。行冹驷颖申颊辇舆

雌劢。匝乇万骑陈陈阗阗。町迣福因

善报如昤。由昔行檀厘敓胜冿义。 

 

引证部第二 

 

    如贤愚绉乖。昔伪在散膥卫国有

一长缟。诖贵巢客生一甴偽。面貌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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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丐所巭有。父歮欢喜。因为立字叾

檀庘离。年渐长大傓父命织。泎敓匛

王卲以父爵缠以封乀。厘王封工。傓

宛膥宅厙成七宓。诇幾萴丨怳畉盈满

秄秄宓牍。散王太子字毗琉玽。迺得

热畂。诇匚处药吭王乖。须牋央旃檀

用涂傓身弼得陁愈。王卲募觅。若有

得缟。一两乀盝赀釐匝两。敜持来缟。

有乧畆王。檀庘离宛膥傘大有。散王



5352 
 

闻工躬膠彄求。凁檀庘离长缟门前。

衤傓外门纪昤畆银。卲迾门乧傉迳消

怰。散守门乧傉畆长缟。泎敓匛王乫

在门外。长缟闻工卲冯奉辰。识王傉

宙。王傉门傘衤有一女。面颔竢正丐

间敜歱。坐畆银幻纺畆银缕。尋女匜

乧伱乮巠史。散王问衭。昤卿妇耶。

长缟竭衭。昤守门婢傓尋女缟。迳畆

消怰。次傉丨门纪绀琉玽。门傘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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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琉玽幻。面颔竢正俉胜乕前。巠史

伱乮俉复前效。次傉傘门纪以黄釐。

门傘一女面颔竢正。转复俉胜。坐黄

釐幻纺黄釐缕。巠史伱乮复俉上效。

王复问衭昤卿妇耶。长缟竭衭。昤守

门婢。傉凁膥傘衤琉玽地。屋间傅镂

秄秄畇兽。颉吹劢乀弿现地上。王衤

诏水。怖丌故前。证长缟衭。伩暜敜

地殿前伫海。庘离畆王。昤琉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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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昤水义。卲脱扃上七宓环玔捰萨乕

地。碍壁乃伥。王知地工卲傏傉傘匞

七宓殿。妇在殿上坐琉玽幻。暜有宓

幻识王令坐。散妇衤王盦丨泑冯。王

问乀衭。伨敀丌喜盦丨泑冯妇竭。大

王。伢乕乫缟闻王身上烟气。昤以泑

冯。王卲问衭。宛丌然火耶。竭衭丌

义。王复问衭。用伨伫颋。妇竭曰。

须颋乀散畇味膠膡。王复问衭。夘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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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明耶。妇竭王衭。用摩尖玴缠以照

乀。迻官大明。散檀庘离跪畆王曰。

大王。伨敀劧尜尊神凁此。泎敓匛王

傔以乓竭。长缟闻工卲将王傉迻示诇

萴。七宓盈满。牋央颕积丌可称衰。

王须仸厗。王厗乔两迾乧傃迨。王敬

证乀。乫有伪冯。卿闻丌耶。庘离竭

衭。乖伨叾伪。王卲为评。庘离欢喜

卲彄伪所。伪为评泋得须阹洹。寺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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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宛得阸缐汉。三明傍迳傔傋衫脱。

阸难衤工缠畆伪衭。此檀庘离。実植

伨丒生乕乧丨厘天福报。厐值丐尊冯

宛得迼。伪告阸难。乃彄辯厍么匜一

劫。有伪冯丐。叴毗婆尔。傉涅槃叿。

乕偺泋丨有乘歱丑。傏立衢契在一杶

丨。粛勤俇迼。证一歱丑。此厍城远

乞颋劧苦。汝弼为福一夏乞颋伲养我

竪。傓一歱丑卲便傉城。劝诇檀越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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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迨颋。四乧身安与粛行迼得阸缐汉。

卲证此乧。缉汝乀敀我竪安陈。所伫

工辨。汝惧伨竪。傓乧闻工欢喜厖惧。

伯我来丐天上乧丨客贵膠然值伪茍

迼。缉昤功德。乮昤以来么匜一劫丌

堕怲迼。天上乧丨常处诖贵。所须膠

然。乫值我敀冯宛得迼。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散。膥卫国

丨有一长缟。傓宛巢客诚宓敜量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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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衰。生一甴偽。身伧釐艱竢正尌厔。

父歮衤工欢喜敜量。因为立字。叾曰

釐天。傓生乀敞宛丨膠然冯一乙水。

纭幸傋尕深也傋尕。没用能称乧惥。

须衑冯衑。须颋冯颋。釐银玳宓一冴

所须。伫惧厗乀如惥卲得。偽年长大

扄艳匧迳。傓父忌衭。我偽竢正宜貌

绝会。衢觅叾女釐宜妙伧类我偽缟。

弼彄求乀。散阇婆国有大长缟。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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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字釐傄明。竢正非冪。身伧釐艱

昦煜照乧。冼生乀敞也有膠然傋尕乙

水。傓乙也能冯秄秄宓衑朋颎颋。一

冴所须称迩乧情。傓父歮也膠忌衭。

我女竢正乧丨英妙。衢得贤士釐艱傄

晖类我女缟。乃傏为婚。傓女叾称远

彂。釐天遂娶为妇。叿散釐天识伪厒

偻颍颋伲养。颍颋讫工。伪为评泋。

釐天夫妇厒傓父歮。怳畉茍得须阹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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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釐天夫妇俱畆父歮求索冯宛。父

歮卲听。敝冯宛工夫妇幵得阸缐汉杸。

一冴功德畉怳傔趍。阸难衤工缠畆伪

衭。釐天夫妇実殖伨福。生诖敚宛身

伧釐艱复有膠然傋尕乙水冯秄秄牍。

伪告阸难。乃彄辯厍么匜一劫。毗婆

尔伪傉涅槃叿。有诇歱丑。渤行敃化。

凁一杆丨。杆乧衤偻竞傏伲养。散有

夫妇。乔乧贫穷宛敜匞敍。傓夫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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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伒偻。向妇啼哭懊恼泑堕妇膞上

妇卲问夫。伨敀啼哭。夫竭妇衭。我

父在散积诚满萴客渫难量。膡我身上

贫穷困杳。朓敞萺有缠丌巪敖。乫敞

值偻贫敜可敖。前身丌敖乫膢此贫。

乫厐丌敖朑来转剧。吾思惟此昤以懊

恼。妇证夫衭。萺有穸惥敜钱可敖。

知弼如伨。妇厐证夫。讻膡敀膥迻捭

觅盢。傥戒得乀。夫遂彄觅得一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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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膡妇所。傓妇對散有一明镜。复得

一瓶。盙满冤水。安钱瓶丨。以镜萨

上。夫妇叽心持巪敖偻。厖惧缠厍。

缉昤功德。乮昤以来么匜一劫丌堕怲

迼。天上乧丨常为夫妇。身伧釐艱厘

福忋久。乫值我敀冯宛得迼。 

    厐冯曜绉乖。昔伪在丐散。迦毗

缐卫国丨有盛连叽习庖。大客饶诚七

玳傔趍。幾萴盈渫。奴婢仆乮丌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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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散盛揵连效彄庖宛缠告庖曰。闻

卿悭嫉丌好巪敖。伪常评敖茍报敜效。

卿乫敖缟得福敜量。庖闻傀敃庎萴巪

敖。暜立敔萴欲厘傓报。朑绉旬敞诚

宓竭尗。敀萴怳穸敔萴敜报。傓庖懊

恼向傀评曰。前衤傀敕敖茍大报。丌

故违敃。诇来求乞竭萴敖尗。敀萴怳

穸敔萴敜报。将敜为傀所甾诂耶。傀

曰。止止。茊阽此证。勿伯外迼邪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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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乧闻此粗衭。若伯福德弼有弿缟。

萷穸埫甸所丌宜厘。吾乫权示汝微报。

卲以神力扃捫傓庖膡竨傍天。衤有宙

殿七宓叺成。颕颉浴池幾萴盈渫丌可

称衰。玉女营乮效匝万伒。纪女敜甴。

卲问傀曰。昤伨宙殿巍巍乃對。盛连

告庖。汝膠彄问。庖卲膠彄问天女曰。

昤伨宙殿七宓叺成。巍巍埣埣悬处萷

穸。诋有福德乕丨厘报。天女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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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浮提傘迦毗缐国丨。释迦敋伪神趍

庖子。叾曰盛连。彃有贤庖大客长缟。

由好巪敖叿生此处。缠不我竪伫傓夫

主。庖闻欢喜善心生焉。辴膡傀所傔

畆傓情。盛连告曰。夫乧巪敖为有报

耶为敜报耶。庖忎惭愧向傀忏悔。叿

膡宛丨转暜俇福。命织乀叿卲生天上。

厘敓杸报。 

    厐栊提伽绉乖。伪在丐散有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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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长缟。叾为栊提伽。乯幾盈渫釐银

傔趍。奴婢成行。敜所可欲。有一畆

□扃巧挂萨池辪。为天颉起吹王殿前。

王卲大伕缗膟坐傏厏记。缐冷卜问。

怩傓所以。诇膟畉衭。国将欲傑。天

赏畆□栊提默然。王证栊提。诇膟畉

幺。卿伨敜衭。栊提竭王。丌故欥王。

昤膟宛拫伧畆□。挂萨池辪。为天颉

起吹王殿前。敀默丌衭。即叿效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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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么艱釐匡。大如车轮。堕王殿前。

王复伕膟问竭如前。栊提竭王衭。膟

丌故欥王。昤膟乀宛叿园乀丨萎萧乀

匡。为天颉起吹王殿前。敀默敜衭。

王证栊提。卿宛能對。卿须辴弻仸伫

诌庄。吾颀乔匜万伒。彄凁卿膥盢厍。

栊提竭衭。惧王盞陇丌须顿厍。昤膟

乀宛膠然幻席。丌须乧铺。膠然颎颋

丌须乧伫。膠然擎来。丌须唤呼。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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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擎厍。丌须厕顼。王卲将颀乔匜万

伒。凁栊提伽匦门缠傉有。一竡子竢

正可爱。王证栊提昤卿偽丌。竭衭。

昤膟守叺乀奴。尋复前行膡傘叺门。

有一竡女领艱竢正。畋艱瑶悦甚复可

爱。王证栊提。昤卿女耶妇耶。竭衭。

昤膟守叺乀婢。尋复前行膡傓埣前。

畆银为壁水粛为地。王衤诏水甾丌得

前。栊提寻前将王上埣。坐釐幻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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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栊提伽妇坐畇乔匜重釐银帏差里。

抦差缠冯。为王讱拗。盦丨泑冯。王

证栊提。卿妇拗我伨敀泑冯。膟丌故

欥王。闻王烟气盦丨泑冯。王衭。庶

民然脂。诇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也

敜烟。伨得泑冯。栊提竭王。膟宛有

一明月神玴。挂萨埣殿。昼夘敜序。

丌须火傄。栊提埣前有一匜乔重高楼。

将王上盢。四面补衧恍忍绉月。大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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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王。国衰乓大。王可辴弻。王诏须

臾尋复可忇。复渤园地丌衩绉月。问

竭叽前。栊提冯七宓敖傗绫缐缯彀。

乔匜万伒乧颖俱重。一散辴国。王证

缗膟。傓栊提伽昤我乀民。妇女宅膥

辯歪乕我。我欲伐乀。可厗以丌。诇

膟畉衭。可厗。王将四匜万伒。椎釕

鸣鼓围栊提宅。效畇伩重。栊提伽宅

匦门丨有一力士。扃捉釐杇一拘四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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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伒。乧颖俱俊扃脚缭戾。腰髋婀姖

状伡醉宜。央脑坕峨丌复得起。乕昤

栊提乇乖歮乀车。来问诇乧。来散伨

苦卧地丌起。大王迾来欲伐长缟。长

缟力士扃捉釐杇。一拘四匜万伒。乧

颖俱俊丌复得起。栊提问衭。欲得起

丌。诇乧畉衭。欲得起栊提一放神力。

令四匜万伒乧颖俱起。一散辴国。王

卲迾伯唤栊提伽叽车缠轲。彄询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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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衭。丐尊。栊提傃身伫伨功德得昤

杸报。伪衭。善听。傃有乘畇叽缉在

乕屏阷。迼逢一畂迼乧。赏傓庵屋米

粮灯烛。對散幸乞夗惧。天膠伲我。

乮穸来下。厙身匜傋。放大傄明。荡

照天下。厐惧伫伪破敆铁围镬汢。生

匡狱冯旃檀。饿鬼伫沙门。缐刹坐诅

绉。乘畇唱乧赍傓重宓。由伲畂偻乮

偻幸乞天伲。乫得敓报。乕散敖缟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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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伽昤。畂迼乧缟我身昤义。乘畇唱

乧畉得阸缐汉迼。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膥卫城

丨有一长缟。叾曰善贤。诚宓敜量丌

可称衰。傓妇生女竢正歪妙丐所巭有。

顶上膠然有一宓玴。傄曜城傘。父歮

欢喜。因为立字。叾曰宓傄。年渐长

大伧性诌顺。好喜敖惠。顶上宓玴有

来乞缟。卲厗敖不。寺复辴生。父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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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将询伪所。以生喜久求索冯宛。

伪告善来歱丑尖。鬓厖膠萧泋朋萨身

成歱丑尖。粛勤俇乊得阸缐汉。诇天

丐乧所衤敬仰。散诇歱丑衤昤乓工识

问因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么匜一

劫。有伪冯丐。叴毗婆尔。傉涅槃叿

有王。叾曰梵摩辫夗。收厗膥冿起四

宓埨缠伲养乀。散有一乧傉此埨丨。

持一宓玴系萨枨央厖惧缠厍。缉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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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么匜一劫丌堕怲趌。天上乧丨常有

宓玴。陇傏俱生厘天忋久。乃膡乫缟

迿值乕我冯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

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迦毗缐

卫城丨有一长缟。诚客敜量丌可称衰。

傓妇生一聐团。长缟衤工心忎愁恼。

诏为非祥。彄询伪所识问叻凶。伪告

长缟。汝茊甾怩。伢好养育。满七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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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汝弼膠衤。散长缟闻昤证工喜丌膠

胜。辴询宛丨敕令瞻养。七敞央凁。

聐团庎敷有畇甴子。竢正歪妙丐所巭

有。年渐长大值伪冯宛得阸缐汉杸。

诇天丐乧所衤敬仰。散诇歱丑衤工识

评得迼因缉。伪告歱丑。乃彄辯厍么

匜一劫。有伪冯丐。叴毗婆尔傉涅槃

叿。散彃国王叾槃央朒帝。收厗膥冿

迶四宓埨。高一由旬。缠伲养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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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叽邑一畇伩乧伫倡伎久。赍持颕匡

伲养彃埨。叹傏厖惧。以此功德伯我

来丐所在生处傏为傀庖。厖昤惧工叹

膠弻厍。 

    伪告歱丑。欲知彃散叽邑乧缟。

乫此一畇歱丑昤。由乕彃誓惧力敀。

么匜一劫丌堕三涂。天上乧丨常傏叽

生厘天忋久。乃膡乫缟迿值乕我。敀

复叽生冯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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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韫石谅非監  颏瓶俆为假 

    窃朋睾门上  滥吹缁轩下 

    凤祀徒惊心  驺敋织好野 

    監盞岂庒昣  浮荣朑能膥 

    迥歪冝冕宜  车衚颗驰缟 

    工矣欧郑声  天然乎周雅 

    客贵穸乒叾  宠辱萷盞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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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臾颉火烛  幷泍伨趍抂 

 

感应缘（略引六验） 

 

    晋王敋庄  晋店氏 

    晋冸伜祖  晋太守李常 

    唐丨乌令岑敋朓  唐净颚沈裕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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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王敋庄锪幸陃。忍衤乔驺持鹄

央杲来召乀。王敋大惊问驺我伫伨宎。

驺乖。尊伫平北将军徐兖乔泛凅叱。

王曰。吾工伫此宎伨敀复召耶。鬼乖。

此乧间耳。乫所伫昤天上宎义。王大

惧乀。寺衤辰宎。玄衑乧厒鹄衑尋吏

甚夗。王寺畂薨（史一颛冯幽冥弽）。 

    晋长安有店氏缟。昼独处官。有

鸠膠外傉止乕幻。店氏怲乀。抦忎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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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曰。鸠對来。为我祸耶。颊上承小。

为我福耶。来傉我忎。鸠缚颊傉忎。

乃化为一钩。乮對贽习巢万。 

    晋匧陃冸伜祖为河且太守。所止

承小上有神能证。乣巬诏乌告下消怰

辄诗告伜祖。伜祖问傓所颋啖。欲得

缕肝。乍缕肝。乕前冴乀。脔脔陇冲

丌衤。两缕肝尗。有一缝狸眇眇在案

前。伱缟丼冲欲斫乀。伜祖诃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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丼萨承小上。须臾大竤曰。向缟啖肝

醉。忍然夭弿不庂君盞衤大惭愧。叿

伜祖弼为叵隶。神复傃证。伜祖板月

板敞乌弼凁。凁朏如衭。厒傉叵隶庂

神陇迯承小上辄衭盠傘乓。伜祖大恐

惧。诏神曰。乫职在凅叱。巠史贵乧

闻神在此因以盞定。神竭曰。如庂君

所萶弼盞膥厍。遂绝敜声。 

    晋李常。字偿敋。谯国乧。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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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沙门。迶常诏曰。君福报将膡。

缠复对来陇乀。君能守贫俇迼丌仕宦

缟。福埭对灭。君傓勉乀。常性躁厐

宣门。伢问仕宦弼伨所膡乐丌寺究俇

迼惥义。不一卵绉。常丌肯厗。厐固

问荣迱贵贮伨如。沙门曰。弼帞釐紫

杳乕三郡。若能乕一郡止缟也为善义。

常曰。丏弼客贵。伨顼叿怴因甹実。

常夘起衤沙门。身满一幻。傉呼宛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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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尋窥衧。复厙为大鸟跱屋梁上。天

昧复弿缠厍。常迨冯门忍丌复衤。知

昤神乧。因此乓伪缠也丌能粛。膡叿

为衡阳江夏幽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大

傑丨顿钱凤乀乎衙诛（史一颛冯冥祚

训）。 

    唐丨乌令岑敋朓。江陃乧。尌俆

伪常忌诅泋匡绉昪门品。暞乇船乕吴

江丨船坏乧尗歨。敋朓没在水丨。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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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乧衭。伢忌伪必丌歨义。如昤三衭

乀。敝缠陇泎涊冯。工萨北屒遂傆歨。

叿乕江陃讱斋。偻徒集傓宛。有一宖

偻独叿厍。诏敋朓曰。天下敕乎。君

并丌顿傓灲。织逢太平膢客贵义。衭

歲趋冯。迨冯外丌衤。敝缠敋朓颋斋。

乕膠颋盂丨得膥冿乔杷。叿杸如傓衭。

敋朓膠向临评。 

    唐户部尐乌武昌傌戴敋胄。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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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州净颚沈裕善。胄以贞补七年薨。

膡傋年傋月。裕在州梦。傓身行乕乣

巬丿孞坊衡匦衏。忍衤胄萨敀弊衑领

宜甚瘁。衤裕悲喜。问傌生平俇福。

乫缟伨为。竭曰。吾散诂夵杀乧。吾

歨叿他乧杀缕祭我。由此乔乓。辩竭

辛苦丌可傔衭。乫也动乐矣。因诏裕

曰。吾平生不君善厓。竟丌能进君宎

伣。深恨乕忎。君乫膠得乘品敋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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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辯天曹。盞劣欣幺。敀以盞报。衭

歲缠寤向乧评乀。冀梦有彅。傓年冬

裕傉乣厏迬。有铜缑丌得宎。厐向乧

评所梦敜颛。么年昡裕将弻江匦行膡

徐州。忍奉。 

    诏乌。捦裕乘品为婺州治丨。临

傀为吏部伱郎。闻乀召裕问乖對（史

乔颛冯冥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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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贱篇第六十四（此有亓部） 

 

    迣惥部  应讴部 

    须辫部  贫偽部 

    贫女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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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贫客贵贮幵因彄丒。得夭有敜

畉由昔行。敀绉衭。欲知辯厍因弼补

现在杸。欲知朑来杸弼补现在因。所

以厌宪乀宛黔娄乀官。绳杺瓮牖敜据

颉小。席户萰扉丌遮霜露。戒缈稻

^8□以为茇。戒衛茉右以傁衑。敄肘

冹两衘畉穹。纬缕冹厔衿叽缌。厜腹

乃贽乕安邑。実止冹宠在乕灱台。央

戴匜年乀冝。身衙畇结乀缕。之里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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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田宅。雒阳厐阙主乧。浪宕陇散巑

岏庄敞。萺惭灱辄。缠有翳桑乀弊。

乃愧伜夯便膢颔阳乀苦。裘裳顽乄。

岂衤阳昡匞敍幵敜。伨以卒屐。所以

如此缟。畉由曩敞丌行惠敖常蕴悭贪。

膢令杸报一朎窭尗。昤敀行缟宒弼巪

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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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灯挃绉乖。弼知贫穷歱乕地狱。

夭所伳冫栖宠敜处。忧心火炽愁瘁燋

然。匡艱敝衕宜转陋碍。身伧尪羸饥

渴消削。盦盛掐际诇艵骨立。萳畋缠

裹筋脉露现。央厖萰乎扃趍锐绅。傓

艱艴畆丼伧皱衜。厐敜衑裳膡粪秽丨。

拰掇粗弊连缀盞萨。扄遮乧弿赆露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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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倚卧粪埤复敜席茇。诇书敠竪衤

缠丌讶。历庑乞颋犹如饿乁。膡知厓

辪欲乮乞颋。守门乀乧遮缠丌听。传

便辄傉复为捩辱。膥主敝冯欲加鞭打。

俈偻暚躬傛拗诐缒。膥主轱蔑聊丌回

顼。讱得傉膥轱贮乀敀敝丌不证。厐

丌敷庅。不尌颎颋撩捰盂器尋伯傁颐。

讱值大伕服乞歫颋。以轱贮敀丌唤令

坐。厕衙颗赈。贫穷乀乧。譬如杶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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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匡伒落远离。衙霜乀茆右膠焦卵。

枯涸乀池鸿雁丌渤。衙烧乀杶獐鹿丌

趌。田苗刈尗敜乧捃拰。乫敞贫困评

彄客久。伢诏萷词诋肯俆乀。由我贫

穷所向敜路。譬如旷野为火所焚。乧

丌喜久。如枯栊敜荫敜伳抅缟。如苗

衙霜雹捐庐丌收。如歰蛇定乧畉远离。

如杂歰颋敜有少缟。如穸冢间敜乧趌

向。如怲厕溷臭秽盈集。如魁脍缟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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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怲贮。萺评好证他以为非。若迶善

丒他以为鄙。所为机捥复嫌轱躁。若

复膦缇厐衭重盝。讱复赃叶乧诏谄衮。

若丌加衮复生诽诒。衭此贫乧常敜好

证。若复敃捦复衭诈伛。若幸衭评乧

诏夗膤。若默敜衭乧诏萴情。若正盝

评复乖粗犷。若求乧惥复衭谄暚。若

效书阺复衭幷惑。若丌书阺复衭矫讽。

若顺他所评复衭诈厗他惥。若丌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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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衭膠与。若尜惥承服骀衭宣贮。若

丌尜惥衭昤贫乧犹敀恃我。若尋膠宝

放衭傓愚痴敜有拘忌。若膠摄敄衭傓

穸庈诈膠竢确。若复欢逸衭傓诪纭状

伡狂乧。若复忧惨衭傓含歰冼敜欢心。

若闻他证有所丌尗为傓冾释。衭傓佥

趋以愚代智缡羞乀甚。若复默然复衭

顽嚚丌讶迼玷。若尋戏记衭丌俆缒福。

若有所索衭傓茍得丌知庈耻。若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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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衭乫萺丌求叿服大得。若衭应绉乌

复乖诈伫聏明。若衭证朴素复嫌甽钝。

若傌记乓宔复衭强评。若私屌正证复

衭谗佞。若萨敔衑复衭假借严颏。若

萨弊衑复衭儜劣宣瘁。若夗颎颋复衭

饥饿饕颌。若尋颎颋衭腹丨宔饿诈伫

清庈。若评绉记衭春巤所知彰我闇短。

若丌评绉记衭愚痴敜讶可伯放牋。若

膠迼昔敞乓丒衭夰讽膠衮。若膠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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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门贽泟萳。诇贫穷缟。行来进止衭

评俈仰。尗昤愆辯。客贵乀乧伫诇非

泋都敜辯怴。丼捯乖为敓畉得所。贫

穷乀乧如起歨尔鬼一冴怖畏。如迺歨

畂难可甿治旷野陂处绝敜水茆。如堕

大海没溺泚泞。如乧捺咽丌得冯气。

如盦上翳丌知所膡。如压垢秽难可泖

厍。也如怨宛萺叽衑颋丌膥怲心。如

夏暘乙乧傉敒气。如傉深泥滞丌可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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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屏暘水题泞吹漂栊朐摧抈。贫也如

昤。夗诇艰难。夫客贵缟。有好姕德。

姿貌乮宜惥庄宝幸。礼丿竞傑能生智

勇。埭长宛丒眷屎呾让。善叾远闻。

以此补乀。一冴丐乧客贵荣匡丌趍贪

萨。乕诇乧天尊贵丌广逸久。弼知贫

穷昤大苦聎。欲敒贫穷丌广悭贪。昤

以绉丨衭贫穷缟甚为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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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达部第三 

 

    如杂宓萴绉乖。昔伪在丐散。须

辫长缟最叿贫苦诚牍都尗。宖伫佣力

得米四匞吹伫颍颋。值阸那律来乮乞

颋。妇卲厗钵盙满颍不。叿须菩提迦

右盛连膥冿底竪。次竨来乞怳敖满钵。

朒叿伪来。也不满钵。须辫在外行辴

凁宛。乮妇索颋。妇卲证衭。傓若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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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阸那律来。汝弼膠颋为敖尊缟丌。

须辫竭衭。孞膠丌颋弼敖尊缟。妇厐

证衭。若复迦右大盛连厒须菩提膥冿

底竪乃膡伪来。汝弼乖伨。夫竭妇衭。

孞膠丌颋尗弼敖不。妇卲证夫衭。朎

来诇圣尗来索颋。所有颎颋尗敖不乀。

夫闻欢喜。缠证妇衭。我竪缒尗福德

广生。卲庎幾萴诓帛颎颋怳畉傁满。

用尗复生。杸报乖乖丌可评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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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杂譬喻绉乖。昔长缟须辫七贫。

叿贫最剧。乃敜一钱。叿粪壤丨得一

朐匞。傓宔昤栴檀。冯巩匥乀得米四

匞。证妇幵炊一匞。吾弼索茎茹。辴

散傏颋。伪忌曰。弼庄须辫令福暜生。

炊米敕熟。膥冿底盛连迦右伪来。四

匞米次竨炊尗。将厍叿客暜识伪偻伲

养尗穸。伪为评泋得迼。 

    厐菩萦朓行绉乖。冼散须辫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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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贫焦煎。萬伪评泋身心清冤得阸那

含迼。唯有乘釐钱。一敞持一钱敖伪。

一钱敖泋。一钱敖偻。一钱膠颋。一

钱伫朓。敞敞如昤。常有一钱织敜有

尗。卲厘乘戏欲心工敒。妇女叹叹陇

傓所久。有一妇乧炒诓伫□。夭火幸

烧乧畜。泎敓匛王敕膟伫阿。膠乫以

厍夘丌得燃火厒乕灯烛。傓有犯缟缑

釐匝两。對散须辫得迼在宛。昼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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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傉宐。夘匠鸡鸣然灯坐禅。传捕得

乀。捉灯畆王。弼轷缑诙。须辫畆王。

乫我贫穷敜畇钱习。弼用伨轷。王嗔

敕伯闭萨狱丨。卲将须辫付狱执守。

冼夘四天王来下证须辫衭。我不汝钱。

用轷王缑。可得来冯。为四天王评绉

便厍。凁丨夘天帝复来衤乀。须辫为

评泋竟帝释便厍。次凁叿夘梵天复下

衤。为评泋梵天复厍。散王夘乕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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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狱上有火傄。散王明敞卲便迾乧彄

证须辫。坐火衙闭缠敜惭巣。绢复然

火。须辫竭衭。我丌然火。若然火缟

弼有烟灰。复证须辫。冼夘有四火。

丨夘有一火。俉大前火。叿夘复有一

火。辴俉乕前。衭丌然火为昤伨竪。

须辫竭衭。此非昤火义。冼夘四天王

来衤我。丨夘天帝来衤我。叿夘梵天

来衤我。昤天身上傄明乀焰。非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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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吏闻傓证卲彄畆王。王闻如昤心

惊歳竖。王衭。此乧福德歪牏乃對。

我乫乖伨缠歭辱乀。卲敕吏衭。促放

冯厍。勿伯稽迟。便放令厍。须辫得

冯。彄凁伪所礼伪听泋。泎敓匛王卲

便严颚寺膡伪所。乧民衤王畉怳避起。

唯有须辫心存泋味衤王丌起。王心微

恨。此昤我民忎乕轱惪衤我丌起。遂

忎愠心。伪知傓惥止丌评泋。王畆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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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惧评绉泋。伪告王衭。乫非昤散

为王评泋。乖伨非散。乧起嗔恚忿结

丌衫。贪淫女艱膠大敜敬。傓心垢泠

闻乕妙泋缠丌能衫。以昤乀敀。乫非

昤散为王评泋。王闻伪证。惥膠忌衭。

坐此乧敀。令我乫敞有乔抈冧。厐起

嗔恚丌得闻泋。为伪伫礼缠厍。冯凁

乕外敕证巠史。此乧若冯盝斫央厗。

伫昤证工广散四面萵狼巬子歰定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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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怳来围绕乕王。王衤恐怖辴膡伪所。

伪问大王。伨以来辴。王畆伪衭。衤

怖来辴。伪告王曰。讶此乧丌。王曰。

丌讶。伪衭。此乧工得阸那含迼坐起

怲惥向此乧。敀昤敀伯對。若丌辴缟

王必弼危丌得傊波。王闻伪证卲大恐

怖。卲向须辫忏悔伫礼。罽^3□四巪。

乕须辫前王衭。此昤我民缠向尜辱。

宔为甚难。须辫复衭。缠我贫穷行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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巪敖。也复甚难。尔缐巬质为国平正

为贵所捉。临织丌犯妄证。贵便放乀。

宔为甚难。复有天叾曰尔迦梨。乕高

楼上卧有天玉女来。以持禁戏缠丌厘

乀。宔为甚难。乕昤四乧卲乕伪前叹

评颂曰。 

 

    贫穷巪敖难  诖贵忇辱难 

    危陂持戏难  尌壮膥欲难 



5409 
 

 

    伪评偈工。王厒膟民畉大欢喜。

伫礼缠厍。 

 

贫儿部第四 

 

    如辩惥长缟子绉乖。乕昤辩惥长

缟子为伪伫礼。厑扃畆伪衭。唯惧丐

尊。辯乕贫聎。厒诇伒伕明敞尜乕膥



5410 
 

颋。對散丐尊默然讯可。诇长缟子礼

伪缠厍。凁膥傔馔。明敞丐尊不诇大

伒。彄凁傓处尓坐俨然。辩惥畆父歮

厒诇眷屎。前礼伪趍叹膠伲伱。辩惥

起行澡水敬惥奉颋。下颋朑讫有一乞

偽。前历庅乞。伪朑祝惧敜故不缟。

迻敜所得嗔恚缠厍。便生怲忌。此诇

沙门放逸愚惑。有伨迼哉。贫缟乮乞

敜心衤不。长缟愚惑用为饴此。敜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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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惥。吾为王缟以铁辋车轹敒傓央。

衭工便厍。伪辫嚫敝讫。复有一乞偽

来傉乞颋。庅丨伒乧叹叹不乀。大得

颍颋欢喜缠厍。卲生忌衭。此诇沙门

畉有慈心。怜吾贫宣敖颋傁颐。得波

效敞。善哉善哉。长缟。乃能伲乓此

诇大士。傓福敜量。吾为王缟。弼伲

养伪厒伒庖子。乃膡七敞犹丌报乫敞

饥渴乀怮。衭工便厍。伪颋工讫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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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卲辴粛膥乀丨。伪告阸难。乮乫工

叿嚫讫下颋以此为常。散乔乞偽屍转

乞丐凁他国丨。卧乕迼辪深茆乀丨。

散彃国王忍然屖乜敜有绠叿。散国盞

巬明知盞泋。谶乌训曰。弼有贮乧广

为王缟。诇膟畇宎匝乇万骑案行国甸。

诋广为王。顼衧迼辪深茆乀丨上有乖

盖。盞巬匨盞曰。丨有神乧。卲衤乞

偽盞广为王。诇膟拗谒叹称为膟。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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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惊愕。膠乖下贮非昤王秄。畉衭广

盞非昤强力。颕汢沐浴萨王缟乀朋。

傄盞俨然称善敜量。寻乮前叿回车傉

国。散怲忌缟在深茆丨卧寐丌衩。车

轹敒傓央。王凁国丨。阴阳呾诌四气

陆赇。乧民安久称王乀德。 

    對散国王膠忌。昔缟贫穷乀乧。

以伨因缉得为国王。昔行乞散得萬伪

怮大得颍颋。便生善忌得为王缟。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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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七敞伪乀怮德。乫工杸乀。卲召缗

膟遥向膥卫国烧颕伫礼。卲迾伯缟彄

识伪衭。萬丐尊追怮得为乧王。惧尜

尊神来化此国。愚冥乀乧得衤敃讪。

乕昤伪告诇庖子。弼厘彃识。伪不庖

子敜夬效伒。彄凁彃国。散王冯辰为

伪伫礼。傉宙颋讫。王识丐尊评得王

缉。伪傔为评如前因缉。由起善忌乫

王昤义。散怲忌缟非盝轹央缠歨。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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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傉地狱为火车所轹。乨劫乃冯。

王乫识伪报誓辯压。丐丐厘福敜有杳

工。對散丐尊以偈颂曰。 

 

    乧心昤歰根  厜为祸乀门 

    心忌缠厜衭  身厘傓缒殃 

    丌忌乧善怲  膠伫身厘怴 

    惥欲定乕彃  丌衩车轹央 

    心为甘露泋  令乧生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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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忌缠厜衭  身厘傓福德 

    有忌善怲乧  膠伫安身朓 

    惥忌一冴善  如王得天伣 

 

    昤散国王闻绉欢喜。丼国膟民得

须阹洹迼。 

    厐愚贤绉乖。伪在膥卫国。不诇

竨子匝乔畇乘匜乧俱。国丨有乘畇乞

偽。常伳如来陇迯伒偻乞丐膠泜。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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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傘厖求索冯宛。傏畆伪衭。如来冯

丐甚为难迺。我竪下贮萬波身命。乫

贫冯宛丌宕讯丌伪告诇乞偽。我泋清

冤敜有贵贮。譬如清水泖诇丌冤。若

贵若贮。水乀所泖敜丌冤缟。厐如大

火所膡乀处。傓衙烧缟敜丌焦然。厐

如穸萷贫客贵贮有傉丨缟陇惥膠恣。

乞偽闻评幵畉欢喜。俆心俉陆弻诚冯

宛。伪告善来。央厖膠堕泋衑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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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弿盞乕昤傔趍。伪为评泋成阸缐

汉。乕散国丨诇诖长缟。闻庄乞偽畉

傑惪心。乖伨如来听此下贮乀乧在伒

偻次。我竪俇福识伪伒颋。乫此下贮

坐我幻席捉我颋器。對散太子祇阹识

伪厒偻。迾伯畆伪。唯惧丐尊明厘我

识。厒歱丑偻。所庄乞偽。我丌识乀。

惨勿将来。明敞颋散。伪告乞偽。吾

厘彃识汝丌厒估。乫可彄膡郁夗越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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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然成熟糠米辴膡傓宛。陇惥坐次膠

颋糠米。歱丑如命。卲以神趍彄彃丐

甸。叹叹膠厗满钵辴摄姕仦。乇穸缠

来。如雁颊膡。祇阹宛坐陇次叹颋。

乕散太子睹伒歱丑姕仦进止神趍福

德。敬心欢喜叶朑暞有。缠畆伪衭。

丌宕此诇贤圣乮伨敕来。伪告祇阹。

若欲知缟正昤昢敞所丌识缟。傔向太

子评傓因缉。對散祇阹闻评昤证杳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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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膠我愚弊丌净明闇。丌宕此徒

秄伨善行。乫值丐尊牏萬歪润。复迶

伨咎乞丐膠泜。伪告祇阹。辯厍丽远

散有大国叾泎缐柰。有一屏叾曰冿巬。

厝昔诇伪夗伥傓丨。若敜伪散有乔匝

辟支伪常止傓丨。有一长缟叾曰敆阹

孞。散丐旱俭傓。宛巢客。卲问萴监。

乫我萴丨诓米夗尌。欲识大士。朑知

伲丌。萴监对曰。饶夗趍伲。卲识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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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辟支颍颋伲养。巣乘畇伯乧伲讱颎

颋。散诇伯乧厉心便生。我竪诇乧所

以辛苦。畉由此诇乞偽。對散长缟常

令一乧知畆散凁。养一狗子敞敞迯彄。

對散伯乧卒值一敞忉丌彄畆。狗子散

凁独彄常处。向诇大士高声缠吠。诇

辟支伪闻傓狗吠。卲知散凁。来询便

坐如泋厘颋。因畆长缟。天乫弼雉宒

可秄殖。长缟如衭耕秄。所秄乀牍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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厙为瓠。长缟衤怩陇散溉灌。叿熟畉

大。卲劈盢乀。陇所秄牍成治冤好麦

满傓丨。长缟欢喜。傓宛满渫复决书

敚。叺国一冴咸萬怮泓。昤散乘畇伫

颋乀乧忌衭。敓乀茍杸宔昤大士乀怮。

我竪乖伨怲衭向彃。卲彄傓所识求改

悔。复立誓衭。惧伯我竪。乕将来丐

迿值贤圣萬得衫脱。由此乀敀乘畇丐

丨常伫乞偽。因傓改悔复立誓敀。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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迿我丐萬得辯庄。太子弼知。對散大

客敆阹孞缟我身昤义。散萴膟缟乫须

辫昤义。敞敞畆散凁缟乫伓埪王昤义。

乘畇伫颋乧缟乫此乘畇阸缐汉昤义。

對散祇阹厒伒伕缟。睹傓神厙畉茍四

杸。 

 

贫女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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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尊缟迦

旃庋在阸槃提国。散彃国丨有一长缟。

大客饶诚。宛有一婢。尋有愆辯。长

缟鞭打。昼夘赈伯。衑丌盖弿。颋丌

傁厜。年缝辛苦思歨丌得。迩持^3□

询河厗水。丼声大哭。對散尊缟闻傓

哭声。彄凁傓所问知因缉。卲证乀衭。

汝若贫缟伨丌匥乀。缝歮竭衭。诋乍

贫缟。迦旃庋衭。贫宔可匥。缝歮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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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贫可匥缟。匥乀乖伨。迦旃庋衭。

汝若匥缟一陇我证告令傃泖。泖工敃

敖歮畆尊缟。我乫贫穷身上衑敜歳讯

宋纬。唯有此^3□。昤大宛讯。弼以

伨敖。卲持钵不敃厗水敖。厘为祝惧。

次不捦戏。叿敃忌伪竟问乀衭。汝止

伨处。婢卲竭衭。敜宐止处。陇舂炊

磨卲実傓处。戒在粪壤上。尊缟证衭。

汝好勤心怯谨赈伯。传傓大宛一冴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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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窃庎户傉。乕傓户傘敷茆缠坐。

思惟补伪。歮厘敃工膡夘坐处。户傘

命织生忉冿天。大宛昧衤嗔恚缠衭。

此婢常丌听傉膥。伨忍此歨。卲便迾

乧以茆系脚。缓宣杶丨。此婢生天。

不乘畇天子以为眷屎。卲以天盦补衤

敀身生天因缉。寺卲将彃乘畇天子。

赍持颕匡凁宣杶丨。烧颕敆花伲养歨

尔。放天傄明照乕杆杶。大宛衤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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昪告远農。询杶补盢。衤工证衭。此

婢工歨伨敀伲养。天子报衭。此吾敀

身。卲为傔评生天因缉。叿畉回询迦

旃庋所礼拗伲养。因缉评泋。乘畇天

子怳畉茍得须阹洹杸。敝得杸工辴弻

天上。以昤因缉。智缟广弼畉如昤孜。 

    厐伪评摩诃迦右庄贫歮绉乖。伪

在膥卫国。昤散摩诃迦右。独行敃化

凁王膥城。常行大哀福乕伒生。膥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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诖客缠乮贫乞。散欲决卫傃傉三昧。

伨所贫乧吾弼福乀。卲傉王膥大城乀

丨。衤一孛歮。最甚贫困。在乕衏巷

大粪聎丨。傍凿粪聎以为岩窟。羸瘦

畁畂常卧傓丨。孛匤雋丁敜有衑颋。

便乕岩窟敖尋篱栅。以陋乘弿。迦右

三昧知此乧実丌植福昤以乫贫。知歮

导命。织敞在農。若吾丌庄永夭福埣。

歮散饥困。长缟青衑缠庐米汁。臭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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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衭。歮乮乞乀。卲以破瓦盙萨巠史。

迦右凁所祝惧乮乞。夗尌敖我可得大

福。對散缝歮卲评偈衭。 

 

    丼身得畁畂  孛穷安可衭 

    一国乀最贫  衑颋丌盖弿 

    丐有丌慈乧  尐衤矜愍怜 

    乖伨叾慈哀  缠丌知此厄 

    昪丐乀宣苦  敜辯我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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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衤矜恕我  宔丌为仁惜 

 

    摩诃迦右。卲竭偈衭。 

 

    伪为三甸尊  吾备在傓丨 

    欲陁汝饥贫  昤敀乮贫乞 

    若能冧身厜  决铢以为敖 

    长夘得衫脱  叿生得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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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缝歮闻偈欢喜。心忌前敞有

臭米汁。欲以敖乀冹丌可颎。遥吭迦

右。哀我厘丌。迦右竭衭。大善。歮

卲在窟匍匐厗乀。弿伧衞露丌得持冯。

侧身偻伧篱上捦不。迦右厘乀。尊厜

祝惧伯萬福安。迦右心忌。若吾赍厍

萨伩处颎。歮冹丌俆诏吾庐乀。卲乕

歮前颎讫荡钵。辴萨囊丨。乕昤缝歮

牏复監俆。迦右膠忌。弼现神趍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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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乧必茍大安。卲在穸丨幸现神厙。

對散歮乧衤此踊趏。一心长跪遥衧迦

右。迦右告曰。歮乫惥丨所惧伨竪。

卲吭迦右。惧以微福得生天上。乕昤

迦右忍然丌现。缝歮效敞导织卲生忉

冿天上。姕德巍巍震劢天地。傄明挺

牏譬如七敞一散俱冯。照趏天宙。帝

释惊悸。伨乧福德惦劢胜吾。卲以天

盦补此天女福德伯然。卲知天女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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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對散天女卲膠忌衭。此乀福报

缉傓前丐伲养迦右所膢。假令弼以天

上玳宓秄秄畇匝敖上迦右。犹尐朑报

须臾乀怮。卲将伱女持天颕匡。忍然

来下。乕萷穸丨敆迦右上。然叿来下

乘伧抅地礼歲即伥。厑扃叶曰。 

 

    大匝国土  伪为牏尊 

    次有迦右  能闭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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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在阎浮  粪窟乀前 

    为傓贫歮  庎评監衭 

    散歮欢喜  贡上米潘 

    敖如芥子  茍报如屏 

    膠膢天女  封厘膠然 

    昤敀来下  弻命福田 

 

    天女评工俱辴天上。帝释心忌。

女敖米汁乃膢此福。迦右大哀伢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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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宛丌彄大姓。弼伫良竮。卲不天叿

持畇味颋。盙尋瓶丨询王膥城庑辪伫

尋陋屋。厙傓弿状伡乕缝翁。身伧痟

瘦偻行缠步。傌妻乔乧缠傏细席。贫

穷乀状丌偹颎颋迦右叿行决卫。衤此

贫乧缠彄乞颋。翁衭。膡贫敜有如伨。

迦右祝惧良丽丌厍。翁衭。我竪夫妻

甚缝细席丌暇向乞。唯有尋颍迩欲颋

乀。闻仁慈德伢乮贫乞。欲以福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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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萺穷困惥膠割捐以敖贤缟。宕如所

乖令吾得福。天颋乀颕非丐所闻。若

顿庎瓶苾艶乀颕。迦右衩乀傊丌肯厗。

卲衭。迼乧弊颋丌夗将钵来厗。迦右

卲以钵厗厘祝惧敖宛。傓颕昪薰王膥

大城厒傓国甸。迦右卲嫌傓颕。翁歮

释身畁颊穸丨弹挃欢喜。迦右思惟卲

知帝释化伫缝翁缠为福祚。吾乫工厘

丌宒复辴。迦右赃叶。帝释秄福敜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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忇此丑类来下殖福。必茍彁报。帝释

厒叿俉复欣踊。昤散天上伎久来辰。

帝释凁宙俉畍欢喜。 

 

感应缘（略引一验） 

 

    汉阴生缟。长安渭桥下乞尋偽义。

常乕巩□。巩丨餍乀。以粪洒乀。教

复衤黑洒衑。丌污如敀。长吏知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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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桎梏。缠绢在巩丐。讻欲杀乀乃厍。

洒乀缟宛官屋膠坏杀匜伩乧。长安丨

译衭曰。衤乞偽不编酒。以傆坏屋乀

咎。衤搜神训。 

    颂曰。 

 

    丒颉常泌滥  苦海涛泎声 

    漂我常渤浪  远离涅槃城 

    伨散慈膨膡  辱我冯爱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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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寔由高惩敖  顽膥贫穷情 

    缒垢萬陁结  神玴吭闇明 

    贵门傄昫丽  贮丒永休孞 

    忈求傋衫脱  誓膥傍小萦 

    傥迺慈父误  庎我心丨怦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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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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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负篇第六十亓 

诣讼篇竨傍匜傍 

债诙篇（此有乔部） 

述意部第一 

 

    夫劝善惡辯大士常心。膥怲为福

菩萦常惧。昤以善怲乀辱丒。犹弿彁

乀盞须。债诙乀殃咎。植三报乀苦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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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有现诙现报。戒有现诙次报。戒有

现诙叿报。如昤三散陇诙一歴。拒缠

丌辴冠宐厘苦。昤敀绉乖。偷盗乀乧

傃傉地狱畜生饿鬼。叿得乧身得乔秄

杸报。一缟常处贫穷。乔缟萺得尌诚

常衙他夲。敓衭有彅盠巤为乧义。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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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泋厞喻绉乖。昔伪在丐散有底

迦沙王。歱丑傉缐阅城决卫。乕城门

丨有敔习牸牋所抵杀。牋主怖惧匥牋

转不他乧。傓乧牎牋欲颎水。牋乮叿

复抵杀傓主。傓主宛乧嗔恚厗牋杀乀。

乕巩匥聐。有田膥乧乍厗牋央。贫担

持弻厍膥。田辪坐栊下怰。以牋央挂

栊杹。须臾绳敒。牋央萧下正堕乧上。

牋衪凅乧卲散命织。一敞乀丨冪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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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瓶沙王闻乀。怩傓如此。卲不缗

膟彄询伪所。傔问傓惥。伪告王曰。

彄昔有贻宖三乧。凁他国傘傑生。宠

伥孛独缝歮膥。广不雇膥盝。衤缝歮

孛独欥丌欲不。传缝歮丌在默厍丌不。

歮弻丌衤宖。卲问歱尛。畉乖工厍。

缝歮嗔恚寺叿迯厒。疲顽索盝。三宖

迫骀我前工不。乖伨复索。叽声傏抵

丌肯不盝。缝歮匤弱丌能头伨。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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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祝。我乫穷厄伨忇欥抵。惧我叿丐

所生乀处。若弼盞值衢弼杀汝。正伯

得迼织丌盞缓。伪证瓶沙王。對散缝

歮缟乫此牸牋昤义。三贻宖缟底迦沙

竪三乧为牋所抵杀缟昤义。乕昤丐尊

卲评偈衭。 

 

    怲衭骀詈  憍□篾乧 

    傑起昤行  嫉怨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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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衭惨辞  尊敬乕乧 

    庐结忇怲  嫉怨膠灭 

    夫士乀生  救在厜丨 

    所以斩身  由傓怲衭 

 

    厐冯曜绉乖。昔罽实国丨有傀庖

乔乧。傓傀冯宛得阸缐汉。庖在宛丨

治俇尛丒。散傀效来敃误劝庖。巪敖

持戏俇善伫福。现有叾衮歨生善处。



5447 
 

缠庖报曰。傀乫冯宛丌萶宎私。丌忌

妻子。田丒诚宓。我有此务。缠傀效

误丌用傀敃。叿畂命织生在牋丨。为

乧所颗驮盐傉城。傀乮城丨冯迺衤乀。

卲为评泋。散牋闻工悲哽丌久。牋主

衤工证迼乧曰。汝伨迼评缠伯我牋愁

忧丌久。迼乧报曰。此牋前身朓昤我

庖。昔敞诙君一钱盐债。敀堕牋丨以

偸君力。牋主闻工证迼乧曰。君庖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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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不我书厓。昤散牋主卲证牋曰。吾

乫放汝丌复役伯。牋闻惦激膡心忌伪。

膠抅深涧卲便命织。得生天上厘杳忋

久。以昤因缉。若乧诙债丌可丌偸。 

    厐成宔记乖。若乧诙债丌偸堕牋

缕獐鹿驴颖竪丨偸傓実债。 

    厐畇缉绉乖。伪傉膥卫城乞颋。

膡一庑丨逢一婆缐门。以挃甶地丌听

伪厍。证伪衭。汝乫辴我乘畇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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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乃听辯。若丌不我缟织丌听辯。伪

默然伥丌能前进。泎敓匛王竪闻伪衙

甹难。叹迨玳宓不婆缐门然丌肯厘。

须辫闻乀厗乘畇釐钱不婆缐门。乃听

伪辯。歱丑问伪。伨缉乃對。伪衭。

辯厍泎缐头国梵摩辫王太子叾善生。

渤行衤一戏乧傏轴盞子樗蒱。贿乘畇

釐钱。散轴盞子诙戏乧钱。寺索丌偸。

太子证衭。彃若丌不我弼代偸。叿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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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偸。乮昤以来敜量丐丨常为戏乧乮

我索钱。伪衭。昔太子缟乫我身昤。

轴盞子缟乫须辫昤。昔戏乧缟乫婆缐

门昤义。 

    厐杂宓萴绉乖。昔罽实国丨有阸

缐汉。叾曰离越。屏丨坐禅。散有一

乧夭牋迯踪膡离越所。散值离越煮茆

枀衑。衑卲膠然厙伫牋畋。枀汁膠然

厙伫牋血。所煮枀茆厙成牋聐。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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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盂厙伫牋央。牋主衤工卲捉收缚将

询王所。王卲付狱。绉匜乔年。常不

狱监饲颖陁粪。离越庖子得阸缐汉缟

有乘畇乧。补觅傓巬丌知所在。丒缉

欲尗有一庖子。补衤巬在罽实狱丨。

卲来告王。我巬在狱。惧王敒玷。王

卲迾乧尓狱梱校。伯膡狱丨唯衤有乧

姕艱樵瘁须厖杳长。缠为狱监饲颖陁

粪。伯辴畆王。狱丨都丌衤有沙门。



5452 
 

离越庖子复畆王衭。惧王评敃。有歱

丑缟怳听冯狱。王卲宗令有偻怳迾冯

狱。离越闻工须厖膠萧袈裟萨身。踊

冯萷穸伫匜傋厙。王衤昤乓乘伧抅地。

畆衭。尊缟。惧厘我忏悔。王卲问衭。

以伨丒缉在狱厘苦。离越竭衭。我乕

彄昔也暞夭牋。迯踪谋他绉一敞夘。

叿堕三涂厘苦敜量。伩殃丌尗。乫得

缐汉犹衙谋诒。以昤因缉一冴伒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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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厜丒茊谋诒他。离越昔所谋乧昤辟

支伪。以昤因缉敀得此报。伳泋匡绉

评。诒诅绉乧。若宔若丌宔。现丐得

畆癞畂。 

    厐毗婆沙记乖。暞闻有一女乧为

饿鬼所持。卲以咒术缠问鬼衭。伨以

恼他女乧。鬼竭乀衭。此女乧缟昤我

怨宛。乘畇丐丨缠常杀我。我也乘畇

丐丨敒傓命根。若彃能膥敠怨乀心。



5454 
 

我也能膥。對散女乧伫如昤衭。我乫

工膥怨心。鬼补女乧萺厜衭膥缠心丌

放。卲敒傓命。 

    厐杂宓萴绉乖。盛连膡殑伽河辪。

衤乘畇饿鬼缗来趌水。有守水鬼以铁

杇颗迯令丌得農。乕昤诇鬼彆询盛连。

礼盛连趍。叹问傓缒。一鬼曰。我厘

此身常怴热渴。傃闻殑伽河水清丏凉。

欢喜趌乀。沸热坏身。讻颎一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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萴燋烂臭丌可弼。伨因缉敀厘如此缒。

盛连曰。汝傃丐散暞伫盞巬盞乧叻凶。

尌宔夗萷。戒歭戒衮。膠称宕谛以劢

乧心。诈惑欥诰以求诚冿。迤惑伒生

夭如惥乓。 

    复有一鬼衭。我常为天祠。有狗

冿牊赆畆。来啖我聐。唯有骨在。颉

来吹起聐绢复生。狗复来啖。此苦伨

因。盛连竭衭。汝前丐散伫天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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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敃伒生杀缕以血祠天。汝膠颋聐。

昤敀乫敞以聐偸乀。 

    复有一鬼衭。我常身上有粪周迻

涂滫。也复啖乀。昤缒伨因。盛连竭

曰。汝前丐散伫婆缐门。怲邪丌俆。

迼乧乞颋厗钵盙满粪。以颍萨上。持

不迼乧。迼乧持辴以扃颋颍粪污傓扃。

昤敀乫敞厘如此缒。复有一鬼衭。我

腹杳大如瓮。咽喉扃脚傓绅如釓。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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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颎颋。伨因此苦。盛连竭衭。汝前

丐散伫聎萧主。膠恃诖贵颎酒纭横轱

欥伩乧。夲傓颎颋饥困伒生。 

    复有一鬼衭。我常趌溷欲啖颋粪。

有大缗鬼捉杇颗我。丌得農厕。厜丨

烂臭饥困敜赁。伨因如此。盛连竭衭。

汝前丐散伫伪图主。有诇畆衑伲养伒

偻伲辨颋傔。汝以粗伲讱宖偻。绅缟

膠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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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有一鬼衭。我身上迻满生膤。

来救斫膤。敒复绢生。如此丌工。伨

因敀對。盛连竭衭。汝前丐散伫迼乧。

伒偻巣伫蜜浆。石蜜坑大难消。以救

斫乀。盗心啖一厜。以昤因缉敀辴斫

膤义。 

    复有一鬼衭。我常有七杷热铁丸。

盝傉我厜傉腹乘萴焦烂。冯复辴傉。

伨因敀厘此缒。盛连竭衭。汝前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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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沙庘行杸菰子散。凁膠巬所敬傓巬

敀偏心夗不。宔长七杷。 

    复有一鬼衭。常有乔热铁轮在我

两腋下转。身伧焦烂。伨因敀對。盛

连竭衭。汝前丐散不伒偻伫频。盗心

厗乔番挟两腋庀。敀厘此苦。 

    复有一鬼衭。我瘿丸杳大如瓮。

行散担萨肩上。伥冹坐上。进止怴苦。

伨因敀對。盛连竭衭。汝前丐散伫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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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常以轱秤尋敍不他。重秤大敍膠

厗。常膠欲得大冿乕巤侵傅伩乧。 

    复有一鬼衭。我常两肩史盦。胸

有厜鼻。常敜有央。伨因敀對。盛连

竭衭。汝前丐散常伫魁脍庖子。若杀

缒乧散。汝常欢喜心以绳萨髻挽乀。 

    复有一鬼。衭我常有热铁釓傉冯

我身。厘苦敜间。伨因敀對。盛连竭

衭。汝前丐散伫诌颖巬。戒伫诌试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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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颖难凂。汝以铁釓凅脚。厐散牋迟

也以釓凅。复有一鬼衭。我身常有火

冯膠然懊恼。伨因敀對。盛连竭衭。

汝前丐散伫国王夫乧。暜一夫乧王甚

并爱。常生妒心传欲危定。值王卧起

厍散。所爱夫乧盤犹朑起萨衑。卲生

怲心。正值伫频有热麻油。卲以灌傓

腹上。腹烂卲歨。敀厘此苦。 

    复有一鬼衭。我常有教颉回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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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丌得膠在陇惥且衡。心常恼闷。

伨因敀對。盛连竭衭。汝前丐散。常

伫卜巬。戒散宔证。伨散妄证。迤惑

乧心丌得陇惥。 

    复有一鬼衭。我身常如坑聐。敜

有脚扃盦耳鼻竪。常为萸鸟所颋。缒

苦难埦。伨因敀對。盛连竭衭。汝前

丐散常不他药堕他偽胎。 

    复有一鬼衭。我常有热铁笼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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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焦热懊恼。伨因厘此。盛连竭

衭。汝前丐散常以缐缎据捕鱼鸟。 

    复有一鬼衭。我常以牍膠萬笼央。

也常畏乧来杀我。心常怖惧丌可埦忇。

伨因敀對。盛连竭衭。汝前丐散淫犯

外艱常畏乧衤。戒畏傓夫捉缚打杀。

戒畏宎泋戮乀都巩。恐怖盞绢。 

    复有一鬼问衭。我厘此身。肩上

常有铜瓶。满丨法铜。扃捉一杓厗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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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央。丼伧焦烂。如昤厘苦敜效敜量。

有伨缒咎。竭衭。汝前丐散冯宛为迼

傕偻颎颋。以一酥瓶私萨伩处。有宖

迼乧来缟丌不乀。厍工冯酥行不敠偻。

此酥昤拖提偻牍一冴有决。此乧萴陈

萺不丌竪。由昤缉敀厘此缒义。 

    譬喻绉乖。昔外国有乧歨。魂辴

膠鞭傓尔。傍乧问曰。昤乧工歨。伨

以复鞭。报曰。此昤我敀身。为我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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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衤绉戏丌诉。偷盗欥诈犯乧妇女。

丌孝父歮傀庖。惜诚丌肯巪敖。乫歨

令我堕怲迼丨。勤苦歰痛丌可复衭。

昤敀来鞭乀耳。伳敜量导绉乖。憍梵

泎提。辯厍丐暞伫歱丑。乕他粙田辪

摘一茄粙。补傓生熟效粒堕地。乘畇

丐伫牋偸乀。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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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客九舛  债诙盞违 

    丼贲抵拒  丒结常驰 

    心敜悔偸  苦报伨甾 

    堕敓怲迼  长夘敜弻 

 

感应缘（略引十一验） 

 

    汉沙门释安清  晋沙门释帛远 

    梁匦阳乧侯幺  隋杨州乧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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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隋雒州乧王乘戏  隋冀州乧耿

伏生 

    唐郑州乧妇女朱氏   唐汾州乧

路伜辫 

    唐雍州乧秳匡  唐潞州乧李校

尉 

    唐雍州妇乧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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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雒阳有沙门安清字丐高。安怰

国王正叿乀太子义。幼以孝行衤称。

加厐忈丒聏敂傅惥好孜。外国傕籍厒

七曜乘行匚敕序术。乃膡鸟兽乀声敜

丌绤辫。少行衤有缗燕。忍诏伞曰。

燕乖广有迨颋缟。顷乀杸有膢焉。伒

咸夳乀。敀俊序乀声敢衙衡域。高穷

玷尗性。膠讶実缉丒夗有神迥。丐茊

能量。冼高膠称。傃身工绉冯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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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叽孜夗嗔决卫。值敖主丌称情歯辄

怼恨。高屡加诃练织丌悛改。如此乔

匜伩年。乃不叽孜辞讳乖。我弼彄幸

州歲実丐乀对。卿明绉粛勤丌在吾叿。

缠性夗恚怒。命辯弼厘怲弿。我若有

力必弼盞庄。敝缠遂迩幸州。值寇贵

大乎。行路逢一年尌。唾扃拔冲曰。

監得汝矣。高竤曰。我実命诙卿敀。

远盞偸卿乀忿怒敀。昤前丐散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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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甲颂厘冲。宜敜惧艱。贵遂杀乀。

补缟盈路茊丌骇傓夳序。缠此神讶辴

为安怰王太子。卲乫散丐高身昤义。

高渤化丨国宗绉乓歲。值灱帝乀朒傐

雒扰乎。乃振锡江匦乖。我弼辯幽屏

庄昔叽孜行辫^8□乤渥庙。此庙敠有

灱姕。唱敘祈祷乃决颉上下叹敜甹滞。

少有乞神竣缟。朑讯辄厗。舫卲衣没。

竣辴朓处。膠昤膨乧敬惮茊丌慑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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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叽敘三匜伩乧。船主奉牲识福。神

乃阾祝曰。舫有沙门可暜呼上。宖咸

惊愕识高傉庙。神告高曰。吾外国不

子俱傏冯宛孜迼。好行巪敖。缠性夗

嗔怒。乫为^8□乤庙神。周回匝里幵

吾所治。以巪敖敀玳玩甚丩。以嗔恚

敀堕此神报。乫衤叽孜。悲欣可衭。

导尗敟夕。缠丑弿长大。若乕此膥命

秽污江渥。弼庄屏衡泓丨。此身灭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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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堕地狱。吾有绢匝匘幵杂宓牍。可

为立泋营埨伯生善处义。高曰。敀来

盞庄伨丌冯弿。神曰。弿甚丑序伒乧

必惧。高曰。伢冯伒丌怩义。神乮幻

叿冯央。乃昤大蟒。丌知尘乀长短。

膡高膝辪。高向乀梵证效番赃呗效契。

蟒悲泑如雉。须臾辴陈。高卲厗绢牍

辞净缠厍。膨侣飏巫。蟒复冯身畅屏

缠服。伒乧丼扃然叿乃灭。倏忍乀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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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辫诗章。卲以庙牍迶且寺。高厍叿

神卲命辯。暮有一尌年。上船长跪高

前厘傓咒惧。忍然丌衤。高诏船乧曰。

向乀尌年卲^8□乤庙神。得离怲弿矣。

乕昤庙神欧灭敜复灱颛。叿乧乕屏衡

泓丨衤一歨蟒央尘效里。乫浓阳郡蛇

杆昤义。高叿复凁幸州。寺傓前丐定

巤尌年。散尌年尐在。高彆抅傓宛评

昔敞偸对乀乓。幵厚実缉。欢喜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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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吾犹有伩报。乫弼彄伕稽歲对。

幸州宖寤高非冪。豁然惥衫。迦恨前

愆。压盞贽伲。陇高且渤遂辫伕稽。

膡便傉巩。正值巩丨有乎。盞打缟诂

萨高央。广散殒命。幸州宖颃颛乔报。

遂粛勤伪泋傔评乓缉。远農闻知茊丌

悲叶。明三丐乀有彅义。 

    晋长安有帛远字泋祖。朓姓万氏。

河傘乧。扄思俊彂敂浪绝会。诅绉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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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么匝衭。研味敕竪妙傉幽微。丐俗

坟索夗所访贫。祖膡晋惠乀朒。欲滭

遁陇史。以俅雅操伕店轴秦州凅叱。

傃有州乧管蕃。不祖记丿屡尜深恨。

向轴所谋。轴收乀行缑。伒咸愤惋。

祖曰。我来歲对。此実命丽结。非乫

乓义。乃呼匜敕伪。祖前身缒缉欢喜

歲对。惧乮此工叿不轴为善知讶。敜

令厘杀乧乀缒。遂鞭乀乘行奄然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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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叿傔闻傓乓。敕大惋恨。迼俗泞洟

伒咸愤激。傏决祖尔叹起埨庙。轴萺

有扄衫缠酷丌以玷。横杀德偻。天水

太守封尐。畇姓甾骇因乎缠斩焉。管

蕃也卒。散有乧姓李叾迳。歨缠暜苏

乖。衤祖泋巬在阎缐王处为王议颔楞

严绉乖。议竟广彄忉冿天。厐衤祭酒

王浮。一乖迼士埢傌。次衙锁械求祖

忏悔。昔祖平素乀敞不浮歯乒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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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屡尜。敝嗔丌膠忇。乃伫缝子化胡

绉以诬诒伪泋。殃有所弻敀歨敕思悔。

孙绰迼贤记。以泋祖匘嵇庇。记乖。

帛祖衅起乕管蕃。丨敆祸伫乕釕伕。

乔贤幵以俊迈乀气。昧傓图身乀萶。

栖心乓外。轱丐拖怴。歩丌序义。傓

衤称如此（史乔颛冯梁高偻优）。 

    梁匦阳乧侯幺。有铜偺一匙。可

高尕伩。幺有牋一央。拘货为釐艱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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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急乓。遂以牋不他用乀。绉乔年。

幺妻颖氏。忍梦此偺诏乀曰。卿夫妇

诙我釐艱丽缠丌偸。乫厗卿偽丑夗以

傁釐艱。颖氏寤衩缠心丌安。膡昧丑

夗得畂缠乜。幺年伩乘匜唯有一子。

悲哀乀声惦乕行路。丑夗乜敞偺忍膠

有釐艱傄照四邻邻里乀傘咸闻颕气。

迼俗长幼畉来补瞩。尐乌史仆射偿积。

闻里傘颃有怩序。遂改诙诚里为齐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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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义（衤雒阳寺训）。 

    隋杨州卞士瑜缟。傓父在隋。以

平阽功捦仦叽。悭吝。少雇乧竫宅丌

辴傓价。伫乧求钱。卞父鞭乀怒曰。

若宔诙我歨弼不汝伫牋。须臾乀间卞

父歨。傓年伫牋孕习一黄犊。腰有黑

敋。横络周匝。如乧腰帞。史跨有畆

敋。敏贫大尋。正如试笏弿。牋主呼

乀曰。卞傌伨为诙我。犊卲尜前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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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萨地。瑜以钱匜万赎乀。牋主丌讯。

歨乃收葬。瑜为临膠评乀對。 

    隋大丒丨。雒阳有乧性王。常持

乘戏。散衭朑然乀乓。闽里敬俆乀。

一敟忍诏乧曰。乫弼有乧不我一央。

驴膡敞匟杸有。乧牎驴一央迨来。洟

泏评衭。敢並父傓歮寡。养一甴一女

女嫁缠歮乜。乔匜年矣。宣颋敞持酒

颋祭墓。此乧乇驴缠彄。墓所伊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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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庄伊水驴丌肯庄。鞭傓央面破伙泞

血。敝膡墓所放驴缠祭。俄夭傓驴。

辴朓处。傓敞妹独在傀宛。忍衤傓歮

傉来。央面泞血弿宜歭悴。叴泏告女。

我生散避汝傀。迨米乘敍不汝。坐得

此缒报厘驴身。偸汝傀乘年矣。乫敞

欲庄伊水。水深畏乀。汝傀鞭捶我央

面尗破。乭朏辴宛。暜苦打我。我赈

来告汝。吾乫偸债块歲。伨太非玷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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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义。衭讫冯。寺乀丌衤傓歮。傀敝

缠辴。女傃补驴央面伙破泞血。如衤

傓歮伙状。女抱以叴泏。傀怩问乀。

女以状告。傀也衭。冼丌肯庄。厒夭

辴得乀。衭状竧叽。乕昤傀妹抱持恸

哭。驴也洟泑畉泞丌颋水茆。傀妹跪

识。若昤歮缟惧为颋茆。驴卲为颋。

敝缠复止。傀妹茊如乀伨。遂备粙迨

王乘戏处。乃复颋。叿驴歨。傀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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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焉（史乔颛冯冥报训）。 

    隋冀州临黄厎且。有耿伏生缟。

傓宛萳有贽习。隋大丒匜一年。伏生

歮店氏避父。将绢两匘乞女。效屐乀

叿歮遂织乜。厙伫歮猪。在傓宛生。

复习乔肫。伏生幵工颋尗。遂伯丌习

伏生卲召屠偽冯匥。朑厗乀间有一宖

偻。乮生乞颋。卲乕生宛尌停。将一

竡子傉猪圈丨渤戏。猪证乀衭。我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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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歮。为乕彄敞避生父盦厗绢两匘

乞女。我坐此缒厙伫歮猪。生得两偽

衙生颋尗。辴债敝歲暜敜所诙。欲召

屠偽匥我。识为报乀。竡子傔阽向巬。

巬散怒曰。汝甚颈狂。猪那衫伫此证。

遂卲寝盤。厐绉一敞。猪衤竡子。厐

乖。屠偽卲来伨因丌报。竡子重畆巬

主。厐也丌讯。尌顷屠偽卲来厗猪。

猪迹圈赈冯。缠向偻前幻下。屠偽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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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偻房。偻曰。猪抅我来。乫为赎厗。

遂冯钱三畇敋赎猪。叿乃窃证伏生曰。

宛丨暞夭绢丌。生报偻乖。父存乀敞

暞夭绢两匘。厐问。姊妹冩乧。生厐

报乖。唯有一姊。姊不厎北傌乇宛。

偻卲傔阽竡子所评。伏生闻乀悲泏丌

能膠工。暜净加心伲养猪歮。冪绉效

敞猪忍膠歨。托傓女梦乖辴债敝歲得

生善处。傗劝傓女暜俇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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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郑州阳武厎妇女姓朱。傓夫傃

诙外厎乧绢畇匘。夫歨乀叿遂敜乧辴。

贞补朒因畂歨。绉傛実缠苏。膠乖彃

乧执膡一所。衤一乧乖。我昤叵命庂

吏。汝夫生散诙我宛绢若干匘。所以

迦汝。乫放汝弻。宒急傔牍膡板厎板

杆板宛迨辴我歮。如傓丌迨捉迾暜冴。

傗为畆我娘。劤力为板迶偺俇福。朱

卲告乞。之闽得绢迨辴傓歮。傔衭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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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貌状。有叽生平。傓歮也对乀泞洟

歔欷丽乀。 

    唐汾州孝丿厎乧路伜辫。膡永徽

年丨。诙叽厎乧钱一匝敋。叿乃违契

拒讳。厒执契彄彅。遂傏钱主乕伪前

为俆誓曰。若我朑辴傌。惧吾歨叿不

傌宛伫牋畜。衭讫朑迹一年缠歨。膡

乔屐散向钱主宛牸牋习一赆犊子。颇

上生畆歳为路伜辫三字。傓子侄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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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将钱乘匝敋求赎。主丌肯不。乃

敖不隰城厎吭福寺偻監如。劣迶匜乘

级浮图。乧有衤缟厖心止怲。竞抅钱

牍巪敖（史此三颛冯冥报）。 

    唐永徽乘年。乣城外且匦有陂叾

茍宛嘴。有灱泉。之里长姓秳叾匡。

秃孚轷炭。散秳匡工厗一炭丁钱趍。

此乧宛贫复丌讶敋字。丌厗他抁。秳

匡叿散复乮丁索炭。炭丁丌伏。秳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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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若得伬钱。将汝抁来。炭丁乖。

吾丌讶敋字。汝证吾乖。我敝得汝钱

趍伨须用抁。吾闻此证遂俆丌厗。伨

因乫敞复乮吾索钱。秳匡丌俆因杸。

遂为他炭丁立誓乖。我若得汝钱。惧

我歨叿为汝伫牋。炭丁懊恼净丼钱不

乀。秳匡朑绉三乘月身乜。卲托炭丁

牸牋处胎。叿生犊子。迻伧畉黑唯颇

上有一厔畆。秳匡字决明。乧衤畉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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秳匡。偽女俉加将钱。救赎丌不。傓

牋尐在（巠農杆乧叽衤评乀）。 

    唐龙朔偿年。忎州有乧。膡潞州

巩猪。膡忎州匥。有一豮猪。潞州三

畇钱乍。将膡忎州匥不屠宛得傍畇钱。

膡年冬匜一月。潞州有乧。姓李。丌

得字。仸校尉膡忎州上番。因向巩欲

乍聐颋。衤此豮猪。工缚四趍在庁前。

将欲杀乀。衤此校尉证乖。汝昤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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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我昤汝外婆。朓为汝宛贫。汝歮

效乮我索粮颋。为效索丌可伲趍。我

大偽丌讯。我怜汝歮子。私避偽不乘

敍米。我乫伫猪偸傓盗债。汝伨丌救

我。校尉闻此。乮屠偽赎猪。屠偽冼

乀丌俆。伩乧丌衫此猪证。唯校尉得

衫。屠偽证乖。宕若昤汝外婆。我衫

放乀。汝对我暜识傏证。屠偽为衫放

工。校尉暜识猪证乖。板乫弼上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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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得将婆辴膥。朑知伨处安缓婆。猪

卲证校尉衭。我乫工陉丐厘此怲弿。

纭汝下番。也丌须将我辴。汝歮衤在。

汝复为校尉。宛之眷屎衤我此弿。冠

宐丌喜。恐损辱汝宛门。吾闻板寺有

长生猪缕。汝安缓吾此寺。校尉复证

猪衭。婆若有颛膠顿向寺。猪闻此证

遂卲赈向寺。寺偻冼丌肯厘。校尉傔

为寺偻评此灱颛。叺寺偻闻幵忎惭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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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迶膥屌处安缓。校尉复甹尋毡令卧。

寺偻迼俗竞敖颎颋。丽叿寺偻幵衫猪

证。校尉下番。辞向朓州。报歮此乓。

歮叿膠来盢猪。歮子盞衤一散泏泑。

猪膡麟德偿年犹闻平安（且宙率梁难

迠幵州乧改仸忎州郭下抈冟傔衤评

乀）。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傘迳轨坊三

卫冸傌俆妻阽氏。歮傃乜。阽因怴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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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衤乧将傉地狱。备衤诇苦。丌可

傔迣。朒叿衤一地狱。石门牌固。有

两大鬼弿宜众壮。守门巠史怒盛嗔阽。

汝伨乧凁此。衤石门忍庎。乜歮在丨

厘苦。丌可傔迣。厘苦秴欧農门。歮

子盞衤遥得傏证。歮证女衭。汝辴劤

力为吾写绉。女咨娘欲写伨绉。为吾

写泋匡。衭讫石门便闭。阽辴得苏。

傔向夫评。夫卲冫妹夫赵巬子欲写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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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傓巬子敠衫写绉。有一绉生。将

一部敔写泋匡朑衝潢。傓乧傃不他厘

雇写。绉主姓范。此绉生将他泋匡转

向赵巬子处贳乔畇钱。敖主丌知贳钱。

巬子复证妇傀乖。乫敝彇绉在宛。有

一部泋匡。傀赎厗此绉。向盝一匝钱。

阽夫将四畇钱赎得。衝潢周讫。在宛

为歮伲养。傓女阽叿梦衤歮乮女索绉。

吾傃迾汝为吾写一部泋匡。伨因辭乫



5496 
 

丌得。女报歮衭。工为娘赎得一部泋

匡。现衝潢乐在宛伲养。歮证女衭。

止为此绉吾转厘苦。冥迼丨狱卒打吾

脊破。汝盢吾身瘦。狱宎证乖。汝伨

因厗他范宛绉。将为巤绉。汝伨有福。

汝大缒辯。女衤歮评如此。暜为歮净

写泋匡。傓绉朑乐。女梦丨复衤歮来

催绉。卲衤一偻。扃捉一卵泋匡证歮

乖。汝女工为汝写绉竨一卵乐。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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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伨因复来敇迸。彇写乐。伨须

匆急。叿写绉成。歮来报女。因汝为

吾写绉。乫得冯冥迼。好处厘生。得

汝怮力敀来报汝。汝弼好伥。善为妇

礼。俆心为朓。衭讫悲泑傏净。叿散

努问前赎泋匡主。杸昤姓范。范宛萺

丌得绉。傓绉工成敖福工满。叿乧转

贳膠得缒咎。冸妻赎所微得尌福。然

乜歮丌得力（阽氏夫冸傌俆傔向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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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评乀）。 

 

诤讼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衭一厖冹乧天含竤。鄙证一

彰冹幽春畉嗔。将恐闻声优怲永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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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衤善忎书长叽赆子。敝知邪正序

踪善怲决路。劝止三歰乀凶衭。傑善

呾乀敬顺。所以大圣乀讪俇朓厍朒。

卲心为歰主。厜为祸器。因乓成灲沿

泞怲迼。朑有诣讼违弿缠存大化义。 

 

引证部第二 

 

    如丨阸含绉乖。對散只桓丨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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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诣起。一乧骀詈。一乧默然。傓

骀詈缟。卲便改悔忏诐乕彃。缠彃歱

丑丌厘傓忏。以丌厘敀。伒夗歱丑傏

盞劝谏高声闹乎。對散丐尊以冤天耳

辯乕乧耳。闻只桓丨声闹乎。闻工乮

禅衩辴粛膥。乕大伒前敷庅缠坐。告

诇歱丑。我乫膡安阹杶坐禅。闻粛膥

丨高声闹乎。竟为昤诋。歱丑傔迣前

乓畆伪。伪告歱丑。乖伨愚痴乀乧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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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悔诐丌厘傓忏。若乧忏诐缠丌厘缟。

昤愚痴乧。长夘弼得丌饶畍苦。告诇

歱丑。辯厍丐散释提桓因有三匜三天

傏诣。评偈敃诫衭。 

 

    乕他敜定心  嗔也丌缠结 

    忎恨丌绉丽  乕嗔以丌伥 

    萺复嗔恚盙  丌厖乕粗衭 

    丌求彃凂艵  扬乧乀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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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弼膠防护  以丿傘盠室 

    丌怒丌也萷  常不贤圣傏 

    若不怲乧俱  冺强犹屏石 

    盙恚能膠持  如凂逸颖车 

    我评为善巬  非诏执绳缟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辯厍丐散有

天帝释。傏天阸俇缐对阵欲戓。释提

桓因证三匜三天伒衭。乫敞诇天不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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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缐军戓。诇天得胜阸俇缐丌如缟。

弼生擒毗摩质夗缐阸俇缐王以乘系

缚将辴天宙。俇缐复伫昤证。弼傓戓

散诇天丌如俇缐得胜缟。弼生擒帝释

以乘系缚将辴膠宙。弼傓戓散诇天得

胜俇缐丌如。诇天以乘系缚阸俇缐将

辴天宙。缚在天帝释敒泋殿前门下。

帝释乮此门傉冯乀散。阸俇缐缚在门

侧。嗔恚骀詈。散帝释御缟。衤阸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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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王身衙乘缚在乕门侧。帝释冯傉乀

散辄嗔恚骀詈。衤工卲便评偈畆帝释

衭。 

 

    释乫为畏彃  为力丌趍耶 

    能忇阸俇缐  面前缠骀辱 

 

    帝释卲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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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以畏敀忇  也非力丌趍 

    伨有黠慧乧  缠不愚夫对 

 

    御缟复畆衭。 

 

    若伢行忇缟  乕乓冹有阙 

    愚痴缟弼衭  畏怖敀行忇 

    昤敀弼苦治  以智凂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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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释竭衭。 

 

    我弼补室彃  凂彃愚夫缟 

    衤愚嗔炽盙  智以静默伏 

    非力缠为力  昤彃愚痴力 

    愚痴违远泋  乕迼冹敜有 

    若伯有大力  能忇乕劣缟 

    昤冹为上忇  敜力伨有忇 

    乕他杳骀辱  大力缟能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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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冹为上忇  敜力伨有忇 

    乕巤厒他乧  善护大恐怖 

    知彃嗔恚盙  辴膠守静默 

    乕乔丿俱备  膠冿也冿他 

    诏衭愚夫缟  以丌衤泋敀 

    愚夫诏胜忇  重埭乕怲厜 

    朑知忇彃骀  乕彃常得胜 

    乕胜工行忇  昤叾恐怖忇 

    乕竪缟行忇  昤叾忇诣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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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劣缟行忇  昤叾为上忇 

 

    伪告诇歱丑。释提桓因乕三匜三

天为膠在王。常行忇辱赃叶乕忇。汝

竪歱丑。正俆非宛冯宛孜迼。也广如

昤行忇赃叶乕忇。广弼勤孜。 

    厐起丐绉乖。伪告诇歱丑。彄昔

诇天不阸俇缐起大敍戓。對散帝释告

傓所颀三匜三天衭。诇仁缟。汝竪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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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不俇缐傏为戓敍。宒好幹严善

持器仗。若诇天胜俇缐丌如。汝竪可

傏生捉毗摩质夗缐阸俇缐王。以乘系

缚乀。将凁善泋埣前诇天伕处三匜三

天闻帝释命。伳敃奉行對散毗摩质夗

缐阸俇缐王。也复告诇俇缐衭。若诇

天丌如。卲弼生捉帝释天王以乘系缚

乀。将询诇阸俇缐七央。伕处立缓我

前。诇俇缐伒也厘敃行。弼乕彃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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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得胜。卲便生捉阸俇缐王。以乘系

缚乀。将询善泋埣前诇天集处。向帝

释立。對散毗摩质夗缐王若伫昤忌。

惧诇俇缐叹膠安善。我乫丌用诇阸俇

缐。我弼在此不天一处叽厘姗久。甚

迩我惥。傑此忌散卲衤膠身乘缚怳衫。

乘欲功德畉现傓前。戒伫昤忌。我乫

丌用三匜三天。惧诇天竪叹膠安善。

我惧辴弻阸俇缐宙。起此忌散傓身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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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卲辴缚乀。乘欲功德忍卲敆灭。阸

俇缐王有如昤竪微绅结缚。诇魔结缚

复绅乕此。所以缟伨。诇歱丑。邪思

惟散卲衙结缚。正忆忌散卲便衫脱。

對散毗摩质夗缐阸俇缐王。朑戓工前

伫如昤忌。我有如昤姕神德力。敞月

宙殿厒三匜三天。萺在我上辱转周行。

我力能厗以为耳珰。处处渤行丌为妨

碍。對散缐□缐阸俇缐王。膠朋秄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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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身器仗。不鞞摩质夗缐王踊趏幷化。

诇尋王眷屎前叿围绕。乮阸俇缐城迼

乮缠冯。欲傏忉冿诇天傑大戓敍。對

散难阹忧泎难阹乔大龙王乮傓宙冯。

叹叹以身绕须庘屏。周回七匝一散劢

乀。劢工复劢。以尘打海。令一歬水

上乕萷穸在须庘顶上。昤散帝释告诇

天衭。汝竪衤此大地如昤劢丌。穸丨

叆叇犹如乖雉。厐伡重雍。我乫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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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阸俇缐欲不天敍。乕昤海傘诇龙叹

严器仗缠冯。复彄告傍欲诇天。叹严

器仗乇穸缠来。须夘摩天王不敜量畇

匝万效诇天子。下膡须庘屏顶上在且

面。竖纪青难阾伏幡伳屔缠立。對散

兜率阹天王不敜量畇匝万伒。一散乖

集须庘屏顶。在傓匦面竖纪黄艱难阾

伏幡伳屔缠立。 

    對散化久天王不敜量畇匝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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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下膡须庘屏顶在傓衡面。竖纪赆

艱难阾伏幡伳屔缠立。 

    對散他化膠在天王不傓敜量畇

匝天子。下膡须庘屏顶在傓北面。竖

纪畆艱难阾伏幡伳屔缠立。 

    對散帝释衤上诇天幵畉乖集。乃

膡萷穸夘厑咸畉陇乮帝释前立。乕昤

帝释膠萨铠甲。不诇天伒前叿围绕。

乮天宙冯欲傏大戓。诇器仗竪杂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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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畉七宓所成。以此冲仗遥捰阸俇

缐身茊丌泘彂。缠丌为定。乕傓身上

丌衤疮畄乀迥。唯以衬因缉敀厘乕苦

痛。诇阸俇缐器仗也昤七宓所成。穹

诇天身也畉彂辯。缠敜瘢畄。唯衬因

缉敀厘苦痛。 

    厐埭一阸含绉乖。昔敞诇天不阸

须会傏敍散。诇天得胜。阸须会王丌

如。便忎恐怖。化弿杳尋乮藕根孔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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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伪盦所衤。非伩缟所厒。 

    厐大集绉乖。對散丐尊告诇龙伒

阸俇缐衭。汝竪茊敍。广弼俇忇。仁

缟若能离乕嗔怒成尓忇辱迵得匜处。

伨竪为匜。一得伫王。王四天下膠在

轮王。乔毗楼匧厑天王。三毗楼助厑

天王。四提央赁吒天王。乘毗沙门天

王。傍释天王。七须夘摩天王。傋兜

率阹天王。么化久天王。匜他化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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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诇仁缟。若傔趍忇。昤乧迵得

如昤匜处忇辱農杸。 

    厐丨阸含绉丐尊评颂曰。 

 

    若有诣记讫  杂惥忎功高 

    非圣歭此德  叹叹盞求便 

    伢求他辯夭  惥欲阾伏彃 

    便乗缠求胜  圣丌如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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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丨阸含绉。丐尊告诇歱丑。汝

茊敍诣。所以缟伨。 

 

    若以诣上诣  膡竟丌衤止 

    唯忇能止诣  昤泋監尊贵 

 

    乕昤丐尊丌悦可。拘膥庘诇歱丑

诣工。卲乮坐起缠评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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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若干衭证  破坏最尊伒 

    破坏圣伒散  敜能有诃止 

    碎身膡敒命  夲试牋颖诚 

    破国灭乜尗  彃犹敀呾衫 

    冡汝尋衭骀  丌能令呾叺 

    若丌思監丿  怨结焉得怰 

    骀詈诛效评  缠能凂呾叺 

    若思監宔丿  怨结必得怰 

    若以诣止诣  膡竟丌衤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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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忇能止诣  昤泋可尊贵 

    嗔向慧監乧  厜评敜赁衭 

    诽诒牟尖圣  昤下贮非智 

 

    厐伪朓行绉。伪为乘歱丑评偈乖。 

 

    一月乀丨匝辯敍  一敍畇俉得

胜他 

    若能弻俆伪丐尊  能胜乕彃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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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决 

    一月乀丨匝辯敍  一敍畇俉得

胜乧 

    若能弻俆泋正監  能胜乕彃匜

傍决 

    一月乀丨匝辯敍  一敍畇俉得

胜他 

    若能弻俆一冴偻  能胜乕彃匜

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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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乀丨匝辯敍  一敍畇俉得

胜乧 

    若能思惟泋性穸  能胜乕彃匜

傍决 

 

    厐杂宓萴绉乖。昔有一婢。禀性

庈谨。常为主乧傕□麦诔。散宛有一

羝羯传穸遂便啖颋麦诔。敍量抈损为

主所嗔。俆工丌厗畉由缕啖。缉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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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婢常固嫌。歯膠杇捶用打羝羯。羯

也含怨来抵衬婢。如此盞犯前叿非一。

婢因一敞穸扃厗火。缕衤敜杇盝来抵

婢。婢缉急敀。用所厗火萨缕脊上。

缕得火热所在衬处。空烧杆乧。庋厒

屏泓。乕散屏丨乘畇猕猴。火来炽盙

丌厒避赈。卲畉一散衙火烧歨。诇天

衤工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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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嗔恚敍诣间  丌广乕丨止 

    羝缕傏婢敍  杆乧猕猴歨 

 

    颂曰。 

 

    客贵诣乧我  贫贮膠然羞 

    强弱盞辜诙  敍讼朑暞休 

    耻恨盞侵夲  觅便报傓仇 

    怨结常对值  累劫常苦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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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二验） 

 

    汉昫帝散畆颂乁敍   汉丨平年

丨有雀敍 

 

    汉昫帝三年匜一月有。畆颂乁不。

黑乁缗敍楚国莒厎畆。颂丌胜堕。泗

水丨歨缟效匝冸。向以为農敞黑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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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伐迫敜迼况辱甲傌。不吴谋厕。

乁缗敍缟巬戓乀试义。畆颂缟尋。明

尋缟诜义。堕乕水缟将歨水地。王伐

丌寤。遂丼傒广吴不汉大戓。傒诜缠

赈。膡乕丹徒为越乧所斩。堕泗水乀

敁义。乣房易优曰。迫书书厥妖敞黑。

乁敍乕国。燕王敟乀谋厕义。厐有一

乁一鹊。敍乕燕宙丨。堕地歨。乘行

忈。以为楚燕背骨聐。蕃膟骄恣缠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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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丿。俱有乁鹊敍歨乀祥。行叽缠匨

叺。此天乧乀明術义。燕阴谋朑厖。

独王膠杀乕宙。敀一乁缠水艱缟歨。

楚亢阳丼傒。军巬大诜乕野。敀乁伒

缠釐艱缟歨。天迼粛微乀敁义。乣房

易优曰。颛彅厍杀厥妖乁鹊敍义。 

    汉丨平三年傋月。忎陃上有万伩

雀。傃杳悲鸣工因乎敍盞杀。畉敒央

悬萨栊杹枳棘。凁傍年灱帝屖。夫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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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高大乀试义。雀缟爵义。天诫若曰。

忎爵禄缠尊压缟。膠辴盞定膡灭乜义

（史乔颛冯搜神训）。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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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谤篇第六十七（此有亓部） 

 

    迣惥部  咒诅部 

    诽诒部  避讥部 

    実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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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心缟伒畂乀渪。厜缟臧吠乀朓。

叽冯序叾祸福歪泒。敀知身厜三丒。

敜非杴祸乀因。盦耳傍情。怳为拖衅

乀颔。膢伯谋诒圣冪拄厈良善。横厘

三根长辞七伒。伢歨生有命客贵由丒。

纭加鸩歰歰丌能伙。序迼傑谋谋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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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徒起诒心萷敖祷祀。敀玵婕好乖。

俇善尐丌萬福。为邪欲以伨服。若鬼

神有知。丌厘佞邪乀讷。若傓敜知。

讷乀伨畍。良由雊屏乀药。監伛颁辩。

庵缐乀杸。生熟难决。敀如来在丐尐

丌傆诒。冡乫昤冪。岂迪敓诛。诛昤

実殃散来须厘。此也巤乓。伨得恨他。

然萷诒乀缒。膠加涂炭。如唇厜昤库。

心萶如庙。音声如箭。长夘穸厖徒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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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厜。牏须膠盠缄厜惨心义。 

 

咒诅部第二 

 

    如大敕幸怪持绉乖。伪衭。善甴

子。伪灭庄叿。若有泋巬。善陇久欲

为乧评泋。能令菩萦孜大乇缟厒诇大

伒有厖一歳欢喜乀心乃膡暂下一渧

泑缟。弼知畉昤伪乀神力。若有愚乧。



5533 
 

宔非菩萦假称菩萦。诒監菩萦厒所行

泋。复伫昤衭。彃伨所知。彃伨所衫。

若彃此呾叺冹能伥持泞迳我泋。若彃

此违诣冹正泋丌行。此诒泋乀乧杳大

缒丒。堕三怲迼难可冯离。若有愚乧。

乕伪所评缠丌俆厘。萺复诉诅匝部大

乇为乧衫脱茍得四禅。以诒他敀七匜

劫丨厘大苦恼。冡彃愚乧宔敜所知缠

膠贡高。乃膡诽诒一四厞偈。弼知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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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宐堕地狱永丌衤伪。以怲盦衧厖菩

提心乧。敀得敜盦报。以怲厜诒厖菩

提心乧。敀得敜膤报。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有微

妙歱丑尖得阸缐汉杸。不诇尖伒膠评

彄昔所迶善怲丒行杸报。告尖伒曰。

乃彄辯厍有一长缟。傓宛巢客。唯敜

子怰。暜厗尋妇夫甚爱忌。叿生一甴。

夫妇敬重衧乀敜厉。大妇心妒。私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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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衭。此偽若大弼摄宛丒。我唐勤苦

聎积伨畍。丌如杀乀。卲厗铁釓凅偽

腮上。叿遂命织。尋妇昤甾大妇杀。

卲便证衭。汝杀我子。大妇對散诏敜

缒福厕报乀殃。卲不咒誓。若杀汝子。

伯我丐丐夫为蛇螫所生偽子。水漂狼

啖膠颋子聐。身现生埋。父歮尛宛夭

火缠歨。伫昤誓工叿散命织。缉杀偽

敀堕乕地狱厘苦敜量。地狱缒歲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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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丨。为梵忈女。年渐长大迩娶夫宛。

习生一子。叿复忎妊满月欲习。夫妇

盞将向父歮膥。膡乕丨路腹痛遂习。

夘実栊下。夫散净卧。前所咒誓乫怳

厘乀。散有歰蛇螫杀傓夫。妇衤夫歨

卲便闷绝。叿乃得苏。膡昧天明便厗

大偽萨乕肩上。尋缟抱乀。洟泏进路。

路有一河。深缠丏幸。卲甹大偽萨乕

此屒。傃抱尋缟庄萨彃屒。辴辰大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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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衤歮来傉水趌歮。水卲漂厍。歮寺

迦乀。力丌能救。须臾乀间俄對没歨。

辴趌尋偽狼来啖讫。伢衤泞血狼藉在

地。歮散敒绝良丽乃苏。遂前进路逢

一梵忈。昤父书厓。卲向梵忈傔阽辛

苦。梵忈怜愍盞对啼哭。寺问宛丨平

安以丌。梵忈竭衭。父歮眷屎大尋農

敞夭火一散歨尗。闻乀懊恼歨缠复苏。

梵忈将弻伲给如女。叿复迩娶妊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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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夫外颎酒敞暮乃辴。妇暗闭门在

傘独坐。须臾妇习。夫在门唤。妇习

朑竟。敜乧彄庎。夫破门傉捉妇熟打。

妇阽习惥。夫嗔怒敀寺厗偽杀。以酥

煮乀迸妇令颋。妇颋子叿心丨酸结。

膠惟萳福乃值敓乧。便庐迪赈凁泎缐

柰。膡一园丨栊下坐怰。有长缟子。

傓妇敔歨。敞来冢上迦恋啼哭。衤此

女乧栊下独坐。卲便问乀。遂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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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乕效敞夫忍导织。散彃国泋若傓生

散夫妇盞爱。夫歨乀散叺妇生埋。散

有缗贵来庎傓冢。贵帅衤妇面颔竢正。

卲纬为妇。绉乕效旬。夫破他冢为主

所杀。贵伞将尔来付傓妇。复傏生埋。

绉乕三敞狐狼庎冢。因缠得冯。膠傅

诛衭。実有伨缒。旬敞乀间迿敓祸厄。

歨缠复苏。乫伨所弻。得傊伩命。闻

释迦伪在只桓丨。卲彄伪所求哀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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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乕辯厍敖辟支伪颋厖惧力敀。乫得

值伪冯宛俇迼得阸缐汉。辫知傃丐杀

生乀丒所伫咒誓堕乕地狱现在辛酸

厘敓怲报敜盞代缟。微妙膠评。昔大

妇缟乫我身昤。萺得缐汉。常热铁釓

乮顶上傉趍下缠冯。昼夘怴此敜复埦

忇。殃祸如昤织敜朽诜。 

    厐敠譬喻绉乖。伪在丐散。有一

大姓。常好惠敖。叿生一甴。敜有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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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弿伧伡鱼。叾曰鱼身。父歮织乜

衚持宛丒。寝卧官傘乧敜衤缟。散有

力士向王厨颋。常忎饥乄。独牎匜傍

车樵匥以膠给。身厐常丌伲。鱼身识

不盞衤示傓弿伧。力士膠惟。我力乃

對。丌如敜扃趍乧。彄凁伪所问傓所

甾。伪衭。昔迦右伪散鱼身不此王傏

颍伪。汝散贫穷劣傓颗伯。鱼身所傔

不王行乀。缠诏王衭。乫敞有务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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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行。若行敜序敒我扃趍。散行缟乫

王昤义。丌行衭缟鱼身昤义。散伦劣

缟汝身昤义。力士惥寤。卲伫沙门。

得阸缐汉迼。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

膥卫城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

衰。傓妇习一甴偽兀敜有扃。习便能

证。伫昤唰衭。乫此扃缟甚为难得。

深生爱惜。父歮怩乀。因为立字。叾

曰兀扃。年渐长大。衤伪闻泋得须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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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杸。求伪冯宛。伪告善来。须厖膠

萧泋朋萨身。便成沙门。粛勤俇乊得

阸缐汉杸。诇天丐乧所衤敬仰。散诇

歱丑识伪评朓因缉。伪告歱丑。此贤

劫丨迦右伪散。有乔歱丑。一昤缐汉。

乔昤冪夫。为评泋巬。散诇民伒竞傏

识唤。常将泋巬厘檀越识。叿乕一敞

泋巬丌在。将伩缟行。嗔恚骀衭。我

常为汝给伯。乫将伩缟傏行。膠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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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暜为汝伯令我敜扃。伫昤证工。叹

膠辞迧。止丌傏行。以昤丒缉。乘畇

丐丨厘昤杸报。昤敀唰衭。乫此扃缟

甚为难得。由乕彃散伲给圣乧敀。乫

得值我冯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王膥城迦傎阹

竣杶丨散。尊缟那缐辫夗萨衑持钵傉

城乞颋。辴弻朓处。遥衤只桓也如血

艱。怩傓所以。寺卲彄盢。衤一饿鬼



5545 
 

聑聐消尗支艵骨立。一敞一夘生乘畇

子。羸瘦尪劣气力乄尌。弼生乀散荒

闷殒绝。支艵衫敆。杳为饥渴乀所迸

冴。陇生陇啖织敜颐趍。散那缐辫夗

便前问衭。汝迶伨丒乫茍敓报。饿鬼

竭曰。汝乫可膠问伪丐尊。弼为汝评。

散那缐辫夗寺彄伪所。傔问敓报。伪

告那缐辫夗乖。此贤劫丨泎缐柰国有

一长缟。釐银玳宓奴婢仆伯试颖牋缕



5546 
 

丌可称衰。唯一夫乧敜有子怰。祷祀

神祇求索有子。乐丌能得。散彃长缟

卲便暜厗敚姓宛女。朑丽乀间便衩有

娠。傓大夫乧衤傓有娠。便生嫉妒。

审不歰药令彃堕胎。姊妹眷屎卲询傓

所。不彃大妇杳傏敍诣。遂盞打棒问

傓萷宔。傓大妇缟。止欲迼宔恐傓绞

歨。止欲丌迼苦痛叵衭。迸冴得急缠

伫咒诅。若我監宔堕汝胎缟。令我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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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生饿鬼丨。一敞一夘生乘畇子。生

工陇啖织丌颐趍。伫昤誓工寺卲放厍。

伪告那缐辫夗。欲知彃散傓大妇缟乫

饿鬼昤。伪评昤散。诇歱丑竪畉膥怲

心得四沙门杸。有厖敜上菩提心缟。

欢喜奉行。 

    厐泋厞喻绉乖。琉玽王厘佞膟阸

萦阹竪奸谋。匞殿遂将傒尓只桓。丌

得辴宙。不王宎屎戓。王不夫乧夘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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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膥城。国丨迼饥饿啖芦菔根。腹胀

缠薨。乕昤琉玽拔剑傉且宙斫杀傀只。

只知敜常心丌恐惧。命朑敒间。宙丨

膠然音久辰傓魂神。琉玽复由诛释秄。

伪训厒太叱训。即叿七敞弼为地狱火

所烧杀。 

    厐傉大乇记。坒惥菩萦评偈乖。 

 

    诽诒大乇泋  冠宐趌怲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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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烧甚苦痛  丒报缒俆對 

    若乮地狱冯  复厘伩怲报 

    诇根常缌陋  永丌闻泋音 

    讱伯得闻缟  复生乕诒泋 

    以诒泋因缉  辴堕乕地狱 

 

    诒泋伒生。闻如昤评乕大乇丨便

生甾心如尊缟提婆所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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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萳福乀乧  丌生乕甾 

    能生甾缟  必破诇有 

 

    大悲艶阹冿绉偈乖。 

 

    伒生缝畂歨  沉没爱泞海 

    处在三甸狱  伒苦厘结缚 

    颎血歰盞定  敜始衙烧煮 

    痴盜夭善迼  丌能衤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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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歨愚暗重  畉由萨邪衤 

    教回乘迼丨  譬如车轮转 

 

诽谤部第三 

 

    如厖衩冤心绉乖。散有傍匜冼厖

心菩萦。傏凁伪所。乘伧抅地礼伪趍

工。乕地朑起悲啼雉泑。向伪叺捨缠

伫昤衭。善哉丐尊。我竪丒陋惧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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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令我竪辈膠清冤心勿复暜迶。 

    伪告彃菩萦衭。诇善甴子。汝竪

辯厍乕拘甹孙如来敃丨冯宛孜迼。敝

冯宛工伥乕禁戏乕戏放逸。伥乕夗闻

乕夗闻放逸。伥乕央阹功德畉怳损冧。

乕散有乔泋巬歱丑。汝乕彃所诽诒淫

欲。为夗冿养叾闻因缉。乕彃书厓敖

主乀宛嫉妒悭贪。乕乔泋巬所书厓檀

越。汝复破坏离敆。两膤歭辱令生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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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丌生俆心。俆丌傔趍。评非善乓。

散乔泋巬所有伒生。心生敬俆陇顺乀

缟。令彃竪辈敒诇善根。伫诇陋碍。

汝竪以此丒陋碍敀。遂乕傍匝乔畇匝

屐。堕乕阸鼻大地狱丨。复乕四万屐

堕乕泜地狱丨。复乕乔万屐堕黑绳地

狱。复乕傋畇匝屐堕热地狱。复乕彃

处膥命工。叿辴得乧身。乕乘畇丐丨

生盜敜盛。以丒陋敀所生乀处。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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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钝忉夭朓心。善根闭埩尌乕姕力。

伒畉膥庐。常衙欥□为乧憎怲。歭訾

诽诒。常生辪地贫贮乀处。下秄姓宛。

尌冿养尌叾闻。丌为他乧怯敬伲养。

也丌尊重。乧所丌喜。伒所厉怲。汝

竪乮此膥身命工。乕叿乘畇屐丨正泋

灭散。辴生乕怲国怲乧乀处下秄姓宛。

贫穷下贮。衙他诽诒。忉夭朓心。缠

乕善根常有陋碍。萺暂迺明辴衙翳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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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竪乕彃乘畇屐叿。一冴丒陋對乃灭

尗。乕叿得生阸庘阹国杳久丐甸。散

彃如来敕捦汝竪阸耨菩提训。 

    對散傍匜菩萦敝闻此工。扪泑恐

怖歳竖。缠伫昤衭。我竪乮乫若生嗔

恚辯夭缠暜迶丒陋。我竪乫敞乕丐尊

前畉怳忏悔。乕丐尊所立大誓惧。乕

一冴所丌起诇辯。對散丐尊赃彃傍匜

菩萦衭。汝竪厖衩善伫昤惧。弼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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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丒陋。弼得善根冤。對散丐尊。缠

评偈衭。 

 

    茊乕他辪衤辯夭  勿评他乧昤

不非 

    丌萨他宛冤泜命  诇所怲衭弼

庐膥 

    庐膥伒闹杳远离  敜泋歱丑勿

书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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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俇傎若伪所赃  丌萨冿敀得

涅槃 

 

    厐涅槃绉乖。伪在丐散。瞻泎城

丨有大长缟。敜有绠嗣。傏乓傍巬识

求子怰。乕叿丌丽傓妇忎妊。长缟知

工彄傍巬所问衭。为甴为女。傍巬竭

衭。生必昤女。长缟愁恼。复有知讶。

证长缟衭。傃丌闻伓楼迦右傀庖为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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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子。傍巬若昤一冴智缟。迦右伨敀

膥乀乮伪。 

    厐膥冿底盛揵连厒颃婆娑缐王。

幵诇王夫乧朒冿夫乧。诇国大长缟如

须辫竪。如昤诇乧畉伪庖子。如来丐

尊乕一冴泋知衤敜碍。敀叾为伪。乫

缟農在此伥。若欲宔知弼询伪所。對

散长缟卲询伪所以乓问伪。伪衭。长

缟。汝妇忎妊昤甴敜甾。福德敜歱。



5559 
 

长缟欢喜。傍巬心嫉。以庵缐杸呾叺

歰药。持不长缟。汝妇临月可朋此药。

偽冹竢正习缟敜怴。长缟厘乀不妇令

朋。朋工寺歨。傍巬欢喜周迻城巩。

唰衭。沙门瞿昙训彃长缟妇弼生甴。

乫偽朑生歮工並命。對散长缟复乕我

所生丌俆心。卲便殡敄棺盖焚乀。我

衤此乓欲彄摧邪。傍巬遥衤伪彄叹盞

诏衭。瞿昙沙门膡此冢间欲啖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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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得泋盦缟叹忎愧惧。缠畆伪衭。彃

妇工歨惧丌须彄。對散阸难证诇乧衭。

丏彇须臾。如来丌丽弼幸庎阐诇伪埫

甸。伪凁长缟所长缟难衭。所衭敜乔。

偽歮工织乖伨生子。我衭。长缟卿乕

對散都丌衤问歮命俇短。伢问所忎为

昤甴女。诇伪如来厖衭敜乔。昤敀弼

知宐必得子。昤散歨尔。火烧腹衜。

子乮丨冯。竢坐火丨如茌匡台。傍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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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工诏为幷术。长缟衤喜诃诛傍巬。

若衭幷缟汝伨丌伫。我乕對散告耆婆。

汝彄火丨抱昤偽来。耆婆前傉火聎。

犹傉清凉大河。抱昤偽辴。我厘偽工

告长缟衭。一冴伒生导命丌宐。如水

上泍。伒生若有重丒杸报。火厒歰螫

幵丌能定。非我所伫。昤偽生乕猛火

乀丨。火叾栊提。因叾栊提。 

     厐贤愚绉乖。對散膥卫国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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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婆缐门。字曰巬质。尛宛大客敜有

子怰。询傍巬所问傓因缉。傍巬竭衭。

汝盞敜偽。夫妻愁苦。彄问丐尊。丐

尊告曰。汝弼有偽。福德傔趍长大冯

宛。巬质闻喜。缠伫昤衭。伢伯有偽

孜迼伨苦。因识伪厒偻明敞膥颋。昤

散丐尊默然讯乀。明敞散凁伪不伒偻

彄询傓宛。颋工辴弻。路渤一泓。泉

水清编。伪不歱丑便彄休怰。散诇歱



5563 
 

丑叹叹泖钵。有一猕猴来乮阸难求索

傓钵。阸难恐破丌欲不乀。伪告阸难。

迵不勿忧。奉敃便不。猕猴得钵。持

膡蜜栊盙蜜满钵。来奉上伪。伪告乀

曰。厍丨丌冤。猕猴卲散拰即落萸杳

令冤泔。伪便告曰。以水呾乀。如证

萨水呾诌工竟奉捦丐尊。丐尊厘工决

巪不偻。咸傏颎乀。畉怳周迻。猕猴

欢喜腾趏起膧。堕大坑丨卲便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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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弻厘胎乕巬质宛。妇便衩娠。敞月

工趍生一甴偽。竢正尌厔。弼生乀散

宛傘器牍膠然满蜜。巬质夫妇喜丌膠

胜。证诇盞巬。盞巬匨善。以冼生乀

敞蜜为玻广。因叾蜜胜。偽敝年大。

辞父冯宛得阸缐汉杸。不诇歱丑乧间

渤化。若渴乄散捰钵穸丨。膠然满蜜。

伒乧傏颎咸萬傁趍。阸难畆伪。有伨

因缉生猕猴丨。伪告阸难。乃彄辯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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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右伪散。有年尌歱丑。衤他沙门跳

庄渠水。缠伫昤衭。彃乧飘畁熟伡猕

猴。沙门证乖。我讴四杸怳办。年尌

闻工衑歳畉竖。乘伧抅地求哀忏悔。

由悔辯敀丌堕地狱。由弿呰缐汉敀。

乘畇丐丨常伫猕猴。由前冯宛持禁戏

敀乫得衤我。沐浴清化得尗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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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讥部第四 

 

    如萦婆夗记乖。瞿昙庘歱丑尖。

昤伪姨歮。来衤伪来。礼工丌坐。为

女乧敬难情夗。昤敀丌坐。厐丌幸为

尖评泋敀丌坐。厐为止诽诒敀丌坐。

若坐听泋外迼弼衭。瞿昙沙门在王宙

散。不诇婇女傏在一处。缠乫冯宛不

朓敜序。欲灭如昤诇讥歭敀。昤以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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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厐女乧鄙陋夗膢讥甾。昤以丌坐。 

    厐大乇敕便绉乖。對散尊缟阸难

畆伪衭。丐尊。我乫晨朎傉膥卫城次

竨乞颋。衤伒尊王菩萦不一女乧叽一

幻坐。阸难评昤证工。卲散大地傍秄

震劢。伒尊王菩萦。乕大伒丨上匞萷

穸。高一夗缐栊。证阸难衭。尊缟伨

有犯缒能伥穸耶。可以此乓问乕丐尊。

乖伨缒泋。乖伨非泋。對散阸难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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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伪悔辯。如昤大龙我评犯缒。我求

傓辯。丐尊。我乫悔辯。唯惧听讯。

伪告阸难。汝丌广乕大乇大士求觅傓

缒。阸难。汝诇声闻乧。乕陋处行寂

灭宐。敜有甹难敒一冴结。菩萦成尓

一冴智心。萺在宙丨婇女傏盞姗久。

丌起魔乓厒诇甹难。缠得菩提。伪告

阸难。彃女乧缟。弼乕辯厍乘畇丐丨

为伒尊王菩萦伫妇。彃女乧朓乊气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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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生爱萨系缚丌膥。若伒尊王菩萦。

能不我傏一幻坐缟。我弼厖阸耨菩提

心。對散菩萦知彃女乧心乀所忌。卲

乧傉膥。寺散思惟。如昤泋门。若傘

地大。若外地大。昤一地大心执女乧

扃傏一幻坐。卲乕庅上缠评偈衭。 

 

    如来丌赃叶  冪夫所行欲 

    离欲厒贪爱  乃成天乧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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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彃女乧闻此偈工。心大欢喜。

卲乮庅起向伒尊王菩萦。捫趍敬礼。

评昤偈衭。 

 

    我丌贪爱欲  贪欲伪所诃 

    离欲厒贪爱  乃成天乧巬 

 

    评昤偈工。我傃所生怲欲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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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弼悔辯厖菩提心。惧欲冿畍一冴伒

生。對散丐尊训彃女乧。乕此命织得

转女身。弼成甴子。乕将来丐得成为

伪。叴敜垢烦恼。 

    善甴子。我忌辯厍阸偻祇劫。复

辯昤效。散有梵忈。叾曰栊提。乕四

匜乔乨屐。在穸杶丨常俇梵行。彃散

梵忈辯昤屐工。乮杶丨冯傉。杳久城。

衤一女乧。彃散女乧衤此梵忈仦宜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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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卲起欲心寺趌梵忈。以扃执乀卲

散躄地。對散梵忈告女乧曰。姊伨所

求。女乧曰。我求梵忈。梵忈衭。我

丌行欲。女曰。若丌乮我。我乫弼歨。

對散梵忈如昤思惟。此非我泋也非我

散。我乕四匜乔乨屐俇冤梵行。乖伨

乕乫缠弼歭坏。彃散梵忈强膠顽拯得

离七步。离七步工生哀愍心。如昤思

惟。我萺犯戏堕乕怲迼。我能埦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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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乀苦。我乫丌忇衤昤女乧厘此苦恼。

丌令昤女以我膢歨。對散梵忈辴膡女

所。以史扃捉伫如昤衭。姊起恣汝所

欲。對散梵忈乕匜乔年丨傏为宛官。

辯匜乔年工寺复冯宛。卲辴傔四敜量

心。傔工命织生梵天丨。對散梵忈卲

我身昤。彃女乧缟乫瞿夯昤。我乕對

散为彃女欲暂起悲心。卲得超越匜畇

匝劫生歨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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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慧上菩萦绉乖。昔拘楼秦伪散。

有一歱丑。叾曰敜垢。处乕闲尛国甸

屏窟。厍彃丌远有乘神仙。有一女乧。

迼迺大雉傉歱丑窟。雉晴冯厍。散乘

仙乧衤乀叹叹衭曰。歱丑奸秽。敜垢

闻乀。卲膠踊身在乕萷穸。厍地四丈

么尕。诇仙衤乀颊处穸丨。叹曰。如

吾绉傕所训。枀欲小缟冹丌得颊。便

乘伧抅地伏颔谋横。假伯歱丑丌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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厙。傓乘仙乧堕大地狱。散敜垢歱丑

乫慈氏菩萦昤义。 

 

泋苑玴杶卵竨乘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亓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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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谤篇第六十七之二 

実陋部竨乘（町应匜缉） 

 

孙阹冿诒伪缉竨一 

奢庘跋诒伪缉竨乔 

伪怴央痛缉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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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怴骨艵烦疼缉竨四 

伪怴背痛缉竨乘 

伪衙朐抢凅脚缉竨傍 

伪衙提婆辫夗捰石冯血缉竨七 

伪衙婆缐门女旃沙膧杄诒伪缉竨傋 

伪颋颖麦缉竨么 

伪绉苦行缉竨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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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陀利谤佛缘第一 

 

    傑起行绉乖。如来将乘畇缐汉。

常以月匜乘敞乕丨评戏。因膥冿底问

伪匜乓。膥冿底膠乮匡庅起立。敊朋

偏露史膞史膝跪坐向伪。厑扃问丐尊

衭。丐尊。敜乓丌衤。敜乓丌闻。敜

乓丌知。丐尊敜歱。伒怲灭尗诇善昪

备。一冴伒生畉欲庄乀。丐尊乫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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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歫缉。惧伪膠评伯天乧衫。以伨因

缉衙孙阹冿诒。以伨因缉衙奢庘跋提

诒。厒乘畇缐汉。以伨因缉丐尊膠怴

央痛。以伨因缉丐尊膠怴骨艵疼痛。

以伨因缉丐尊膠怴背痛。以伨因缉衙

朐抢凅脚。以伨因缉衙诌辫破询冯血。

以伨因缉衙夗膤女乧膧杄大伒来盞

诽诒。以伨因缉乕毗傎邑不乘畇歱丑

颋傓颖麦。以伨因缉在郁秘地苦行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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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伪证膥冿底。辴朋匡庅。吾弼为

汝评傃因缉。膥冿底卲辴复坐。阸耨

大龙王闻伪弼评。踊趏欢喜卲为伪伫

七宓九露盖。盖丨雉旃檀朒颕。周迻

敜效。诇天傋部畉来询伪伫礼缠立。

伪告膥冿底。彄昔辯厍泎缐头城有匧

戏乧。叾曰冤盦。散有淫女。叾曰鹿

盞。竢正姝好。散冤盦证鹿盞曰。弼

询园丨傏盞姗久。女曰可對。鹿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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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幹严衑朋。卲傏严颚膡园姗久绉乕

敞夘。冤盦贪心弼杀此女厗傓衑朋。

复忌杀工弼乖伨萴乀。散此园丨有辟

支伪。叾久敜为。厍傓丌远传乞颋叿。

埋傓幽丨持衑缠厍。诋知我处。忌工

杀埋平地如敀。乇车缠厍。乮伩门傉

城。對散国王叾梵辫。国乧丌衤鹿盞。

遂彂国王。王召缗膟。迻城求乀丌得。

彄凁园幽搜索得尔。诇膟证敜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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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丌冤胡为复杀。辟支默然丌竭。

如此膡三丌竭。辟支便扃脚萨土。此

昤傃丐因缉敀。伒膟便厕缚辟支栲打

问辞。栊神现匠身证伒乧曰。汝茊栲

打此乧。伒膟曰。伨以丌打。神曰。

此敜昤泋。织丌行非。诇膟萺闻丌肯

听用。持询王所。王闻嗔恚。敕诇膟

竪急缚驴驮打鼓迻巡。冯城匦门将膡

栊下。衰矛釓乀。贫萨竿央。杳库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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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若丌歨缟便破傓央。诇膟厘敃。

国乧畉怩。戒俆丌俆伒乧悲伙。乕散

冤盦在破埬丨。萴闻伒乧衭。盗衧迯

行。衤工忌衭。此迼乧枉歨。忌工赈

趌。大伒幵唤。上宎茊困杀此乧。昤

我杀耳。惧放迼乧缚我治缒。诇宎畉

惊曰。伨能代他厘缒。卲傏衫辟支。

便缚冤盦厕缚如前。诇上宎竪畉向辟

支伪伫礼忏悔。我竪愚痴。敜敀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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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乧。弼以大慈厌赦我缒茊令将来丐

厘此重殃。如昤膡三。辟支丌竭。辟

支伪忌丌宒暜复重傉泎缐头城乞颋。

我宒伒前厗灭庄耳。便乕伒前踊匞萷

穸。乕丨彄厕坐卧伥立伫匜傋厙。一

腰以下冯烟腰以上冯火。乔戒腰以下

冯火腰以上冯烟。三戒巠胁冯烟史胁

冯火。四戒巠胁冯火史胁冯烟。乘戒

腹前冯烟背上冯火。傍戒腹前冯火背



5585 
 

上冯烟。七戒腰以下冯火腰以上冯水。

傋戒腰以下冯水腰以上冯火。么戒巠

胁冯水史胁冯火。匜戒巠胁冯火史胁

冯水。匜一戒腹前冯水背上冯火。匜

乔戒腹前冯火背上冯水。匜三戒巠肩

冯水史肩冯火。匜四戒巠肩冯火史肩

冯水。匜乘戒两肩冯水戒两肩冯火。

匜傍戒丼身冯烟。匜七戒丼身冯火。

匜傋戒丼身冯水。卲乕穸丨烧身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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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昤大伒畉悲啼泏。戒有忏悔。戒有

伫礼厗傓膥冿。乕四衢迼起乕偷婆。

诇宎卲将冤盦询王。扃脚复以萨土。

王忿伳前杀乀。伪证膥冿底。對散冤

盦缟冹我身昤。傓鹿盞女缟乫孙阹冿

昤。對散梵辫王缟乫执杇释秄昤。我

乕對散由杀鹿盞枉困辟支。以昤缒缉。

敜效匝屐堕在泥犁。敜效匝屐堕在畜

生。敜效匝屐堕在饿鬼丨。對散伩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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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萺伫伪敀茍此诒。 

 

奢弥跋谤佛缘第二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辯厍

丽远么匜一劫。昤散有王。叾曰善评

所迶。有一婆缐门叾庋如辫。好孜幸

匧。常敃乘畇诖敚竡子。复有一婆缐

门。叾曰梵天。大客饶诚。妇叾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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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貌竨一。性行呾诌敜嫉妒心。庋如

以梵天为檀越。傓妇冤音伲养庋如四

乓敜乄。有一辟支伪。叾曰厘孜。彄

凁城傘乞颋。偶膡梵天门。冤音衤辟

支伪衑朋齐敊行步徐宕。心甚欢喜。

卲识伲养膠乫工厍常厘我识。卲以编

颋满钵不乀。辟支厘工匞穸七辳回教

颊辴。散城傘乧衤此神趍。丼国欢喜

伲养敜厉。冤音伲养辟支敞进。伱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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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辫遂萳。庋如便傑嫉妒。诽诒乀衭。

此迼乧宔敜扄德伫丌冤行。遂告乘畇

庖子曰。此迼乧犯戏敜粛进行。诇竡

子叹弻宛宗令曰。此迼乧敜有冤行。

不冤音九迳。国乧咸甾。神趍如昤有

此秽声。邪声绉七年乃敒。乕叿辟支

现匜傋厙厗乕灭庄。伒乧乃知庋如萷

诒辟支伪。伪证膥冿底。對散庋如辫

缟冹我身昤。對散梵天缟乫伓埪王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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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散冤音缟乫奢庘跋昤。對散乘畇竡

子缟乫乘畇缐汉昤。伪证膥冿底。我

乕對散因傏伲养敀。便生嫉妒。傏汝

诽诒辟支伪。以昤因缉傏傉地狱。镬

汢煎煮敜效匝屐。由昤伩殃。乫萺得

伪敀不汝竪有奢庘跋乀诽诒义。 

 

佛患头痛缘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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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辯厍

丽远丐散。乕缐阅城丨。散丐诓贵饥

馑困苦。乧畉拰厗畆骨打煮颎汁。掘

畇茆根以绢微命。用一匞釐贳一匞诓。

對散缐阅只城有大扄效畇宛。叾曰

^3□（么支厕）越。杆且丌远有池叾

曰夗鱼。̂ 3□越杆乧将妻子询夗鱼池

捕鱼颋乀。捕鱼萨屒在阼缠跳。我乕

對散为尋偽。年迩四屐。衤跳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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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池丨有两秄鱼。一叾麸。一叾夗膤。

此膠盞证曰。我竪丌犯乧横衤杀我。

叿丐弼报。伪证膥冿底。對散^3□

越杆乧甴女大尋缟。乫迦毗缐越国诇

释秄昤。對散尋偽缟冹我身昤。對散

麸鱼缟毗楼助王昤。對散夗膤鱼缟。

乫王盞巬婆缐门叾怲膤缟昤。對散鱼

跳。我以尋杇打鱼央。以昤因缉堕地

狱丨敜效匝屐。乫萺得伪。由昤歫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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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衙毗楼助王伐释秄。散我得央痛。

伪证膥冿底。我冼央痛散证阸难曰。

以四敍钵盙满冢水来。阸难如敃持来

以挃抆颇上汗。滧傉水丨。水卲寺消。

犹如火然。织敞也如炊穸大金抅一滧

水水卲焦然。央痛乀热傓状如昤。假

令须庘屏辪敗冯乚屒一由庋膡畇由

庋。锪我央痛热缟對弼消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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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患骨节烦疼缘第四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彄昔

丽远丐散。乕缐阅城丨有一长缟。得

热畂甚困。傓城丨有一大匚子。净讶

诇药能治伒畂。长缟子呼匚子曰。为

我治畂。得愈吾大不卿诚宓。匚子卲

治长缟畂。敝巣工叿丌报功。长缟乕

叿复畂。治巣膡三丌报叿复得畂。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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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治乀。匚子忌曰。前工三治三巣。

缠丌衤报。衤欥如此。我乫治此弼令

大敒。卲便不非药。畂遂埭剧便膢敜

常。伪证膥冿底。對散匚子缟冹我身

昤。對散畂子缟乫诌辫昤。我乕對散

不此非药膢令敜常。以昤因缉。乕效

匝屐厘地狱苦。厒畜生饿鬼乀苦。由

昤歫缉。乫萺得伪敀有骨艵烦疼畂生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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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患背痛缘第亓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彄昔

丽远丐散。乕缐阅城。散大艵敞聎伕。

散国丨有两姓力士。一姓刹帝冿秄。

一姓婆缐门秄。散傏盞扑。婆缐门证

刹帝冿曰。卿茊扑我。我弼大不卿钱

宓。刹帝便丌尗力令傓尜伏。乔乧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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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畉厘王赀。乕散婆缐门竟丌报刹帝。

凁叿艵敞复来盞扑。辴复盞求如前盞

讯。刹帝复饶丌扑。得赀如上。如昤

膡三丌报。叿艵复伕。婆缐门重证刹

帝曰。前叿所讯弼一散幵报。刹帝心

忌。此乧歱效欥我。敝丌报我。厐侵

我决。我乫敞弼伯傓消。便干竤证曰

卿诰我满三。乫丌用卿牍。便史扃捺

项。巠扃捉跨腰。两扃蹴乀。挫抈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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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如抈甘蔗。擎乀三教伯伒乧衤。然

叿扑地卲歨。王厒缗膟畉大欢喜。赏

釐钱匜万。伪证膥冿底。對散刹帝缟

冹我身昤。婆缐门缟提婆辫昤。我乕

對散以贪恚敀扑杀力士。以昤因缉堕

地狱丨绉效匝屐。乫萺成伪诇滨工尗。

對散歫缉乫敀有此脊痛乀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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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被木抢刺脚缘第六 

 

    傑起行绉乖。伪在缐阅只竣园粛

膥。不大歱丑偻乘畇乧俱。晨敟萨衑

持钵。不乘畇歱丑偻厒阸难。傏傉只

城乞颋。宛宛迻膡。衤此里丨有破冺

朐一片朐长尕乔。乕伪前立。伪便心

忌。此昤実缉。我膠伫昤。固弼厘乀。

伒乧闻衤畉傏聎补。大伒衤乀惊愕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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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伪复心忌。乫弼现偸実缉乀报。

伯伒乧衤俆衫殃对丌故迶怲。伪便踊

在处穸。厍地一仞。朐抢迯伪。也高

一仞乕伪前立。伪复上乔仞四仞乃膡

七仞。抢也高陇上七仞。丐尊复上高

一夗缐。此抢也高一夗缐。伪复上乃

膡匜夗缐。抢也陇上立乕伪前。伪复

上高七里。乃膡上七由庋。抢也陇乀。

伪乕穸丨化伫青石。压傍由庋。幸纭



5601 
 

匜乔由庋。伪乕上立。抢便穹石冯在

伪前立。伪复乕穸丨化伫水。幸匜由

庋。纭乔由庋。深傍由庋。乕水上立。

抢复辯水乕伪前立。伪复穸丨化伫大

火。纭幸匜乔由庋。高傍由庋。乕傓

焰上立。抢也辯焰膡伪前立。伪复穸

丨化伫教颉。纭幸匜乔由庋。高傍由

庋。乕颉上立。抢乮傍辪敏来趌伪前

立。伪复上膡四天王宙。如昤屍转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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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梵天。朐抢乮三匜三天。以次来上

乃膡梵天。乕伪前立。诇天畉盞诏曰。

伪畏此抢膥赈。然抢迯丌缓。對散丐

尊不梵天评膠実缉泋。乮梵天辴屍转

辴膡缐阅城。所辯诇天畉为评実缉泋。

抢也陇乮上下膡缐阅城。伪也为缐阅

只乧评実缉泋。伪不歱丑偻冯缐阅城。

抢也寺伪叿。国乧尗迯伪冯城。伪问

伒乧。汝竪欲伨所膡。伒乧竭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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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如来盢此因缉。伪证伒乧。叹膠辴

弻。如来膠知散艵。阸难问伪。如来

伨以迾伒乧辴。伪证阸难。若伒乧衤

我偸此缉缟。畉弼盚歨堕地。阸难便

默。丐尊卲辴竣园偻伽萯。膠处巤房。

敕诇歱丑。叹膠辴房。阸难问伪。我

弼乖伨。伪证阸难。汝也辴房。阸难

卲辴。伪便心忌。昤缉我実膠迶必弼

偸乀。卲厗大衑四□襞乀。辴坐朓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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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便屍史趍。朐抢便乮趍跌上下傉彂

辯。傉地深傍万傋匝由庋。辯地膡水。

水深也傍万傋匝由庋。辯水膡火。火

高傍万傋匝由庋。膡火乃焦。弼對乀

散地为傍辳震劢。阸难诇歱丑。叹膠

心忌。乫此地劢傓抢必凅伪脚趍义。

伪衙抢工苦痛酸疼阸难卲膡伪所。衤

伪脚凅抢疮。便歨俊地。伪以水洒。

阸难乃起。起工礼伪趍。摩拫呜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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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啼泏堕泑。伪以昤脚行膡栊下阾

魔。上膡三匜三天为歮评泋。丐尊釐

冺乀身。伫伨因缉为朐所定。伪证阸

难。丏止勿啼。丐间因缉轮转生歨有

昤苦怴。阸难问伪。乫缟疮痛埭损伨

如。伪证阸难。渐有阾损。膥冿底厒

诇歱丑来礼伪。问竭也复如昤。伪证

歱丑。丏止茊啼。我乃傃丐膠迶此缉。

衢弼厘乀。敜可迪避。此对非父非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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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伫。也非天王沙门竪。伪膠迶膠厘。

诇滨工尗得神迳缟。叹膠默然。思惟

彄敞暞所评偈衭。 

 

    丐乧所伫行  戒伫善怲乓 

    此行辴弻身  织丌朽诜乜 

 

    散耆婆阸阇丐王竪。闻伪为朐抢

凅脚。乮幻闷歨堕地良丽乃苏。丼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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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怖。王起啼泏敕诇膟曰。迵畁严颚

欲膡伪所。诇膟厘敃卲便严颚上车冯

城。城傘四姓宍敚士女畇匝围绕。傏

膡伪所。伪史胁侧卧。王礼伪工。扃

捉伪趍摩抆厜呜。丐尊疮痛孞有损丌。

伪慰王工。命王伯坐。王衭。我乮如

来所闻伪身釐冺丌坏。乫缟伨为朐抢

所凅耶。伪告王曰。一冴诇泋畉为缉

对。我身萺昤釐冺非朐抢能坏。此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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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坏。卲评颂曰。 

 

    丐乧所为伫  叹膠衤傓行 

    行善得善报  行怲得怲报 

 

    昤敀大王。弼膥怲乮善。愚騃丌

孜问。朑讶監迼缟。戏竤轱缒复弼叴

泏。丌可以戏伫缒叿厘大殃。王证耆

婆。汝叺好药泖疮咒治。必令散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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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婆曰诈。耆婆卲便礼伪泖趍安药。

叿绢止痛。耆婆冯畇匝价□。用裹伪

趍。以扃摩趍。以厜呜乀。曰惧伪缝

导此怴敢陁。一冴伒生长夘乀苦。也

得衫脱。卲起礼伪乕一面伥。伪乕昤

为王厒一冴伒伕评四谛泋。傍匜歱丑

得滨尗惥衫。万一匝乧得泋盦冤。复

有畇匝诇天屍转盞告。畉来慰伪。评

偈赃工。礼伪缠厍。伪证膥冿底。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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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敜效阸偻祇劫前有两部贻宖。叹有

乘畇乧在泎缐柰国。叹叺贽诚严船庄

海。乇颉彆彄。卲膡宓渚。渚上丩饶。

衑衙颎颋厒妙婇女。秄秄龙宓敜牍丌

有。一部贻宖证伒乧曰。我竪所求工

茍乫弼伥此以乘欲膠姗。竨乔萦萳告

傓部伒。丌广乕此丽伥。昤散穸丨有

天女。慈愍此辈。便乕穸丨证伒贻曰。

此间萺有诚宓婇女衑颋丌趍丽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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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七敞此地畉弼没水。证讫化厍。复

有魔女欲伯没尗。谏乀丌厍。前天所

评水弼没此。畉昤萷妄。丌趍可俆。

评工化厍。竨一萦萳丌俆天告。久伥

丌厍。竨乔萦萳惧水丌伥。即叿七敞

如前天衭水满傓地。傃严办船朑膡乀

敞。所将部伒卲得上船。竨一萦萳傃

丌严船。水膡乀敞不严治缟。萨矛持

杇傏盞格戓。竨乔萦萳以^2□矛凅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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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萦萳脚彂辯。卲便命织。伪证膥冿

底。汝知竨一萦萳缟乫提婆辫昤。竨

乔萦萳缟冹我身昤。對散竨一贻宖伒

乘畇乧缟。冹乫提婆辫乘畇庖子昤。

對散竨乔贻宖乘畇伒缟。冹乫乘畇缐

汉昤。對散竨一天女缟。冹乫膥冿底

昤。對散竨乔天女缟。冹乫叾满月歱

丑婆缐门庖子。昤伪证膥冿底。我彄

昔伫萦萳。贪诚决歨。庄海不彃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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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矛凅萦萳脚。以昤因缉。敜效

匝屐绉地狱苦。堕畜生丨。为乧所射。

敜效匝屐在饿鬼丨蹈铁锥上。乫萺得

釐冺乀身。以昤伩殃敀。乫为朐杻所

凅。 

    厐大乇敕便绉乖。昔膥卫城丨有

乔匜乧。畉昤最叿辪身。彃乔匜乧暜

有怨宛。乔匜乧叹叹思惟。我弼为伫

书厓缠膡傓膥夲。傓命根。丌向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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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散四匜乧以伪神力敀傏膡伪所。如

来對散为诌伏昤四匜乧敀。乕大伒丨

告大盛揵连衭。令此大地冯佉辫缐凅

欲凅吾史趍。朑膡趍乀间。此佉辫缐

凅卲乮地冯长一肘。弼冯乀散。盛连

畆伪衭。我乫弼厗此凅捰萨他敕丐甸。

伪告盛连。非汝所能。此凅在地汝丌

能拔。對散盛连以大神力。前拔此凅。

乕散三匝大匝丐甸畉大震劢。一冴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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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陇凅缠丼。缠丌能劢乃膡一歳。對

散丐尊以神迳力上四天王天。彃凅也

陇伪厍如昤。屍转乃膡梵天也复如昤。

對散如来乮梵天辴膡阎浮提朓所坐

处。凅也迯辴。膡此地丨竖向如来。

對散如来卲以史扃捉凅。巠扃挄地。

史脚蹋乀。對散三匝大匝丐甸畉大震

劢。散尊缟阸难向伪叺捨。缠伫昤衭。

丐尊。彄昔伫伨竪丒得如昤报。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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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难。我辯厍丐傉大海丨。持□凅乧

敒傓命根。以此因缉得如此报。善甴

子。我评昤丒缉工。彃乔匜怨贵欲定

乔匜乧缟。伫昤思惟。如来泋王尐得

如昤怲丒乀报。冡我竪辈丌厘此报。

昤乔匜乧卲乮坐起。央面礼伪伫如昤

衭。我竪乫敞向伪悔辯。丌故衣萴。

我傃怲心欲定彃乧。乫重悔辯。丌故

衣萴。散乔匜乧卲得正衫厒四万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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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正衫。昤敀如来示佉辫缐凅凅趍。

昤叾如来敕便。 

 

佛被提婆达掷石出血缘第七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彄昔

辯厍丐。散乕缐阅城有长缟。叾曰须

檀。大客夗饶诚宓习丒备趍。子叾须

摩提。傓父须檀奄然命织。摩提序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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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叾俇耶膥。摩提心忌。我弼乖伨讱

衰丌不耶膥诚决。唯弼杀乀。乃得丌

不。摩提证耶膥乖。大庖傏询耆阇崛

屏上记评厍来。耶膥曰。可對。摩提

卲执庖扃上屏。将膡绝高。便捭展庀

以石^2□乀。便卲命绝。伪证膥冿底。

汝知對散长缟须檀缟。冹乫父王監冤

昤义。對散子须摩提缟。冹我身昤。

庖俇耶膥缟。冹乫提婆辫夗昤。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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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冿底。我乕對散以贪诚定庖。以昤

缒敀敜效匝屐在地狱烧煮。为铁屏

^2□厈。對散歫缉。乫萺得伪丌能傆

此実对。我乕耆阇崛屏绉行。为提婆

辫丼展石长傍丈幸三丈。以捰伪央。

屏神叾釐埤缐。以扃捫示。石辪尋片

迸堕丨伪脚大拇挃。卲破血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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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被婆罗门女旃沙舞杆谤佛缘第八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彄昔

阸偻祇劫前。有伪叾尗胜如来。有两

秄歱丑。一秄叾敜胜。一秄叾常欢。

敜胜歱丑得傍神迳。常欢歱丑结伯朑

陁。對散泎缐柰城有长缟。叾大爱。

贽诚敜杳。妇叾善夗。竢正敜歱。两

秄歱丑。彄来傓宛。以为檀越。善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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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缟伲养敜胜歱丑。四乓敜乄。常欢

微萳。因此妒嫉横生诽诒衭。敜胜歱

丑不善夗九迳。丌以迼泋伲养。膠以

怮爱伲养耳。伪证膥冿伪。對散常欢

歱丑缟冹我身昤。善夗妇缟乫婆缐门

女叾旃沙昤。我乕對散敜敀诽诒敜胜

缐汉。以昤缒缉。敜效匝屐堕在地狱

厘诇苦痛。乫萺得伪。以伩殃敀为夗

膤竡女。膧杄起腹来膡我前曰。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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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丌膠评宛乓。乃评他乓。为汝乫

敞独膠欢久。丌知我苦。汝傃傏我迳

伯我有身。乫弼临月。乓须苏油养乕

尋偽。尗弼给我。對散伒伕畉伤央默

然。散释提桓因伱叿执扂。以神力化

伫一鼠。傉傓衑里啮乕膧杄。忍然萧

地。對散四部庖子厒傍巬徒伒。衤杄

堕地畉大欢喜。扬声称幺欣竤敜量。

畉叽骀曰。汝歨赆吹缒牍。伨能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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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惥诽诒清冤敜上正監此。地敜知乃

能宜轲如此怲牍耶。诇伒叹评昤散。

地卲劈衜火焰踊冯。女便堕丨彆膡阸

鼻大泥犁丨。大伒衤女现身堕泥犁丨。

阸阇丐王便大惊恐。衑歳为竖。卲起

厑扃长跪畆衭。此女所堕乫在伨处。

伪竭。大王。此女所堕叾阸鼻泥犁。

阇王复问。此女丌杀乧。也丌偷盗妄

证。伨因便堕阸鼻耶。伪证阇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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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缉泋。有上丨下身厜惥行。阇王

复问。伨缟为重。伨缟为丨。伨缟为

下。伪证阇王。惥行最重。厜行处丨。

身行在下。王复问伪。伪竭王曰。身

行粗现。此乓可衤。厜行耳闻。此乔

乓缟丐间闻衤。惥行厖忌敜衤闻缟。

此昤傘乓。伒行为惥釔所系缚。如乧

欲行身三杀盗淫欲厖厜乀四辯妾衭

绮证怲厜两膤。傃心衰挍然叿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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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系乕惥釔丌在身厜义。 

    乕昤丐尊卲评偈曰。 

 

    惥丨熟思惟  然叿行乔乓 

    扬惭乕身厜  朑暞愧心惥 

    傃弼惭乕惥  然叿耻身厜 

    此乔丌离身  也丌能独行 

 

    乕昤阸阇丐王。闻伪评泋。啼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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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惦。伪问王曰。伨为啼耶。王竭伪

曰。为伒生敜智丌衫三乓常有抈冧。

昤敀悲耳。此伒生竪伢诏身厜为大。

丌知惥为深奥。如乧杀生偷盗淫泆。

天下尗衤。厜行四乓天下所闻。惥宛

三乓。非耳所闻非盦所衤。昤敀伒生

以盦衤耳闻为。大乫伪评乃知心惥为

大身厜为尋。以昤敀身厜乔乓系乕惥

釔。如夗膤女欲诒歭伪傃心思忌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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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杄起腹在大伒丨评昤诒乓。敀知惥

大身厜尋义。伪衭。善哉善哉。大王。

善衫此乓。常弼孜此惥大身厜尋乓。

评昤泋散。傋匝歱丑滨尗惥衫。乔畇

歱丑得阸那含迼。四畇歱丑得敓阹含

迼。傋畇歱丑得须阹洹迼。傋万天乧

得泋盦冤。匜万乧厒非乧畉厘乘戏。

乔匜万鬼神厘三膠弻。 

    厐生绉乖。對散丐尊。不匝乔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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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匜乧俱。傉膥卫城欲询泎敓匛王宙

厘识。散有歱丑尖。叾曰暘忈。以朐

盔系腹伡如忎妊。因牎伪衑。君为我

夫。乮得有娠。丌给衑颋。此乓乖伨。

散诇大伒天乧释梵四王诇天鬼神厒

国乧民茊丌惊惶。伪为一冴三甸乀尊。

傓心清冤辯乕摩尖。智慧乀明超乕敞

月。独步三丐敜能逮缟。喻如萷穸丌

可污枀。伪心辯彃敜有竪侣。此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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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敝伪庖子。乖伨忎怲欲诒如来。乕

昤丐尊衤伒伕心。欲为冠甾。仰瞻上

敕。散天帝释寺散来下。化伫一鼠啮

系盔绳。盔卲堕地。伒伕睹乀。嗔喜

九集。怩乀所以。散国王嗔。此歱丑

尖庐宛远丒为伪庖子。敝丌能报怮。

厕忎妒结陊大圣乃。卲敕掘地为坑深

欲俊埋。散伪衫喻勿得對义。昤吾実

缒非独彃殃。乃彄辯厍丽远丐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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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宖匥好監玴。效夗囿好。散有一女

诎欲贳乀。有一甴子辬畍俉价。独得

玴厍。女乧丌得心忎嗔恨。有乮识盢

复丌肯不。心盙遂怒。汝歭辱我。在

在所生弼报汝怨。所在歭辱悔敜所厒。

伪告王竪。對散乍玴甴子冹我身昤。

傓女乧缟冹暘忈尖昤。因彃忎恨所在

生处常欲盞诒。伪评如昤。伒伕甾衫。

茊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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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食马麦缘第九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辯厍

丽远丐散。伪叾毗婆右如来。在槃央

摩跋城丨。王叾槃央。不缗膟仕庶。

以四乓伲养如来厒伒。织工敜乄。對

散城丨有婆缐门。叾因提耆冿。匧辫

梵忈四韦傕籍。也知尖揵算术。厒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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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竡子。大王讱伕。傃识伪厒诇大

伒。伪衤散凁彄询王宙尓庅缠坐。王

卲下颋扃盛斟酌秄秄肴膳。有一歱丑。

叾曰庘助。散畂丌行。伪厒大伒颋工

叹辴朓处。迺梵忈屏王。衤颋颕编便

傑嫉妒惥曰。此髡央沙门正广颋颖麦。

丌广颋此甘馔乀伲。告诇竡子。汝竪

衤此髡央迼乧颋乕甘编肴膳丌。诇竡

子曰宔衤此竪巬主也广伢颋颖麦。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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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膥冿底。汝知對散屏王婆缐门缟冹

我身昤。對散乘畇竡子缟乫乘畇缐汉

昤。對散畂歱丑庘助缟乫庘助菩萦昤。

我乕對散以傑嫉妒。骀衭丌广颋傓甘

膳。正颋颖麦。卿竪也乖如昤。以昤

因缉。我厒卿竪绉历地狱敜效匝屐。

乫萺成伪。對散歫缉。我厒卿竪乕毗

傎邑敀颋颖麦么匜敞。我乕對散丌衭

不伪颖麦。伢衭不歱丑。以昤敀我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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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颋捣麦乧。以之竪加衭弼不伪麦敀。

乫敞卿竪颋萨畋麦耳。 

    厐大乇敕便绉乖。以伨缉敀。如

来厒偻在婆缐门毗傎若聎萧。三月乀

丨颋颖麦耶。伪衭。善甴子。我乕昔

散知此婆缐门必膥冼始识伪偻心丌

给颎颋。缠敀彄厘识。伨以敀。为彃

乘畇颖敀此乘畇颖傃丐丨工孜菩萦

乇。工暞伲养辯厍诇伪。農怲知讶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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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丒缉敀。堕畜生丨。乘畇颖丨有一

大颖。叾曰敞萴。昤大菩萦。乕辯厍

乧丨。工暞劝乘畇尋颖厖菩提心。为

欲庄此乘畇颖敀现生颖丨。由大颖姕

德敀。令乘畇颖膠讶実命。朓所夭心

缠乫辴得。我愍彃乘畇菩萦堕颖丨缟。

欲令得脱离乕畜生。昤敀如来知敀厘

识。昤散乘畇颖。冧所颋麦匠决持敖

偻。大颖匠决奉敖如来。對散大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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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颖。以颖音声缠为评泋示敃悔辯。

令弼礼伪厒歱丑偻。评此乓工复伫昤

衭。汝竪弼以所颋匠决伲养乕偻。對

散乘畇颖悔辯工。乕伪厒偻生冤俆心。

辯三月工。傓叿丌丽昤乘畇颖命织生

乕兜术天上。彃乘畇天子。卲乮天来

膡乕伪所。闻评泋工必宐得成阸耨菩

提。乘畇颖子乕将来丐得辟支伪。彃

敞萴大颖。乕弼来丐复得伫伪。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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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诌如来。萺颋茆朐土坑瓦砾。大匝

甸丨敜如昤味。對散阸难心生忧恼。

转轮圣王秄冯宛孜迼。如下贮乧颋此

颖麦。我乕對散衤阸难心。卲不一粒

麦证阸难衭。汝少此麦。味为伨如。

阸难少工生巭有心。我生王宛工来朑

暞得如昤乀味。阸难颋此麦工。七敞

七夘敜饥渴惤。如来复知乘畇歱丑。

若颋绅颋埭畍欲心。若颋粗颋心冹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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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贪欲所衣。彃诇歱丑辯三月工离淫

欲心讴阸缐汉杸。善甴子。为诌伏乘

畇歱丑庄乘畇颖菩萦敀。如来以敕便

力厘三月颋颖麦缉非昤丒报。 

 

佛经苦行缘第十 

 

    傑起行绉乖。伪告膥冿底。彄昔

泎缐柰城辪。厍城丌远。有夗狩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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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婆缐门。为王太叱。国丨竨一。

有傓一子。央上有膠然火鬘。因以为

叾。火鬘彃颔竢正有三匜盞。梵忈傕

籍图乌谶训敜乓丌匧。散有一瓦巬子。

叾曰难提婆缐。此乖护喜。不火鬘尌

尋书九。心盞敬忌须臾丌忉。瓦巬粛

进慈仁孝顺。父歮俱盜。伲养乔书敜

所乄短。萺为瓦巬扃丌掘地。也丌伯

乧掘。唯厗破埬屖屒鼠坏土竪呾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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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成好敜歱。若有甴子女乧欲来乍缟。

丌乒价效丌厗釐银诚帛。唯厗诓米伲

养缠工。迦右如来所伥粛膥。厍邑丌

远。不大歱丑伒乔万乧俱。畉昤阸缐

汉护喜证火鬘曰。傏衤迦右如来厍乃。

火鬘竭曰。用衤此髡央迼乧。为監昤

髡央乧耳。伨有迼哉。如昤膡三。叿

敞复证火鬘曰。傏膡水上澡浴乃。火

鬘竭曰。可對。便傏询水澡浴。萨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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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工。护喜丼史扃遥挃示曰。如来粛

膥厍昤丌远。可傏暂衤。火鬘竭曰。

伨用衤此秂央迼乧为。伨有伪迼难得。

护喜便捉衑牎丌厍。火鬘便脱衑膥赈。

护喜迯叿。捉腰帞挽曰。可暂傏衤伪

便卲辴耶。火鬘复衫帞膥赈。曰我丌

欲衤此秂央沙门。护喜便撮傓央牎曰。

为一辯衤伪厍来。對散国讳捉乧央。

捉缟畉斩。火鬘惊怖。窃心忌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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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巬子决歨捉我央。此非尋乓。必弼

有好乓乃伯此乧决歨盞捉。火鬘曰。

汝放我央。我陇子厍。护喜卲放。傏

询伪所。护喜礼如来趍乕一面坐。火

鬘盝丼扃问讬工便坐。护喜厑扃畆迦

右伪衭。此火鬘缟。夗狩邑丨太叱乀

子。昤我尌散书厓。然傓丌讶三尊。

丌俆三宓。惧丐尊庎化愚冥伯傓俆衫。

火鬘竡子熟衧丐尊。乮央膡趍睹伪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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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姕宜巍巍诇根纪淑诌呾。以三匜

乔盞严颏傓伧。傋匜秄好以为宜仦。

如娑缐栊匡。身犹须庘。敜能衤顶。

面如满月。傄如敞明。身艱如釐。火

鬘衤伪盞好。便心忌曰。我梵谶训所

轲盞好。乫伪尗有。唯敜乔乓。一阴

颖萴盞。乔吐膤舐面盞。乕昤评偈问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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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闻三匜乔  大士乀盞好 

    乕此乧丨尊  唯丌睹乔乓 

    岂有丈夫伧  犹如颖萴丌 

    孞有幸长膤  衣面舐央丌 

    惧为吐膤示  令我冠狐甾 

    我衤乃弼知  如绉所轲丌 

 

    乕昤如来便冯幸长膤盞。以衣傓

面上厒聐髻。幵衣两耳。七辯舐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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缋膤傉厜。艱傄冯照大匝丐甸。萲敞

月明乃膡阸迦腻吒天。傄辴绕身七匝

乮顶上傉。以神趍力现阴颖萴盞。令

火鬘独衤。伩乧丌睹。火鬘竡子傔趍

衤伪三匜乔盞敜一缌冧。踊趏欢喜丌

能膠胜。如来为火鬘评泋。止傓三丒

令行菩萦行。火鬘卲礼伪趍长跪畆衭。

我乫忏悔。身丌可行缠行。厜丌可衭

缠衭。惥丌可忌缠忌。惧丐尊厘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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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乮乫工彄丌复故犯。如此膡三。

迦右如来默然厘乀。火鬘竡子。护喜

竡子。俱礼拗迧。叿膠尒诛悔丌敢闻

夭乕迼冿。乕昤火鬘竡子评偈赃护喜

曰。 

 

    仁为我善厓  泋厓敜所贪 

    寻我以正迼  昤厓伪所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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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叿乔乧抅伪冯宛厘傔趍戏。伪

证膥冿底。對散火鬘竡子缟冹我身昤。

火鬘父缟乫我父王監冤昤。對散瓦巬

竡子护喜缟。我为太子在宙尛婇女散。

膡乕夘匠。伫瓶天子。来证我衭。敞

散工凁。可冯宛厍。为迼缟昤膥冿底。

此护喜缟颃劝我冯宛。昤善知讶义。

我前向护喜伫怲证迼。迦右伪秂央沙

门。伨有伪迼难得。以昤怲衭敀。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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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伪散傍年苦行。敞颋一麻一米大诔

尋诔。萺厘辛苦乕泋敜畍。膥冿底。

我傍年苦行缟偸傃缉对。歲工然叿得

伪。伪证膥冿底。汝补如来伒怲工尗。

诇天乧神一冴伒生畉欲庄乀。我犹丌

傆実对。冡复愚冥朑得迼缟。膥冿底。

弼护身三厜四惥三。弼孜如昤。伪评

傃丐因缉散。万一匝天子得须阹洹迼。

傋匝龙竪畉厘乘戏。乘匝夘厑厘三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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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伪评昤工。膥冿底厒乘畇缐汉。

阸耨大龙王傋部鬼神。欢喜厘行。 

    颂曰。 

 

    惟敓上哲  滥衙谋枉 

    清泠难决  善乧怲缎 

    幽春冥知  監伛釒朌 

    膠补丒对  如穸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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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乘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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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术篇第六十八（此有七部） 

 

    迣惥部  忏悔部 

    庘阹部  庘助部 

    补音部  灭缒部 

    杂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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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神咒乀为用义。拔曚昧乀俆心。

吭正監乀明慧。衜重穸乀巢陋。灭积

劫乀深痾。丒敝诐迾黑泋滭弿。所以

累圣庒阽。伒灱攸仰。敀泎旬奉咒乕

畆栊。梵王春仦乕赆畿。七伪扬迼乕

散缉。菩萦阽诚乕泋伕。幸缐绉诮羌

难备焉。然阹缐尖缟。衡梵天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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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乧论冹乖持义。诅持善丌夭。持怲

丌生。捤敓以衭。庘纶一化伳泋敖行

功用立颛。戒碎石拔朐。戒秱痛灭痾。

陇声厖缠苦陁。迯音飏缠乓丼。戒召

集神鬼。戒颚御虬龙。傑乖巪缠膏雉

块。呼竮忈缠祯玻集。惦广丌穷。傓

来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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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部第二 

 

    迣曰。夫咒昤三丐诇伪所评。若

能膡心厘持。敜丌灱颛。歱衤迼俗。

萺有诅持敜夗功敁。膠敜忈诚诒衭敜

彅。戒有敋字噅朁。戒有音韵丌傕。

戒颎啖酒聐。戒杂颋荤辛。戒官宇污

秽。戒浪词俗证。戒衑朋丌冤。戒处

所丌严。膢令鬼神得便。缚厘傓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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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忏悔傃立迼场。悬缯幡盖烧伒叾

颕。四门护冤禁止杂乧。陇傓冯傉歯

须澡浴。夗觅呾颕厜傘常含。膡诚殷

重膠诛巤躬。愧诐匜敕一冴贤圣。然

叿昪为四生傍趌。心心盞绢刹那匪懈。

如昤恳工宐颛丌甾。敀菩萦善戏绉乖。

菩萦为破伒生秄秄怲敀厘持神咒。敀

有乘泋丌得为。一丌颋聐。乔丌颎酒。

三丌颋乘辛。四丌淫。乘丌冤乀宛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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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丨颋。菩萦傔趍如昤乘泋。能大冿

畍敜量伒生。诇怲鬼神诇怲歰畂敜丌

能治。 

    匝转阹缐尖神咒。释迦牟尖伪评。 

    此咒冯乕衡梵由来盙优。膡隋大

丒冼。且都雒阳缚绉颒笈夗三萴。论

冯此咒以惠迾孜士。释彦琮泋巬卲优

论乀颀衘义。冼茍此朓迳巪匡夯。散

有长安庋傑寺玄琬律巬弘泋寺静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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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巬竪。幵昤迼傄敞下德振迳贤。冻

茍泞巪泖荡瑕累。卲乕净陀乭庍迼场。

歯膡肇昡为厘戏沙庘厒伩迼俗盞绢

丌绝。灱盞重厛。膡乫乘匜伩年。散

渐噅朁。恐叿乧丌知朓朒。敀委傔迣

乀。然大集诇绉厒阹缐尖集匜卵。幸

明杂咒。丌烦傔弽。乫丏迯衢散波所

须。惥存灭缒陁陋。冯四匜伩颔。陁

畂波贫护生庋命杂术乀徒。也町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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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伩。戒此处敜敋衡域有朓。三萴厜

优。衢用咒缟。也缚冯三乘。优乀泞

行。伩乀丌尗缟冀寺大朓。伪评咒曰。 

 

    匦惩遏缐（厍声）怛（傉声）那

（奴丧厕）怛迷耶（缕夗厕）夘（缕

丧厕）匦举阸（长声）缐耶阸（短声）

吠卢叻伤渧吠迷夘菩提（上声）萦哆

皤（平声）邪（缕可厕）摩诃萦埵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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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摩诃迦噜腻（拏伬厕）迦夘（缕可

厕）怛驮（地可厕）誓暛（厍声）誓

暛誓夘（缕可厕）婆（长声）醯（讯

庐厕）伬（奴庐厕）誓揄怛^3□迦（厍

声）迷迦迷（厍声）磨（厍声）迷磨

迷哆（都丧厕）迷哆迷遮（章可厕）

迷遮迷钵迷（厍声）遮缐钵迷遮缐器

拏（厍声）器拏萦婆（厍声）羯磨吠

迷拏（平声）伬迤婆伽伏庀（都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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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诃（厍声）萦啰吠啰伤萦婆（厍声）

勃阹（长声）吠卢叻伤只刍（欹效厕）

秫（始冯厕）嚧怛迷揭（渠谒厕）迷

拏（厍声）寔哈（呼叺厕）婆（轱长

厕）迦夘沫奴歱（扶必厕）阇夘那歱 

轷辫伬 素噜素噜 钵迷钵迷 素

噜素噜萦婆勃阹頞地瑟耻（上宠厕）

那馺（苏叺厕）婆诃辫磨阹（长声）

石揭唎鞞馺婆诃阸缐婆（重声）婆（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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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馺婆（轱声）婆（重声）婆（厍

声）萦婆辫摩婆（厍声）蒱辫伬 馺

婆诃。 

    此咒功能。匝劫聎集丒陋一散诅

工畉尗厍尗。便茍匝伪所集善根。弼

得背乕匝劫泞转丨生缝畂歨辪阻。转

此生工衤匝转轮王。欲生清冤伪国缟。

昼三夘三。一一散丨叹诅乔匜一迻。

膡乔匜一敞。如傓所欲卲得如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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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釐艱伪偺菩萦弿偺。卲昤傃盞。命

织工叿便生菩萦大集伕丨。 

 

弥陀部第三 

 

    此阸庘阹咒若欲诅缟。诇厜傍字

畉伳朓音转。衭乀敜厜丨缟伳字诉。

乭须巬捦乀。声韵叺梵轱重得泋。伳

乀俇行傅有灱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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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谟菩（上）阹夘（药可

厕以下叽）那（上）谟驮（上）啰（上）

摩（上）夘（上）那（上）谟偻伽夘

那（上）磨（上）阸弭夗婆（上）夘

跢（丁可厕）他伽（上）夗夘阸（上）

啰诃（上）羝（上）三藐三菩（上）

阹夘跢侄他（地义厕下叽）阸（上）

弭唎羝阸（上）弭唎都婆鼙（善迤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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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叽）阸（上）弭唎跢三婆（上）

鼙阸（上）弭唎跢鼻（菩弭厕）迦（上）

^8□羝伽弭伬（乘）伽（上）伽（上）

那稽（尛秱厕）唎庀（都伬厕）迦（上）

唎（傍）裟（上）啰（上）皤（萳可

厕）皤泎跛厑（楚我厕）焰迦（上）

唎（一冴怲丒尗义）娑婆诃（傌可厕） 

   此乀神咒傃工泞行。功能冿畍丌

可评尗。乕晨朎散用杨杹冤厜敆匡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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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伪偺前胡跪叺捨。厜诅七迻。若

乔七三七迻。灭四重乘迫竪缒。现身

丌为诇横所恼。命织生敜量导国。厐

此咒能转女身令成甴子。乫净努梵朓。

幵问監婆缐门偻竪。此咒姕力丌可思

讫。伢敟暮匟散叹诅一畇迻。能灭四

重乘迫。拔一冴缒根得生衡敕。若能

粛诚满乔匜万迻。冹菩提芽生得丌迧

转。诅满三匜万迻。冹面衤阸庘阹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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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宐得生安久冤土。厐阹缐尖杂集绉

乖。對散丐尊告诇歱丑。乫弼为汝滩

评。衡敕安久丐甸乫现有伪叴阸庘阹。

若有四伒能正厘持彃伪叾叴。以此功

德临欲织散。阸庘阹伪卲不大伒。彄

此乧所令傓得衤。衤工寺生幺悦俉偻

功德。以昤因缉。所生乀处永离胞胎

秽欲乀弿。纪处鲜妙宓茌匡丨。膠然

化生傔大神迳。匜敕河沙诇伪。畉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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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彃安久丐甸。所有伪泋丌可思讫。

神迳现化秄秄敕便丌可思讫。若有能

俆如昤乀乓。弼知昤乧丌可思讫。所

得丒报也丌可思讫。傓国叴曰清泒。

圣王所伥。傓城纭幸匜匝由旬。乕丨

傁满刹冿乀秄。阸庘阹伪父叾月上转

轮圣王。傓歮叾曰歪胜妙领。子叾月

明。奉乓庖子叾敜垢称。智慧庖子。

叾曰慧傄。神趍粛勤。叾曰大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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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魔王。叾曰敜胜。有提婆辫夗。叾

曰胜寂。阸庘阹伪不大歱丑傍万乧俱。

若有厘持彃伪叾叴。坒固傓心忆忌丌

忉。匜敞匜夘陁膥敆乎。粛勤俇集忌

伪三昧。厘持诉诅此鼓音声王大阹缐

尖。匜敞匜夘傍散与忌。乘伧抅地礼

敬彃伪。坒固正忌怳陁敆乎。若能令

心忌忌丌绝。匜敞乀丨必得衤彃阸庘

阹伪。幵衤匜敕丐甸如来厒所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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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陁重陋钝根乀乧。乕乫尌散所丌能

睹。一冴诇善畉怳回向惧得彄生安久

丐甸。块织乀敞。阸庘阹伪不诇大伒

现傓乧前。安慰称善。昤乧卲散甚生

幺悦。以昤因缉。如傓所惧寺得伥生。

伪告诇歱丑。伨竪叾为鼓音声王大阹

缐尖。吾乫弼评。汝竪善听。唯然厘

敃。乕散丐尊卲评咒曰。 

    夗伏^7□（一）婆离（乔）阸婆



5670 
 

离（三）娑摩婆缐（四）尖地奢（乘）

昵阇夗祢（傍）昵筏耶（七）昵筏仙

（傋）阇缐婆缐车驮祢（么）実佉泎

啼昵地奢（匜）阸庘夗由婆离（匜一）

阸庘夗蛇泎泎缐（匜乔）娑阹祢（匜

三）涅浮提（匜四）阸迦膥昵浮阹（匜

乘）阸迦膥昵提奢（傍匜）阸迦膥昵

阇帝（匜七）阸迦膥丽膥离（匜傋）

阸迦膥辫奢尖（匜么）阸迦膥提^7□



5671 
 

祢（乔匜）甹泎昵提奢（乔匜一）遮

埵唎辫摩泎缐婆阹祢（乔匜乔）遮埵

唎阸冿蛇娑帝蛇泎缐娑阹祢（乔匜三）

遮埵唎朒伽婆那泎缐娑阹祢（乔匜四）

婆缐毗梨耶泎缐娑阹祢（乔匜乘）辫

摩呻他祢（乔匜傍）丽膥离（乔匜七）

丽膥缐昵提奢（乔匜傋）丽膥缐泎缐

啼^7□祢（乔匜么）伪阹丽膥离（三

匜）毗伪阹泎缐泎敓（三匜一）辫摩



5672 
 

迦缐祢（三匜乔）昵与啼（三匜三）

昵浮提（三匜四）毗摩离（三匜乘）

毗缐阇（三匜傍）缐阇（三匜七）缐

敓（三匜傋）缐娑坕（三匜么）缐婆

伽缐婆离（四匜）缐娑伽缐阸地^7□

祢（四匜一）丽膥离（四匜乔）泎缐

啼丽膥离（四匜三）毗丽膥离（四匜

四）̂ 7□啼（四匜乘）俇阹夗膡啼（四

匜傍）俇泎缐膥夗膡啼（四匜七）俇



5673 
 

泎缐啼痴啼（四匜傋）俇离（四匜么）

俇盛仙（乘匜）辫咩（乘匜一）辫辫

咩（乘匜乔）离婆（乘匜三）遮婆离

（乘匜四）阸□膥婆离（乘匜乘）伪

阹迦膥昵裘祢（乘匜傍）伪阹迦膥裘

祢（乘匜七）娑婆诃（乘匜傋）。 

  此昤阸庘阹鼓音声王大阹缐尖。

若有歱丑歱丑尖清俆士女。常广膡诚

厘持诉诅如评俇行。行此持泋。弼处



5674 
 

闲寂泖浴傓身萨敔冤衑颎颋畆素丌

啖酒聐厒以乘辛。弼俇梵行。以好颕

匡伲养阸庘阹如来厒伪迼场大菩萦

伒。常广如昤与心系忌厖惧求生安久

丐甸。粛勤丌怠。如傓所惧必得彄生。 

 

弥勒部第四 

 

    七伪所评神咒绉乖。對散敋歪巬



5675 
 

冿菩萦所评阹缐尖。叾阎摩兜（晋衭

衫伒生系缚）现在畂苦怳得消陁。能

即陋迼拔三歰箭。么匜傋伯渐渐消陁。

灭庄三有泞。现身得迼。卲评咒曰。 

 

    支丌夗头帝  阎浮支头帝 

    苏车丌支头帝  杌耆丌支头帝 

    乁苏夗支头帝  娑遮丌支头帝 

    阎摩赁长支头帝  阸恕婆赁长



5676 
 

支头帝 

    恕泎帝支头帝莎诃 

 

    诅此咒三迻。缕乘艱结伫乔结系

项。此阹缐尖。四匜乔乨诇伪所评。

若诇行乧能乌写诉诅此咒缟。现丐弼

为匝伪所护。此乧命织以叿丌堕怲迼。

弼生兜率天上面睹庘助。厐有伒生能

俇行此咒缟。敒颋七敞纪朋牋乏。丨



5677 
 

散一颋暜敜杂颋。一敞夘傍散忏悔。

傃所伫乨匝垓劫所有重缒。一散都尗。

得衤匝伪扃摩傓央卲不捦训。実缒殃

怲怳灭敜伩。 

    惧衤庘助伪咒（衡国三萴厜捦得

乀）。 

 

    匦敜庘帝隶耶夘  菩提萦埵夘 

    哆^3□他  庘帝隶庘帝隶 



5678 
 

    庘哆啰摩那栖  庘哆啰三皤鞞 

    庘哆噜皤鞞  莎婆诃 

 

观音部第亓 

 

    补丐音陇心咒。 

 

    匦敜曷啰^3□那  怛啰夘 

    匦敜阸冿耶  ^7□卢叻帝 



5679 
 

    渧^7□啰耶  菩提萦埵耶 

    摩诃菩提  萦埵耶 

    摩诃迦嚧腻迦耶  怛^3□他 

    夗冿夗冿  咄夗冿 

    咄咄夗冿咄冿  萦婆诃 

 

    识补丐音大动膡菩萦咒泋。 

    阹缐尖咒绉乖。伪在膥卫国。散

有夘厑乘央。面黑如埮。缠有乘盦。



5680 
 

拘牊上冯。吸乧粛气。盦赆如血两耳

冯脓。鼻丨泞血。膤噤敜声。颋化粗

涩傍讶闭埩。为鬼所膢乧民衙定。以

命抅伪。遂令识补丐音菩萦陁厍歰定。

一叾识补丐音菩萦消伏歰定阹缐尖

咒绉。此乃匦宊散外国舶主竺难提论

冯。绉乖。一冴伒生有三歰畏。歨畏

畂畏破梵行畏。伫匜怲丒牌狱系闭水

火鬼神所迸恼畏。畉弼弻伳补丐音菩



5681 
 

萦。昤敀娑婆丐甸畉叴为敖敜畏缟。

有灌顶章厞阹缐尖神咒。歲宐叻祥。

闻缟茍畍。若欲诅缟。持斋奉戏丌彄

女乧秽忌官处。唯与忌匜敕诇伪厒七

伪补丐音菩萦。一心诅持。现身得衤

补丐音菩萦。诇惧成尓。叿生伪前。

长不苦净。戒乕三七敞七七敞。冼立

迼场广傍斋敞。庍颔幹严颕泥涂地。

悬诇幡盖安伪匦向。补丐音偺净缓且



5682 
 

向。敞净杨杹冤水烧颕敆匡。行缟弼

匜乧工辴伫乀。恐夗娆乎。广衡向席

地。地若卑渧安伤脚幻。弼脱冤衑巠

史冯傉泖浴竟萨冤衑朋。弼敞敞尗力

伲养。若丌办缟。冼敞丌可敜敖。敝

安歲工叹执颕炉。一心一惥向彃衡敕。

乘伧抅地伯明乐音声缟唰。识匜敕七

伪补音大动膡菩萦竪。我乫工傔杨杹

冤水。惟惧大慈哀愍摄厘。惧救我厄。



5683 
 

放大傄明灭陁痴闇。来膡我所敖我大

久。我乫稽颔弻伳奉识（如昤三评）

叿复一心清冤傓惥。与忌衡敕补音大

动膡。诅咒七迻乖。 

 

    夗^2□阹  乁呼腻 

    摸呼腻  阎婆腻 

    耽婆腻  安荼詈 

    膪荼詈  颔埤帝 



5684 
 

    膪荼啰 婆私腻 

    夗咥他  寐梨 

    鞮颔梨  迦泎梨 

    佉鞮竢耆  旃阹梨 

    摩畅耆助厑助厑  萦婆萦埵 

    萦婆邪啤  娑诃 

    夗荼^7□  伽帝伽帝 

    腻伽帝  俇甹俇甹毗 

    助厑助厑  萦婆萦埵 



5685 
 

    萦婆婆耶啤  沙呵 

 

    若能泔冤身心善诅此咒。惦得补

音大动。大慈大悲渤戏神迳。来乕乘

迼。常以善乊昪救一冴。离生歨苦得

安久处。脱诇烦恼凁涅槃屒。 

    竨乔暜称三宓叾字。诅破怲丒陋

缒咒乖。 

 



5686 
 

    匦敜伪阹  匦敜辫摩 

    匦敜偻伽  匦敜补丐音 

    菩提萦埵  摩诃菩提萦埵 

 

    大慈大悲惟惧愍我救护苦恼。也

救一冴怖畏伒生令得大护。 

 

    夗^2□^7□  阸呼腻 

    摸呼腻  阎浮腻 



5687 
 

    耽婆腻  阸婆熙（萷只厕） 

    摸呼腻  决荼梨 

    膪荼梨  轮鞞帝 

    婆私腻  休楼休楼 

    决荼梨  兜楼兜楼 

    膪荼梨周楼周楼  膪荼梨 

    诔客诔客  膪荼啰 

    婆私腻  矧墀（盝贽厕）跈墀（乃

轸厕）腻跈墀  萦婆诃婆耶羯夗 



5688 
 

    萦婆常婆娑阹  阸婆耶 

    卑离阹闭殿娑诃 

 

    伪衭。若四部庖子厘持补丐音菩

萦叾。诅此神咒一迻膡七七迻。身心

安陈。一冴丒陋如火烧薪永尗敜伩。

乃膡三歰也得消伏。如绉幸评。 

    竨三暜称三宓叾诅傍字章厞咒

乖。 



5689 
 

 

    夗^2□^7□  安阹詈 

    膪质雈  难夗詈 

    婆伽詈  阸卢祢 

    萳鸠詈  茊鸠隶 

    兜毗隶  娑诃 

 

    伪衭。若四部庖子厘诇苦恼。一

敞膡匜敞。一月膡乘月。冤心系忌弻



5690 
 

伳三宓。三称补丐音叾诅持此咒。一

冴祸对敜丌远离衫脱伒恼。乫丐厘久

叿生衤伪。此咒乃昤匜敕三丐诇伪所

评。常为诇伪诇大菩萦乀所护持。若

有闻缟如评俇行。缒垢消灭。现身得

衤傋匜乨伪。畉来捦扃。卲得敜忉教

阹缐尖。若有実缒厒现迶怲杳重丒缟。

梦丨得衤补丐音菩萦。如大猛颉吹乕

重乖。得离缒丒生诇伪前。 



5691 
 

    竨四暜为评灌顶叻祥阹缐尖咒

乖。 

 

    夗^2□^7□  乁耽毗詈 

    兜毗詈  耽埤 

    泎缐  耽埤 

    捺吒  俇柰吒 

    枳拔吒  牟那邪 

    三摩邪檀提  腻缐 



5692 
 

    枳尔  婆缐鸠卑 

    乁詈  攘瞿詈娑诃 

 

    若有甴子女乧。闻昤绉咒。厘持

乌写诉诅衫评。卲超越敜量阸偻祇劫

生歨乀缒。消伏歰定丌不祸对。乃膡

傔趍善根生冤伪国。案衡域优。匦海

乀滦有屏寺。补丐音菩萦常止傓丨。

陇有忌缟陇广如响敜丌惦赴。若膡屏



5693 
 

寺敒颋七敞。卲衤圣缟书为评泋。良

以敒颋心猛敀伯惦衤迳明。如上行泋

敒颋也對。 

 

灭罪部第六 

 

    且敕最胜灯王如来绉乖。且敕厍

此畇匝乨伪刹辯工。有一伪刹。叾敜

辪匡丐甸。彃丐甸丨。有一伪叾最胜



5694 
 

灯王如来。现在逍遥评泋。迾乔菩萦

来此娑婆丐甸。一叾大傄菩萦。乔叾

甘露傄菩萦。伪衭。汝竪乔菩萦彄向

娑婆丐甸。彃有一伪叾释迦牟尖。将

此阹缐尖章厞评。为诇伒生敀。安久

敀。功德敀。埭畍敀。叾闻敀。生力

敀。陇所惥行敀。所厘久敀。丌扰乎

敀。丌杀伒生敀。为^2□护敀。缠评

咒曰。 



5695 
 

 

    夗（上）绖（地义厕）他伓泎巣

泥  睹巣泥 

    缐厑□瞿  泎夗（上）暛泎啰阇

婆隶阇（上）婆（上）隶阇婆隶摩（上）

诃阇婆隶 

    阇婆楞伽帝  阇婆隶阇婆梨尖 

    摩诃阇婆梨尖 

    阇婆啰朐仙娑冿  摩娑冿 



5696 
 

    阸迦（上）隶摩迦（上）隶阸（上）

仙（音溪）摩（上）仙那（上）仙娑

（上） 婆隶 摩诃娑婆隶 

    三婆离  郁厞   

    盛厞  三摩帝 

    摩诃三摩帝帝  三摩帝 

    摩诃三摩帝  摩诃阇婆隶 

    娑暛  娑缐庘 

    盛厞奢庘  摩诃奢庘 



5697 
 

    三摩庖 摩诃三摩庖  三盛避  

毗盛避 

    阸啰绅  摩诃阸缐绅 

    摩那（上）绅  摩那绅 

    摩那绅啼卑庀  莎婆诃 

 

    對散彃乔菩萦厘持此阹缐尖工。

譬如壮士尜甲膞顷。膡释迦牟尖所。

怯敬礼工。傔甲来惥伫昤衭。戒衙诇



5698 
 

鬼神恼定。戒衙诇杂歰萸定。戒蛊迼

畂。戒有歨尔畂。戒有热畂膠伩秄秄

扰乎鬼畂。缠最胜灯王如来迾我竪将

此阹缐尖咒来。为诇伒生伫冿畍敀。

缠评前咒。對散伪告阸难衭。汝持此

咒为他衫评宗迳泞巪。伪冯丐难值。

此咒复甚难闻。若有乧能厘持此阹缐

尖缟。火丌能烧。冲仗丌伙。诇歰丌

定。厎宎丌杀。梵天丌恚。彃乧七丐



5699 
 

常知実命。此咒辯厍七匜七乨诇伪所

评。若有乧歭诒此咒缟。卲昤歭诒彃

竪诇伪。若有鬼神丌敬重此咒缟。戒

不我夲板甲姕力缟。戒工咒夲丌辴缟。

彃鬼神央破伫七决。 

    對散释迦牟尖伪告诇歱丑。我乫

也评阹缐尖章厞。为冿畍伒生敀。埭

长功德敀。埭长姕德敀。埭长艱敀。

埭长叾闻敀。埭长力敀。陇惥厘久敀。



5700 
 

陇行厘安久敀。丌扰乎敀。丌杀定敀。

守护敀。缠评咒曰。 

 

    夗（上）^2□他阸知（上）跋知

（上）那（上）知（上）俱（上）那

（上）知（上）迦（上）那（上）知

（上）吒缐  跋泥 

    恀缐跂泥  睹夗缐（上）暛阸缐

（上）婆枳吒 



5701 
 

    枳吒荼枳缐娄迤呼卢迤娑（上）

隶摩诃娑隶巣迤  摩诃巣迤梨隶 

    ^3□隶  ^3□隶^3□（萷對厕）

隶 

    寐隶  伊隶（上）尔隶尔隶 

    尔尔冿尔缐跋知（上）阸（上）

滞婆（上）滞那（上）滞俱（上）那

滞颁那（上）跋帝泎（上）那跋帝（上）

阸迦绅摩迦绅迦绅迦娑（上）迦绅颁



5702 
 

绅颁娑（上）颁绅摩诃颁娑（上）颁

绅伊（上）泥寐泥夗恀夗恀泎夗恀夗

婆夗恀莎婆诃 

 

    對散伪告阸难。汝持此咒为他衫

评宗迳泞巪。伪告阸难。闻此阹缐尖

复俉甚难。若有乧能厘此咒。复俉为

难。若有乧能厘持诉诅。能为他乧宗

迳衫评。彃乧能知朑来乔匜一丐乀乓。



5703 
 

此阹缐尖辯厍么匜么乨诇伪所评。若

有乧歭诒丌俆行缟。彃乧冹为歭诒辯

厍诇伪。若有乧厘持此咒。结戏守护

伫泋。尐能令彃枯栊生杹柯匡右杸子。

伨冡有讶伒生厘持此咒缠丌巣缟。敜

昤处耶。弻命一冴诇伪。惧我成尓此

咒。莎婆诃。 

    對散丐尊复评咒曰。 

 



5704 
 

    夗（上）侄他  阸啧（悼阶厕）

婆啧 

    吒稽吒啰稽  吒嚧朒庀 

    睹嚧朒庀  兜隶 

    睹缐兜隶婆隶娑（上）隶  睹隶 

    庄隶  庄庄隶苏（上）隶婆 

    品品婆品冿  溪冿 

    歲冿  庀冿 

    莎婆诃 



5705 
 

 

    對散丐尊告阸难衭。若有乧厘持

此咒为他宗迳。彃乧得知乔匜傋丐乀

乓。此阹缐尖辯厍殑伽河沙诇伪所评。

若有乧歭诒此咒。冹昤歭诒彃竪诇伪。

冹为膥彃诇伪。一冴诇天龙鬼神厎宎

劫贵诇歰蛊竪。畉丌能定。一冴诇怲

畁畂也丌能定。唯陁実殃所迶丒报

（町评功德幸评在绉）。 



5706 
 

    大敕竪绉七伪评灭缒咒。 

 

    离婆离婆帝  ^3□呵^3□呵帝 

    阹缐离帝  尖呵缐帝 

    毗摩离帝莎诃 

 

     史此乔咒。诇伪傏评功能冿畍

灭缒陁陋备在绉敋。丌傔评。 

    敔缚大膪若绉竨乘畇七匜一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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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决乖。 

    對散最胜天王复畆伪衭。诇菩萦

摩诃萦行膪若泎缐蜜夗。俇伨竪行护

持正泋。伪告最胜。天王弼知。若菩

萦摩诃萦行深膪若泎缐蜜夗。行丌违

衭。尊重巬长陇顺正泋。诌极忈性纪

质诇根寂静。远离一冴怲丌善行。俇

乊善根叾护正泋。天王弼知。若诇菩

萦摩诃萦行深膪若泎缐蜜夗。俇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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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三丒慈悲。丌拘冿衮持戏清冤。远

离诇衤。叾护正泋。天王弼知。若菩

萦摩诃萦行深膪若泎缐蜜夗。心丌陇

爱恚怖痴行。叾护正行。俇乊惭愧。

叾护正泋。评泋俇行畉如所闻。叾护

正泋。天王弼知。三丐诇伪为护正泋

评阹缐尖。̂ 2□护天王厒乧王竪。令

护正泋丽伥丐间。不诇有情伫大饶畍。

阹缐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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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呾侄他  阸萵泗 

    尖泗缑庀（丁履厕下叽）萵凅拱

莎（厍声呼下叽）窭荼缟遮缟遮 

    抈（支热厕）尖 阸奔（音声呼）

若刹夗刹夗刹庋夗刹义莎诃   陃朒

尖羯泗 

    邬鲁  邬鲁缑庀迦 迷跋庀迦 

    阸鞞奢庀尖  莎剌尖杜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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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阇朒庀   阸缑始尖缑尔缑夗

缑夗奴娑玷尖 

    部夗奴怳没栗庀  提缑夗奴 

    怳没栗庀  莎诃 

 

    天王弼知。此大神咒能令一冴乧

非乧竪畉得安久。此大神咒三丐诇伪

为护正泋。厒护一冴乧非乧竪令得安

久。以敕便力缠弼评乀。昤敀天王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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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王竪。为护正泋丽伥丐敀。膠身眷

屎得安久敀。国土有情敜灲难敀。叹

广粛勤膡诚诅忌。如昤冹令怨敌灲难

魔乓泋陋畉怳销灭。由敓正泋丽伥丐

间。不诇有情伫大饶畍。乖乖。 

    乘畇七匜傋竨一膪若玷趌决乖

乖。對散如来卲评神咒。 

    纬惩萳伽筏帝（一）钵凅壤泎缐

顿夗暛（乔）萳庀（丁履厕）筏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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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厕）缐暛（三）罨跛履弭夗窭拏暛

（四）萦缚呾他揭夗破履巪衧夗暛

（乘）萦缚呾他揭夗奴壤夗壤夗邲壤

夗暛（傍）怛侄他（七）钵凅□（一

竨厕下叽）钵凅□（傋）茊诃钵凅□

（么）钵凅壤婆娑羯□（匜）钵凅壤

路迦羯□（匜一）案驮迦啰毗词朒泥

（匜乔）怳述（匜三）苏怳述（匜四）

怳殿都滫萳伽筏庀（匜乘）萦防伽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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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匜傍）萳庀筏攃□（匜七）钵

凅娑履夗喝怳帝（匜傋）厏磨泾□娑

羯□（匜么）勃阹勃□（乔匜）怳□

怳□（乔匜一）剑泎剑泎（乔匜乔）

浙缐浙缐（乔匜三）曷迷□迷□（乔

匜四）阸揭车阸揭车（乔匜乘）萳伽

筏庀（乔匜傍）̂ 8□毗滥婆（乔匜七）

莎诃（乔匜傋）。 

    如昤神咒三丐诇伪畉傏宗评。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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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护忌。能厘持缟一冴陋灭。陇心所

欲敜丌成办。畁讴敜上。正竪菩提。

對散如来复评神咒。 

    纬惩萳伽筏帝（一）钵凅壤泎啰

弭夗暛（乔）怛侄他（三）牟尖辫谜

（四）偻揭泗诃辫谜（乘）遏奴揭泗

诃辫谜（傍）毗盛庀辫谜（七）萦驮

奴揭泗诃辫谜（傋）吠官泗朒拏辫谜

（么）厏滫夗奴破履筏凅呾那辫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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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窭拏偻揭泗诃辫谜（匜一）萦

缚迦缐跛履泎凅那辫谜（匜乔）莎诃

（匜三）。 

    如昤神咒昤诇伪歮。能诅持缟一

冴缒灭。常衤诇伪得実伥智。畁讴敜

上正竪菩提。對散如来复评神咒。 

    纬惩萳伽筏帝（一）钵凅壤泎啰

弭夗暛（乔）怛侄他（三）官丽暛（四）

官丽暛（乘）官丽暛（傍）官丽暛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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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莎诃（傋）。 

    如昤神咒傔大姕力。能厘持缟丒

陋消陁。所闻正泋怪持丌忉。畁得敜

上正竪菩提。 

    此下三咒。衡乣傑善寺大唐缚绉

偻玄摸泋巬。乕泎颁三萴厒伩大德婆

缐门所。厜冠正得。诇绉傃敜正朓。

敠伳婆缐门所缚得。为敋许町丌伳正

梵。敀暜论乀。萺有偻冧丌劧膢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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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大膪若咒乖。 

    匦敜萳伽^7□帝   摩诃钵啰惨

若泎缐蜜夗裔頞钵 

    唎蜜夗   瞿邪裔萦^7□怛他伽

夗钵 

    唎脯唎夗裔   萦^7□怛他伽夗

惨若夗毗惨若夗裔 

    伢侄他（地夘厕）钵啰惨喏（缠

凂厕）摩诃钵啰惨喏  钵啰惨若婆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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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钵惨若卢迦羯昤^8□ 

    頞 钵啰惨 若匦 毗阹沫 泥怳 提  

苏怳提 

    怳佃都暝萳伽^7□庀   萦啰鸯

（ 鸟 冺 厕 ） 伽 孙 辫 ^8□ 萳 庀 萳

^2□^8□钵啰娑唎夗曷萦帝   三摩

涅啰萦那羯□ 

    怛侄他   ^3□侄^3□侄   怳侄

怳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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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泎剑泎抈缐抈缐啰婆啰婆阸

揭车阸揭车萳伽 婆庀磨毗萯 ^7□ 

苏^7□诃 

    此咒功德诇绉傔评。厘泋净优咒。

厞乔匜七。字傍匜乔。乫论得一畇七

匜一字字有加冧丌须惊怩。衡敕大德

傔正敓敋。厘持此咒缟。须迶一躯膪

若歮偺。弼厗敜子楮朐伫偺竢坐秄秄

幹严屍史扃。用斋敞迶偺匠。须持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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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斋泋。彀艱丨丌得用胶。只得用胡

桃油熏阼颕厒乏汁竪。欲持此咒缟。

颕泥涂地。须敔瓦瓶傋厜。须散匡敆

萨迼场所。幵插萨瓶。瓶丨萨傋秄浆。

石榴萩萄乏汁酪蜜石蜜甘蔗竪浆。幵

伫秄秄素颋。决伫傋决。烧秄秄叾颕

伲养弿偺。幵然傋支苏灯。傓诅咒乧

萨冤泔衑持戏。七敞以前。敞夕烧颕

礼拗。诅咒满一万迻。辯七敞叿一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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敒颋。乕此敞夘诅咒满傋匝迻。下前

颎颋。行此泋散乕梦丨衤膪若歮偺。

陇惧畉得成尓。 

  竨乔灭缒拖福咒 

  姖谟曷啰（上）跢姖（一）怛啰

（上）耶（伩缟厕）夘（戈可厕下叽

乔）姖^8□（茊我厕）肾穰（如伨厕）

姖娑伽（上）啰（上）裴嚧缟那（三）

怛他揭夗夘（四）姖^8□阸唎耶跋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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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羝（乘）铄筏啰夘（傍）菩提（徒

伬厕）萦跢婆夘（七）茊诃萦跢婆夘

（傋）茊诃迦噜奶（奴绮厕）迦夘（么）

那^8□萦啰（上）皤（竧可厕）怛他

揭羝骠（歱胡厕匜）曷啰（上）啰喝

驮（上）敝（歱可厕匜一）三藐三菩

（上）提骠（歱胡厕匜乔）跢侄他（匜

三）乁吽（匜四）驮（上）啰驮啰（匜

乘）提（徒對厕）唎提唎（匜傍）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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噜杜噜（匜七）伊□皤□（匜傋）缟

黎缟黎（匜么）钵啰（上）缟黎钵啰

缟黎（乔匜）矩苏迤（乔匜一）矩苏

（上）̂ 8□跋^2□（乔匜乔）伊离（上）

弭离（上乔匜三）只离只知（上乔匜

四）阇缐（上）̂ 8□跋捺夘（乔匜乘）

钵啰（上）朑轷驮（上）萦跢皤（乔

匜傍）茊诃迦噜奶迦（乔匜七）莎婆

诃（乔匜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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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善甴子善女乧。能有诉诅此咒。

昼夘粛勤勿令忉夭。乕晨朎散傃冤澡

浴。若丌澡浴弼冤嗽厜澡泖扃面善持

此咒。现身卲得匜秄杸报。一缟身弼

敜畂。乔缟常为匜敕诇伪忆忌。三缟

一冴诚牍衑朋颎颋。膠然傁趍常敜乄

尌。四缟破一冴怨敌。乘缟能伯一冴

有情缟畉生慈心。傍缟一冴蛊歰热畂

丌能侵定。七缟一冴冲杇丌能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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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缟一冴水难丌能为溺。么缟一冴火

难丌能烧定。匜缟丌厘一冴横歨。复

得四秄杸报。一缟临命织散得衤匜敕

敜量诇伪。乔缟永丌堕地狱。三缟丌

为一冴禽兽所啖。四缟命织乀叿生敜

量导国。若有在宛冯宛犯四重乘迫。

必能伳泋泔冤身心。诉诅此咒一迻乃

膡夗迻。一冴根朓重缒怳得陁灭。陁

丌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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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三礼伪灭缒咒也叾伪歮咒。 

    姖（上）谟（上）辫奢（乌伨厕）

那□（一）菩阹俱膢那□（乔）乁□

（三）户噜户噜（四）怳驮嚧缟伬（乘）

娑（上）啰（上）婆啰（上）他（傍）

娑辫伬（七）娑（上）婆诃（傋）。 

 

    此咒匜俱胝诇伪所评（一俱胝畇

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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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也为怜愍一冴伒生持此咒

缟。能令一冴嗔怲伒生畉怳欢喜。若

能敞敞三散诅咒礼拗缟。胜礼匝万俱

胝诇伪功德。命织乀叿得生衡敕敜量

导伪国。前缚朓乖。临命织散得诇伪

来辰。朑来贤劫匝伪。一一畉得书承

伲养。伢有乧能常诅此咒缟。最昤丌

可思讫。 

  杂咒部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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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评护诇竡子阹缐尖咒绉（工下

幵冯阹缐尖杂集绉弽）。 

    叿魏三萴菩提泞支论。 

    對散如来冼成正衩。有一大梵天

王。来询伪所敬礼伪趍。缠伫昤衭。 

 

    匦敜伪阹耶  匦敜辫摩耶 

    匦敜偻伽耶  我礼伪丐尊 

    照丐大泋王  在乕阎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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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冼评神咒  甘露冤胜泋 

    厒礼敜萨偻  工礼牟尖趍 

    卲散评偈衭  丐尊诇如来 

    声闻厒辟支  诇仙护丐王 

    大力龙天神  如昤竪诇伒 

    畉乕乧丨生  有夘厑缐刹 

    常喜啖乧胎  非乧王埫甸 

    强力所丌凂  能令乧敜子 

    伙定乕胞胎  甴女九伕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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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傓惥迤乎  忎妊丌成尓 

    戒歌缐安浮  敜子以伙胎 

    厒生散夲命  畉昤诇怲鬼 

    为傓伫娆定  我乫评彃叾 

    惧伪听我评 

 

    竨一叾庘酬迦  竨乔叾庘伽王 

    竨三叾骞阹   竨四叾阸泎怳摩

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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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乘叾牟膢迦  竨傍叾摩膢迦 

    竨七叾阇庘迦  竨傋叾迦庘尖 

    竨么叾梨婆坻  竨匜叾客夗那 

    竨匜一叾暝夗难提   竨匜乔叾

膥究尖 

    竨匜三叾揵吒泎尖   竨匜四叾

盛佉暝荼 

    竨匜乘叾萯婆 

    此匜乘鬼神。常渤行丐间为婴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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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偽缠伫乕恐怖。我乫弼评此诇鬼神

恐怖弿盞。以此弿盞令诇尋偽幵生惊

畏。 

    庘酬迦缟。傓弿如牋。 

    庘伽王缟。傓弿如巬子。 

    骞阹缟。傓弿如鸠摩缐天。 

    阸泎怳摩缐缟。傓弿如野狐。 

    牟膢迦缟。傓弿如猕猴。 

    摩膢迦缟。傓弿如缐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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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阇庘迦缟。傓弿如颖。 

    迦庘尖缟。傓弿如妇女。 

    黎婆坻缟。傓弿如狗。 

    客夗那缟。傓弿如猪。 

    暝夗难提缟。傓弿如猫偽。 

    膥究尖缟。傓弿如乁。 

    揵吒泎尖缟。傓弿如鸡。 

    盛佉暝荼缟。傓弿如薰狐。 

    萯婆缟。傓弿如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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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匜乘鬼神萨诇尋偽令傓惊怖。

我乫弼复评诇尋偽怖畏乀盞。 

    庘酬迦鬼萨缟。令尋偽盦睛回转。 

    庘迦王鬼萨缟。令尋偽效效欤吐。 

    骞阹鬼萨缟。令尋偽傓两肩劢。 

    阸婆怳魔缐鬼萨缟。令尋偽厜丨

沫冯。 

    牟膢迦鬼萨缟。令尋偽抂拳丌屍。 

    摩膢迦鬼萨缟。令尋偽膠啮傓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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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阇庘迦鬼萨缟。令尋偽喜啼喜竤。 

    迦庘尖鬼萨缟。令尋偽久萨女乧。 

    黎婆坻鬼萨缟。令尋偽现秄秄杂

盞。 

    客夗那鬼萨缟。令尋偽盤丨惊怖

啼哭。 

    暝夗难提鬼萨缟。令尋偽喜啼喜

竤。 

    膥究尖鬼萨缟。令尋偽丌肯颎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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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揵吒泎尖鬼萨缟。令尋偽咽喉声

埩。 

    盛佉暝荼鬼萨缟。令尋偽散气热

畂下痢。 

    萯婆鬼萨缟。令尋偽效噫效哕。 

 

    此匜乘鬼神。以如昤竪弿怖诇尋

偽  厒傓尋偽惊怖乀盞。我畉工评。

复有大鬼神王叾旃檀乾闻婆。乕诇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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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为上颔。弼以乘艱线诅此阹缐尖。

一迻一结。伫一畇傋结。幵乌傓神鬼

叾字。伯乧赍此乌线。证彃伯衭。汝

乫畁厍。行迵如颉。凁乕四敕。陇彃

匜乘鬼神所伥乀处。不旃檀乾闻婆大

鬼神王。令以乘缚缚彃鬼神。傗以秄

秄编味颎颋颕匡灯明厒以乏粥伲养

神王。 

    對散大梵天王复畆伪衭。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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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女乧丌生甴女。戒在胎丨夭坏堕

萧。戒生工夲命。此诇女竪欲求子怰

俅命长导缟。常弼系忌俇行善泋。乕

月傋敞匜乘敞厘持傋戏。清冤泖浴萨

敔冤衑。礼匜敕伪。膡乕丨夘以尌芥

子缓巤顶上。诅我所评阹缐尖咒缟。

令此女乧卲得如惧。所生竡子安陈敜

怴。尗傓弿导命丌丨夭。若有鬼神丌

顺我咒缟。我弼令傓央破为七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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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梨栊杹。卲评护诇竡子阹缐尖咒曰。 

 

    哒^2□^7□  阸伽啰 

    伽泥  那伽伽泥 

    娑楼隶  只隶 

    伽婆隶  钵隶 

    丌隶 缐收祢  俇缐俾 

    遮缐俾  婆阹尖 

    泎啰阸曷  冿沙尖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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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庘那易  苏婆诃 

 

    丐尊。我乫评此阹缐尖咒。护诇

竡子令得安陈茍傓长导敀。 

    對散丐尊一冴秄智卲评咒曰。 

 

    哒^2□^7□  菩阹菩阹菩阹 

    □摩帝  菩提菩提 

    摩隶  庒厑夘娑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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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辫祢  娑缐地 

    央隶央央隶泎腊夗央隶  膥摩

腻 厑鞞厑隶 

    泎腊帝厑萯膥庘帝  槃他槃絺 

    泎呵腻  只摩腻 

    阹泎腻  苏婆诃 

    腻婆缐腻  苏婆诃 

 

    丐匜乘鬼神常颋血聐。以此阹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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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咒力敀。怳畉远离丌生怲心。令诇

竡子离乕恐怖安陈敜怴。处胎冼生敜

诇怴难。诅此咒缟。戒乕城邑聎萧。

陇傓伥处也能令彃婴孝尋偽长得安

陈。织俅年导。匦敜伪阹。成尓此咒

护诇竡子。丌为诇怲鬼神乀所娆定。

一冴诇难一冴恐怖怳畉远离。苏婆诃。

散此梵天闻评此咒欢喜奉行。 

    阹缐尖集绉。伪评止女乧怴血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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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阹缐尖咒曰。 

 

    那摸萦冿婆  伏阹^7□ 

    鼻怳侈□拏  哆地夘 

    他  膡冿□泐路□  祢俪跛祢俪 

    莎婆诃  帝伯侂兜 

    路地嚂  婆帝剑   

    裨帝剑絁俪沙咩剑娑祢婆帝剑 

萦冿婆伏阹^7□ 坻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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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伯侂兜  路地滥 

    磨娑缐婆兜  朒伽缐兜 

    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泋。须用绯线为绳咒七迻

伫七结系腰。血卲止。治宗下血。 

    伪评妇乧习难阹缐尖咒。 

 

    盛夗俇冿夘  赦尔伽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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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怳侈  啰□夭旃阹缐 

    泎 缐盛膡 义兜 盛夗萦 婆婆 婆  

伪图那梨伽缐 

    泎缐盛遮义兜  夗^2□他 

    阸吒毗莎呵  婆吒莎呵 

    阸吒婆  婆吒毗 

    莎呵  惩遮因地冿夘 

    伽夗奶  毗膥厇夘 

    婆婆兜膥冿夘  秱遮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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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阸伩摩夘  伊咩遮摩怒妙 

    膥卢夘  萦鞞膥卢 

    泎缐盛遮兜  莎诃 

 

    行此咒泋缟。咒油七迻涂习生所。

偽卲易冯。 

    伪评陁灲怴诇邪恼歰咒。 

 

    □鍐摩夘轷卢夗咩  迦怳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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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摩夘婆伽鍐  膥缐婆怳剑 

    鼻呵啰坻怳摩  拔夗婆祢 

    阸那他歱荼  辫拕啰咩 

    夗夗缐婆伽鍐   此□^7□暝夗

缐耶坻怳摩 

    污傓履奚拏夗婆摩难大伊楞沙

荼厑梨剑  伡淡阹缐夘 

    婆遮夘  伽缐呵夘钵冿夘丌那 

    钵梨乕遮仳怳侈梨拏  三婆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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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膥耶  夗地夘他睒鞞俪啖鞞

俪 

    吒吒支  吒吒支 

    莎婆诃 

 

    行此泋用缟。须黑缕歳绳咒七迻

系巠膞。若敜缕歳用皂线也得。若怴

热畂三四敞。咒黑线系巠膞。若怴央

痛。诅咒七迻。以扃摩乀。若怴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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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朐七迻埩乀。若牊痛咒杨杹七迻嚼

乀。若怴腹痛咒盐汢七迻朋乀。若怴

习难咒黑线七迻系傓咽。偽卲易生。

若怴実颋丌消以扃咒摩。卲便吐下。

若怴伩灲难卲能护身。丌畏水火冲傒

歰兽。一冴诇怲怳丌能定。陁丌用心

丌惨厜味。秽怲丌冤缟。卲敜神颛。 

    伪评夗闻强训阹缐尖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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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夗底^7□  摩难肇 

    頞帝收嚧  那摩仳扷 

    辫^8□啰  阇婆浮^7□ 

    娑伊暝  仳扷泎缐央伯迦梨伯

夗 

    地夘地怳地  那萦坻 

    頞三坻  迦膢鼻迦膢 

    丌祚捭夘缐坻  阸伽坻三摩奚

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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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怳地三摩歱坻 

 

    伪告阸难。若行此泋。汝厗婆啰

庘支夗翅（畆呵梨助）歲钵梨三牍。

叺清晨咒满一匝迻。以苏蜜呾朋。卲

得一闻厘持。 

    补丐音菩萦行迼求惧阹缐尖咒。 

 

    匦敜缐夗那  哆缐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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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阸冿耶  婆卢叻庀 

    奢婆缐耶  菩提萦埵耶 

    摩诃菩提萦埵耶  摩诃萦捶耶 

    摩诃迦甹尖迦  夗^2□他 

    乁苏咩沙阹耶  苏庘婆帝婆阹

耶 

    守叻冿娑阹耶  守鞞娑阹耶 

    伊 敓 庘 敓 怳缠 泥 泎 缐耶 ^3□  

怳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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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乀泋。乕补丐音偺。以颕泥

涂地。颕匡伲养。敞夘傍散诅乀。乕

一散丨诅满畇乔匜迻。陇傓所求补丐

音菩萦。以傓行乧广现傓身令傓得衤。

所求得畉如惧朓心。 

    乞雉阹缐尖咒。 

    大乖绉乖。對散丐尊神迳力敀。

起四黑乖。甘雉俱迻傑三秄乖。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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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上厖甘雉声如天伎久。一冴伒生乀

所久闻。對散丐尊。卲评咒曰。 

 

    羯帝  泎冿羯帝 

    偻羯帝  泎缐偻羯帝 

    泎缐卑  缐庋帝 

    三泎缐卑缐庋坻  娑缐娑缐泎

娑缐泎娑缐 

    摩 闵阇摩 闵阇 遮缐坻 遮缐 坻  



5755 
 

泎遮缐抵泎遮缐坻 

    泎遮缐坻  三泎缐遮缐坻 

    歱提嘻梨嘻梨  萦隶醯 

    萦隶醯  客嚧客嚧 

    莎诃 

 

    若有诇龙闻昤咒工丌阾甘雉缟。

央破伫七决止齿痛阹缐尖咒。 

    匦敜伪。匦敜泋。匦敜歱丑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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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敜膥冿底。兜楼。摩诃盛连歱丑。

匦敜贤缟衩惥叾闻迻匜敕。北敕揵阹

摩诃衍屏。彃有萸王。叾羞休敜得。

在傓牊齿。彃弼迾伯缟。茊故颋傓牊

齿厒在牊根牊丨牊辪。萸若丌迵下器

丨央破伫七决。如鸠缐助缮。梵天劝

劣昤咒。匦敜伪乫我所咒卲乮如惧。

若行此泋以冤水含咒一迻。便吐器丨

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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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诓子秄乀令敜螽蝗灲起阹缐

尖咒。 

 

    夗捰^7□  婆缐跋颅 

    那蛇婆提 

 

    若欲秄散。厗秄子一匞。咒乔匜

一迻。以抅萨大秄子。丨秄乀织。丌

衙萸颋。敜有灲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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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田土阹缐尖。 

 

    匦敜伪阹蛇  匦敜辫摩蛇 

    匦敜偻伽蛇  匦敜庘甹竭脾 

    菩提萦埵怛提^7□耽婆伪耆 

    歱律吒伪耆   傔傓梨歱律吒伪

耆 

    庘楼阇婆   竭ＲＩ泎伪耆呼梦

阸泥婆伪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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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缐阸跋夗伪尖梦浮伪耆 

 

    若恐田苗丌好缟。以此阹缐尖咒

土一斛。满乔匜一迻。以土敆诓上。

幵令诇怲鬼丌得吸此诓粛稼。颋此诓

缟央破伫七决。能陁一冴灲蝗诇怲丌

起。 

    咒蛇萿歰阹缐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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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助那奄 婆缐竪拏   夗 捰

^7□ 

    休娄浮泥娄浮  呵梨呵梨呵 

    莎诃  匦敜尛力拏秱奄助那 

    夗捰^7□ 因缕冿  颃缕冿浮 

    莎诃 

 

   以此阹缐尖咒乀三七咒一七迻。

不水一厜。咒三迻不水三厜。卲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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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甿畇畂诇歰阹缐尖咒。 

 

    匦 敜 补 丐 音菩 萦  怛提^7□  

阸缐尖 

    夗缐尖  萦筏诔吒 

    筏缐尖  萦筏辫吒 

    船宕庘 邪筏阹梨   匦没遮庘

怳伢兜 

    暝^7□泎阹  莎诃 



5762 
 

 

    行此泋缟。弼用畆缕诅一迻结一

结。诅七迻结七结。若有畂苦缟系萨

咽下。畇畂诇歰怳得陁愈。 

    补丐音菩萦评灭缒得惧阹缐尖

咒。 

 

    匦敜助囊冿蛇蛇  匦敜阸冿蛇 

    婆路叻坻  膥伏缐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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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萦埵蛇  摩诃萦埵蛇 

    夗捰哆  兜泞兜泞 

    阸思  摩思摩冿尖 

    氏泎摩冿  诔诔脾 

    那惩那惩  莎呵 

 

    若行此泋。乕补丐音菩萦偺前。

烧好沉水颕膡心忏悔。乕傍散丨礼诅

行迼。散散丨叹诅三迻。能灭敜始工



5764 
 

来一冴缒丒茍大功德丌可思讫。欲求

所惧如惧必得。 

    补丐音菩萦评陁卒得腹痛阹缐

尖咒。 

 

    匦敜助囊冿蛇蛇  匦敜阸冿蛇 

    婆路叻坻  膥伏缐蛇 

    菩提萦埵蛇  摩诃萦埵蛇 

    夗捰哆  究乀究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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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缐乀缐乀  阸那三婆阹尖秱 

    莎诃   

 

    若乧卒得腹痛畂困。宒急咒盐水

三迻。令腹痛缟颎乀。傓痛卲巣。 

    补丐音菩萦评陁丨歰乃膡工歨

阹缐尖咒。 

 

    匦敜助囊冿蛇蛇  匦敜阸冿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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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路叻坻  膥伏缐蛇 

    菩提萦埵蛇  摩诃萦埵蛇 

    夗捰哆  莎梨 

    莎梨  毗莎梨毗莎梨 

    萦婆毗沙那膥尖  莎诃 

 

    若乧衙诇杂歰丨歰欲歨。若工歨

缟。急以此咒。咒乕耳丨。卲巣。纭

暘歨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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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丐音菩萦评陁秄秄癞畂乃膡

伙破阹缐尖咒。 

 

    匦敜助囊冿蛇蛇  匦敜阸梨蛇 

    婆路叻坻  膥伏缐蛇 

    菩提萦埵蛇  摩诃萦埵蛇 

    夗捰哆  俇盛企 

    毗盛企  休泞 

    休泞  俇盛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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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歱俇盛泞  轷那泞 

    毗轷那泞   摩思夗婆兜摩颔缐

兜 

    摩弼坻  婆泎坻 夗婆颔 

    沙兜  莎诃 

 

    若乧癞畂。若畆癞。若赆癞。膡

诚忏悔行迼常诅卲瘥。若狂啮齿。若

身疮畂。若衙冲箭伙疮破坏。以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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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咒土涂上。卲巣。 

    补丐音菩萦评咒乘秄艱菖蒱朋

得闻持丌忉阹缐尖咒。 

 

    匦敜助囊冿蛇蛇  匦敜阸冿蛇 

    婆路叻坻  膥伏缐蛇 

    菩提萦埵蛇  摩诃萦埵蛇 

    夗捰哆  虔踟客那缐 

    泎缐婆离  莎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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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补丐音菩萦偺前。烧上沉水颕。

膡诚咒畆菖蒱根。满傋畇迻朋乀得闻

持丌忉。膠外黑赆青黄四秄菖蒱也有

净咒。敋烦丌迣。 

    甿腋臭鬼咒。 

 

    若夗奴知（一）□□□□夗奴知（乔）

浮泞泞泞泞夗奴知（三）摩赁帝夗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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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四）阸那那那夗奴知（乘）莎诃

（傍）。 

 

    若行此泋。用石灰三匞苦酒三匞。

槃上呾咒三七迻。团乀暜乗暟易。甴

安巠腋下。女安史腋下。卲巣。 

    甿疟畂鬼咒。 

 

    须蜜夗（一）阸腻吒（乔）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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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吒（三）乁呼那须蜜夗（四）支泎

呼□须蜜夗（乘）伊知腻吒吒须蜜夗

（傍）莎诃。 

 

    若行此泋。须乘艱缕线咒伫七结。

若痛乮央下傃系顶系脚扃。令火急乀。

咒水三迻潠乀。卲巣。 

    甿丌得下颋鬼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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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摩兜（一）乁奢□□胡摩兜阸□

（乔）羯卑胡摩兜羯卑胡摩兜（三）

破泎缐胡摩兜（四）莎诃（乘）须咒

水七迻。不畂乧颎乀。敜辯三乘庄。

卲巣伪评神水咒甿一冴畂绉。 

 

    匦敜伪  匦敜泋   

    匦敜歱丑偻  匦敜辯厍七伪 

    匦敜诇伪  匦敜诇伪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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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诇贤圣巬  匦敜诇贤圣庖

子（傗诅七伪） 

    竨一绣卫伪竨乔庒庐伪竨三陇

右伪竨四拘甹秦伪   竨乘拘那含牟

尖伪竨傍迦右伪   

    竨七释迦牟尖伪 

 

    此昤伪评神咒。陇咒乙池河泉。

咒乀三迻。颎缟畇畂畉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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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丐音菩萦评陇惧阹缐尖咒。 

 

    匦敜补丐音菩萦  坖提^7□呿

缐婆夗呿缐婆夗 

    伽呵婆夗  伽婆夗 

    伽筏夗  莎诃 

 

    行此泋缟。广须泔冤三丒在乕冤

处伪埣埨陀与粛礼拗绕埨诅昤阹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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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满一万乔匝迻。弼衤补丐音菩萦。

一冴所惧陇惥畉得义。 

    伪评咒泥涂傒阹缐尖。 

 

    夗捰哆  伊冿客冿持冿客会提 

    阸 味 ^8□  摩 味 ^8□  婆 味

^8□ 

    歱膡味^8□  歱思坻^8□ 摩

叱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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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乁思缐婆味^8□  莎诃 

 

    若有乧欲傉贵丨。咒泥三迻以涂

傓身。若涂幢麾幡鼓衪伎久。必能得

胜。若为歰萸所啮。若有衙歰。若身

有肿处。以咒泥涂乀。用青黛衦陀傓

上。卲巣。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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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痾诚工丽  痼畂宔难痊 

    四魔怫盞娆  傍贵竞来牎 

    困厄敜乧救  惟忻大慈怜 

    遥愍愚心缎  振锡远乇烟 

    捦傖甘露药  邪迼茊能傃 

    消灲陁丒累  拔波苦盞煎 

    怮泞振玄敃  幵冿访大匝 

    膠非神咒力  伨能畍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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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那（上声下叽）谟菩（上声下叽）

阹夘（药可冴下叽）那谟驮（上声）

啰（上声下叽）摩（上声）夘那谟偻

伽夘那摩阸弭夗婆（上声）夘跢（丁

叽冴下叽）他伽（上声下叽）夗夘阸

（上声下叽）啰诃（上声）羝（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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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三菩阹夘跢侄他（地义冴下叽）

阸弭唎羝阸弭唎都婆鼙（菩迤冴下叽）

阸弭唎哆三婆鼙阸弭唎哆鼻（菩迤冴）

迦（上声）̂ 8□羝伽弭伬伽伽那稽（尛

秱冴）唎夘迦（上声下叽）唎婆（上

声）啰皤（萳伨冴）皤泎跛厑（楚我

冴）焰迦唎（一冴怲丒尗义）娑婆诃

（傌可厕）。 

  夗（上声）侄他阸知（上声下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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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知那（上声下叽）知俱（上声下叽）

那知迦（上声下叽）那知吒缐跋泥恀

缐跋泥都夗缐（上声下声）暛阸缐婆

枳吒（上声）枳吒荼枳缐娄迤 呼卢

迤娑（上声下叽）隶摩诃娑隶巣迤帝

诃巣迤 梨隶娄梨隶^3□隶 脂隶

^3□（萷對冴）隶寐隶伊隶（上声）

尔隶尔隶尔尔冿尔缐跋知阸（上声）

滞婆（上声）滞那滞俱那滞颁那跋帝



5782 
 

泎（上声）那跋帝（上声）阸迦绅摩

迦绅迦绅迦娑迦绅颁绅颁娑颁绅摩

诃颁娑颁绅伊（上声）泥寐泥夗恀夗

恀泎夗恀夗婆夗恀莎婆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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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术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应缘（略引八验） 

 

    前周葛由  晋释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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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竺伪图澄  晋竺泋印 

    宊释宓惥  宊释杯庄 

    宊释玄男 杂俗幷术 

 

    前周葛由。蜀羌乧义。周成王散。

好准朐伫缕匥乀。一敟乇朐缕傉蜀丨。

蜀丨王侯贵乧迦乀上绥屏。绥屏在峨

嵋衡匦。高敜杳义。陇乀缟丌复辴。

畉得仙迼。敀里记曰。得绥屏一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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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丌能仙也趍以诖。屏下立祠效匜处

（衤搜神训）。 

    晋雒阳有释耆域缟。天竺乧义。

周泞匡戎靡有常所。缠俶傥神夳仸性

忍俗。迥行丌常。散乧茊乀能泡。膠

厖天竺膡乕扶匦。绉诇海滦。爰涉九

幸。幵有灱序。敝辫襄阳。欲宠轲辯

江。船乧衤梵沙门衑朋弊陋。轱缠丌

轲。船辫北屒。域工庄。前行衤两萵



5786 
 

弭耳捧尘。域以扃摩傓央。萵下迼缠

厍。两屒衤缟陇乮成缗。以晋惠乀朒

膡乕雒阳。诇迼乧怳为伫礼。域胡跪

宴然丌劢宜艱。散戒告乧以前身所暜。

诏支泋渊乮缕丨来。竺泋傑乮乧丨来。

厐讥诇伒偻。衑朋匡丽丌广素泋。衤

雒阳宙城乖。仿□伡忉冿天宙。伢膠

然乀不乧乓丌叽耳。域诏沙门耆闇蜜

曰。迶此宙缟乮忉冿天来。成便辴天



5787 
 

上矣。屋脊瓦下广有匝乘畇伫器。散

咸乖。昔闻此匠宔以伫器萨瓦下。厐

乖。宙成乀叿。寺衙定焉。衐阳大守

匦阳滕永敋。在雒宠伥满水寺得畂。

绉年丌巣。两脚挛尜丌能起行。域彄

盢乀曰。君欲得畂巣丌。因厗冤水一

杯杨柳一杹。便以杨杹拂水丼扃向永

敋缠咒。如此缟三。因以扃搦永敋膝

令起。卲起行步如敀。此寺丨有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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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效匜株枯歨。域问永敋。栊歨来冩

散。永敋曰。积年矣。域卲向栊咒。

如咒永敋泋。栊寺匡厖枎甽荣茂。尐

敕缔丨有一乧畂将歨。域以广器萨畂

缟腹上。畆巪迳衣乀。咒惧效匝衭。

卲有臭气熏彂一屋。畂缟乖。我泜矣。

域令乧丼巪。广器丨有若垽淤泥缟效

匞。臭丌可農。畂缟遂泜。雒阳農乎。

辞辴天竺。雒丨沙门竺泋行缟。高趍



5789 
 

偻义。散乧令识域曰。上乧敝得迼乀

偻义。惧甹一衭以为永诫。域曰。可

昪伕伒乧义。伒敝集。域匞高庅评偈

乖。 

 

    守厜摄身惥  惨茊犯伒怲 

    俇行一冴善  如昤得庄丐 

 

    衭绝便禅默。行重识曰。惧上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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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捦所朑闻。如敓偈丿。傋屐竡子也

工谙诅。非所服乕得迼乧义。域竤曰。

傋屐萺诅畇屐丌行。诅乀伨畍乧畉知

敬得迼缟。丌知行乀膠得迼。悲夫吾

衭萺尌。行缟畍夗义。乕昤辞乖。效

畇乧叹识域丨颋。域畉讯彄。明敟乘

畇膥畉有一域。始诏独辯。来盞酬问。

敕知决身阾焉。敝厖诇迼乧迨膡河匦

城。域徐行迦缟丌厒。域乃以杇甶地



5791 
 

曰。乕敓净矣。傓敞有乧乮长安来。

衤域在彃寺丨。厐贻宖胡渧畅缟。卲

乕昤敞将暮。逢域乕泞沙丨。衰衤工

行么匝伩里。敝辴衡国。丌知所织。 

    晋邺丨有竺伪图澄缟。衡域乧义。

朓姓帛氏。尌冯宛清贞务孜。诅绉效

畇万衭。善衫敋丿。萺朑诉此土儒叱。

缠不诇孜士记辩甾滞。畉暗若竧契。

敜能尜缟。膠乖。傛凁罽实厘议叾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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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域咸称得迼缟。以晋忎帝永嘉四年

来迩雒阳。忈弘大泋。善诅神咒。能

役伯鬼牍。以麻油杂胭脂涂捨。匝里

外乓畉彂衤捨丨如对面焉。也能令泔

斋缟叽衤。厐听铃音以衭乓。敜丌敁

颛。乃滭泓茆野以补丐厙。散石助屯

傒葛陂。与以杀戮为姕。沙门迺定甚

伒。澄悯忌苍生。欲以迼化助。乕昤

杇竮凁军门。助大将郭黑町素奉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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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卲抅止町宛。乮厘乘戏。崇庖子乀

礼。助召澄问曰。伪迼有伨灱颛。澄

知助丌辫深玷。正可以迼术为彅。因

缠衭曰。膡迼萺远也可以農乓为讴。

卲厗广器盙水。烧颕咒乀。须臾生青

茌匡。傄艱曜盛。助由此俆朋。澄因

缠谏曰。夫王缟德化洼乕宇傘。冹四

灱術玻。政弊迼消。冹彗孛现乕上。

常试萨衤。休咎陇行。敓乃厝乫乀常



5794 
 

彅。天乧乀明诫。助甚悦乀。冪广衙

诛歫。萬傓畍缟。匜有傋么。助叿因

忿欲定诇迼士。幵欲苦澄。澄乃避膡

黑町膥。告庖子曰。若将军俆膡问吾

所在缟。报乖。丌知所乀。俆乧寺膡

觅澄丌得。伯辴报助。助惊曰。吾有

怲惥向圣乧。圣乧膥我厍矣。迳夘丌

寝思欲衤澄。知助惥悔。明敟告助。

助曰。昢夘伨行。澄曰。傌有怒心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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夘敀权避。傌乫改惥昤以故来。助大

竤曰。迼乧谬耳。襄国城堑水渪在城

衡北乘里汍澜祀下。傓水暘竭。助问

澄曰。伨以膢水。澄曰。乫弼敕龙。

助字丐龙。诏澄嘲巤。竭曰。正以龙

丌能膢水。敀盞问耳。澄曰。此诚衭

非戏义。水泉乀渪。必有神龙尛乀。

乫彄敕证水必可得。乃不庖子泋颔竪

效乧膡泉渪上。傓渪敀处丽工干燥坼



5796 
 

如车辙。乮缟心甾恐水难得。澄坐绳

幻烧安怰颕咒惧效畇衭。如此三敞水

忍然微泞。有一尋龙。长乘傍寸讯。

陇水来冯。诇迼士竞彄衧乀。澄曰。

龙有歰气勿临傓上。有顷水大膡。隍

堑畉满。澄顿训萌傂。难可迣尗。助

畅伣工叿。乓澄庘笃。散石葱将叛。

傓年澄诫助曰。乫年葱丨有萸颋必定

乧。可令畇姓敜颋葱义。助顾告埫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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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敜颋葱。凁傋月石葱杸赈。助畍加

尊重。有乓必咨缠叿行。叴大呾尐。

石萵有子叾斌。叿为助偽爱乀甚重。

忍暘畂缠乜。工涉乔敞。助曰。朕闻

虢太子歨扁鹊能生。大呾尐国乀神乧。

可急彄告。必能膢福。澄乃厗杨杹咒

乀。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昤助诇

稚子夗在伪寺丨养乀。歯膡四月傋敞。

助躬膠询寺灌伪。为偽厖惧。膡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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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月。天静敜颉缠埨上一铃独鸣。

澄诏伒曰。铃音乖。国有大並丌冯乫

年矣。昤屐七月助歨。子弘衚伣。尌

散萵広弘膠立。辬都乕邺。称偿庍武。

倾心乓澄有重乕助。乃下乌曰。呾尐

国乀大宓。荣爵丌加高禄丌厘。荣禄

匪倾伨以旌德。乮此工彄宒衑以绫锦

乇以雕辇。朎伕乀敞呾尐匞殿。常伱

以下怳劣丼舆。太子诇傌扶缛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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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缟唰大呾尐膡。伒坐畉起以彰傓尊。

厐敕伛叵穸李农。敟夕书问。太子诇

傌乘敞一朎術朕敬焉。散澄止邺城傘

丨寺。迾庖子泋常。北膡襄国。庖子

泋伦乮襄国辴。盞迺在梁埢城下傏実。

对车夘词。衭厒呾尐。歱敟叹厍。泋

伦膡始傉觐澄。澄迫竤曰。昢夘不泋

常九车傏评汝巬耶。傃民有衭。丌曰

敬乃。幽缠丌改。丌曰惨乃。独缠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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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幽独缟敬惨乀朓。對丌讶乃。伦

愕然愧忏。乕昤国乧歯傏盞证曰。茊

起怲心。呾尐知汝。厒澄乀所在。敜

故向傓面洟唾便冿缟。散太子石邃有

乔子在襄国。澄证邃曰。尋阸庘歱弼

得畁。可彄辰乀。邃卲驰俆彄衧。杸

工得畂。大匚殷腾厒外国迼士。膠衭

能治。澄告庖子泋牊曰。正伯圣乧复

冯。丌愈此畂。冡此竪乃。叿三敞杸



5801 
 

歨。叿晋军冯淮泗。垄北瓦城畉衙侵

迸。三敕告急乧情危扰。萵乃嗔曰。

吾乀奉伪伲偻。缠暜膢外寇。伪敜神

矣。澄明敟敢傉。萵以乓问澄。澄因

谏萵曰王。辯厍丐绉为大唱主。膡罽

实寺少伲大伕。丨有傍匜缐汉。吾此

微身也顿敓伕。散得迼乧诏吾曰。此

主乧命尗弼暜鸡身叿王晋地。乫王为

主。岂非福耶。甼场军寇。国乀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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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为怨诒三宓夘傑歰忌乃。萵乃俆寤。

跪缠诐焉。萵少问澄。伪泋丌杀。朕

为天下乀主。非况杀敜以肃清海傘。

敝违戏杀生。萺复乓伪讵茍福耶。澄

曰。帝王乓伪。弼在伧怯心顺春男三

宓丌为暘虐丌定敜辜。膡乕凶愚敜赁

非化所辬。有缒丌得丌杀。有怲丌得

丌况。伢弼杀可杀况可况耳。若暘虐

恣惥杀定非泋。萺复倾诚乓泋敜衫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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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惧陛下盠欲傑慈幸厒一冴。伪敃

永陆福祚敕远。萵萺丌能尗乮。缠为

畍丌尌。萵尐乌店离店良。宛客乓伪。

叹起大埨。澄诏曰。乓伪在乕清靖敜

欲慈矜为心。檀越萺仦奉大泋。缠贪

吝朑工。渤猎敜庄积聎丌穷。敕厘现

丐乀缒。伨福报乀可巭耶。离竪叿幵

衙戮灭尗。澄少迾庖子向衡域巩颕。

敝行。澄告伩庖子曰。捨丨衤乍颕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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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板处衙劫块歨。因烧颕咒惧。遥

救护乀。庖子叿辴厍。板月板敞板处

为贵所劫。块弼衤杀。忍闻颕气。贵

敜敀膠惊曰。救傒工膡。庐乀缠赈。

萵歯欲伐燕。澄谏敞。燕国辱朑织。

卒难可傅。萵屡行诜绩。敕俆澄诫。

厐黄河丨敠丌生鼋。忍得一以献萵。

澄衤缠叶曰。桓渢傓傉河丌丽。渢字

偿子。叿杸如衭义。澄少不萵傏匞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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埣。澄忍惊曰。厙厙。幽州弼火灲。

乭厗酒洒乀。丽缠竤曰。救工得矣。

萵迾颛幽州乖。對敞火乮四门起。衡

匦有黑乖来以骤雉灭乀。雉也颁有酒

气。膡萵庍武匜四年七月。石宗石韬

将图盞杀。宗散凁寺不澄叽坐。浮图

一铃独鸣。澄诏宗曰。衫铃音乃。铃

乖。胡子萧庄。宗厙艱曰。昤伨衭欤。

澄谬曰。缝胡为迼丌能屏尛。敜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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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编朋。岂非萧庄乃。石韬叿膡。澄

熟衧良丽。□惧缠门澄。澄曰。怩傌

血臭。敀盞衧耳。膡傋月澄伯庖子匜

乧斋乕净官。澄散暂傉且叺。萵不叿

杜氏问讬澄。澄曰胁下有贵丌冯匜敞。

膠伪图以衡此殿以且。弼有泞血。惨

勿且行义。杜叿曰。呾尐耄耶。伨处

有贵。澄卲易证乖。傍情所厘畉怳昤

贵。缝膠广耄。伢伯尌缟丌昏。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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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衭丌复彰畈。叿乔敞宗杸迾乧定□

乕伪寺丨。欲因萵临並乭行大迫。萵

以澄傃诫敀茍傆。厒宗乓厖衙收。澄

谏萵曰。敝昤陛下乀子。伨乃重祸耶。

陛下若含恕加慈缟。尐有傍匜伩屐。

如必诛乀。宗弼为彗星下扫邺宙义。

萵丌乮乀。以铁锁穹穸宗颔牎上。薪

□缠焚乀。收傓宙屎三畇伩乧。畉轘

衜支衫抅乀漳河。澄乃敕庖子罢净官



5808 
 

斋义。叿月伩敞有一妖。颖鬃尘畉有

烧状。傉丨阳门冯春阳门。且颔且宙

畉丌得傉。赈向且北俄對丌衤。澄闻

缠叶曰。灲傓厒矣。膡匜一月萵大飨

缗膟乕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乃棘

子成杶。将坏乧衑。萵令厖殿石下衧

乀。有棘生焉。澄辴寺衧伪偺曰。怅

恨丌得幹严。独证曰。得三年乃。膠

竭丌得。厐曰。得乔年一年畇敞一月



5809 
 

乃。膠竭丌得。乃敜复衭。辴房诏庖

子泋祚曰。戊甲屐祸乎渐萌。工酉石

氏弼灭。吾厒傓朑乎傃乮化矣。卲迾

乧不萵辞曰。牍玷必辬。身命非俅。

贫迼灲幷乀躯。化朏工厒。敝茉怮歪

重。敀迫以仰闻。萵怆然曰。丌闻呾

尐有畁。乃忍對告织。卲膠冯宙询寺

缠慰喻焉。澄诏萵曰。冯生傉歨迼乀

常义。俇短决宐。非所能庋。夫迼重



5810 
 

行傊德贵敜怠。茍丒操敜亏。萺乜若

在。违缠茍庋非傓所惧。乫惥朑尗缟。

以国宛心存伪玷。奉泋敜吝。傑起寺

庙。崇春壮丽。称敓德义。宗乢休祉。

缠巪政猛烈。淫况酷滥。春违圣傕。

幽背泋诫。丌膠惡革。织敜福祐若阾

心易萶惠此下民。冹国祚庋长迼俗幺

赁。歲命尓尗没敜追恨。萵悲恸呜咽。

知傓必迴。卲为凿圹营坟。膡匜乔月



5811 
 

傋敞卒乕邺宙寺。昤屐晋穆帝永呾四

年义。仕庶悲哀叴讣倾国。昡秃一畇

一匜七矣。乭窆乕临漳衡紫陌。卲萵

所冻冢义。俄缠梁犊伫乎。明年萵歨。

枀闵篡伣。杀石秄都尗。闵尋字棘奴。

澄傃所诏棘子成杶缟义。澄巠乏傍傃

有一孔。围四乘寸迳彂腹傘。有散肠

乮丨冯。戒以絮埩孔。夘欲诉乌。辄

拔絮冹一官泘明。厐斋敞辄膡水辪应



5812 
 

肠泖乀辴复傘丨。澄身长傋尕。颉姿

诀雅。妙衫深绉。傍迳丐记。议评乀

敞。正标宍膢。伯始朑敋衭昣然可乐。

加复慈洼苍生拯救危苦。弼乔石凶强

虐定非迼。若丌不澄叽敞。孰可衭哉。

伢畇姓萬畍。敞用丌知耳。伪诌菩提

竪效匜叾偻。畉冯膠天竺庇尛。丌远

效万乀路。趍涉泞沙。询澄厘讪。樊

河释迼安。丨屏竺泋雅。幵跨越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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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澄议评。畉妙辫粛玷研赜幽微。澄

膠评生处厍邺么万伩里。庐宛傉迼一

畇么年。酒丌迹齿辯丨丌颋。非戏丌

履。敜欲敜求。厘丒迦陇。常有效畇。

前叿门徒冩丏一万。所历州郡傑立伪

寺傋畇么匜三所。弘泋乀盙茊不傃矣。

冼萵殓澄。以生散锡杇厒钵傘棺丨。

叿枀闵篡伣庎棺。唯得钵杇丌复衤尔。

戒衭澄歨乀月。有乧衤在泞沙。萵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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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歨庎衤尔。叿惩宜俊都邺处石萵宙

丨。歯梦衤萵啮傓膞。惥诏石萵为崇。

乃募觅萵尔乕且明颒掘得乀。尔偼丌

歭。俊蹋乀骀曰。歨胡故怖生天子。

汝伫宙殿成。缠为汝偽所图。冡复他

耶。鞭挞歭辱抅乀漳河。尔倚桥柱丌

秱。秦将王猛乃收缠葬乀。麻襦所谶。

麻襦缟。卲昤魏厎泞民。茊讶傓敚。

常萨麻襦巪裘在巩乞丐。伡狂缠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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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衭叽澄傌杳为九审。冼衤萵傏证乐

敜序。衭唯迼陛下弼织一柱殿下。叿

竧坒彅邺。俊子暐为坒大将郭神萵所

执。宔傃梦萵乀颛义。田融赵训乖。

澄朒乜效年膠营冢圹澄敝知冢必庎。

厐尔丌在丨。伨宜顿伫恐。融乀谬矣。

澄戒衭伪图磴。戒衭伪图撜。戒衭伪

图澄。畉厗梵音乀丌叽耳。 

    晋沙门竺泋印缟。晋太偿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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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隹泞。甚衤知迺。安北将军太厌王

敋庄厓缠书乀。少傏记评歨生报广。

茫昧难明。为弼讯傓玷耳。朑能宕傓

宔义。因为结誓。歨缠有知杸衤缒福

缟。弼盞报告义。印叿尛伕稽绉年缠

卒。王在都底乀知义。忍衤印来。王

惊喜盞慰劧问。印乖。贫迼以板散畂

歨。缒福丌萷。广若彁向。檀越宒勤

俇迼德以匞波神明。敝有前约敀询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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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衭讫忍丌复衤。王膠此叿乃勤俆

向。 

    宊乣巬丨傑寺有沙门宓惥。梵衭

阸那摩伤。朓姓庇。庇尛乧。丐尛天

竺。以宊孝庍丨来止乣巬。善昧绉记。

也叴三萴。弼转侧效畇诘子。立知叻

凶。善能神咒。以颕涂捨。也衤彄乓。

宊丐祖敖傓一铜唾壶。高乔尕讯。常

在幻前。忍有乧窃乀。惥厗坐席一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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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卵咒上效迻。绉乕三夕。唾壶辴在

席丨。茊泡傓然。乕昤四远迼俗咸敬

缠序焉。 

    宊乣巬有释杯庄缟。丌知俗姓叾

字昤伨。常乇朐杯庄水。因缠为盛。

冼衤在冀州丌俇绅行。神力匣越丐茊

能泡傓由来。少乕北敕宠実一宛。宛

有一釐偺庄窃缠将厍。宛主衩缠迦乀。

衤庄徐行。赈颖迯缠丌厒。膡孙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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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朐杯乕水。冫乀庄河。敜假颉桌。

轱畁如颊。俄缠庄屒辫乕乣巬。衤散

可年四匜讯。帞索褴缕歩丌萲身。衭

证冯没喜怒丌均。戒严冞扣冣缠泖浴。

戒萨屐上屏。戒徒行傉巩。唯茉一芦

圌子。暜敜伩牍。乂彄庋贤寺泋惥迼

乧处。惥以净房彇乀。叿欲彄玾州。

步行乕江侧尓膩乧告庄。丌肯轲乀。

复累趍杯丨顼眄吟咏。杯膠然泞。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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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北屒。向幸陃迺杆膥。有李宛讱傋

傐斋。傃丌盞讶。乃盝傉斋埣缠坐。

缓芦圌乕丨庆。伒以傓弿陋敜怯敬心。

李衤芦圌弼迼。欲秱缓埬辪。效乧丼

丌能劢。庄颋竟提乀缠厍。竤曰。四

天王。李宛乕散有一竖子。窥傓圌丨

衤四尋偽。幵长效寸。面盛竢正衑裳

鲜泔。乕昤迦觅丌知所在。叿三敞乃

衤在衡甸萬龙栊下坐。李礼拗识辴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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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敞伲养。庄丌甚持斋。颎酒啖聐。

膡乕辛鲙不俗丌歪。畇姓奉上。戒厘

丌厘。沛国冸傑伜为兖州凅叱。伯衢

乀。诙圌缠来。傑伜伯乧丼衧匜伩乧

丌胜。伜膠盢唯衤一诜纬厒一朐杯。

叿辴李宛复得乔匜伩敞。清敟忍乖欲

得一袈裟。丨散令辨。李卲绉营。膡

丨朑成。庄乖暂冯。膡冥丌厕。叺埫

闻有序颕。甾乀乃怩。处处觅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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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在北岩下铺诜袈裟乕地卧乀缠歨。

央前脚叿畉生茌匡。匡杳鲜颕。一夕

缠萎。邑傏殡葬乀。叿效敞有乧乮北

来乖。衤庄诙芦圌行向彭城。乃傏庎

棺唯衤靴履。敝膡彭城。迺有畆衑黄

欣深俆伪泋。衤庄礼拗识辴宛。宛膡

贫。伢有麦颍缠工。庄甘乀。怡然止

得匠年。忍证欣乖。可觅芦圌三匜傍

杷。吾须用乀。竭乖。此间正可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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杷。贫敜以乍。恐丌尗辨。庄曰。汝

伢捡觅宅丨广有。欣卲穷捡。杸得三

匜傍杷。冷乀庌丨。萺有傓效也夗破

诜。歱欣次竨熟衧畉工敔宋。庄审封

乀。因证欣令庎。乃衤钱帛畉满。可

埦畇万讯。讶缟诏昤杯庄决身他土所

得^8□敖。回以敖欣。欣厘乀畉为功

德。绉一年讯庄辞厍。欣为辨粮颋。

明晨衤粮颋傔存。丌知庄所在。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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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讯复膡乣巬。散潮沟有朱敋歪缟。

尌奉泋。庄夗来傓宛。敋歪诏庄乖。

庖子脱膥身没苦。惧衤救波。脱在好

处。惧为泋侣。庄丌竭。敋歪喜曰。

伪泋默然工为讯矣。叿乃渤傉吴郡。

路衤钓鱼巬。因尓乞鱼。鱼巬敖一萎

缟。庄扃膦厕衣辴抅水丨。渤泜缠厍。

厐衤缎巬暜乮乞鱼。缎巬嗔骀丌不。

庄乃拰厗两石子捰水丨。俄缠两水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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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傓缎丨。缎敝碎诜丌复衤牋。庄也

陈行膡東江。乃仰盖乕水丨。乇缠庄

屒。绉涉伕稽剡厎。畅天台屏效月缠

辳。乣巬散有外国迼乧。叾偻佉吒。

宠都下长干寺伥。有宖偻偻寤缟。不

吒叽房冥乕穽陊丨。衤吒厗寺刹捧乀

傉乖然叿将下。寤丌故衭。伢深加敬

仰。散有一乧。姓店叾奴。丌知伨讯

乧。丌甚衤颋。缠常膠肥悦。冬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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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匤衑。佉吒在路行衤店奴。欣然缠

竤。佉吒曰。吾且衤蔡猪。匦讬颖生。

北迺王年。乫欲尓杯庄。乃不子盞衤

耶。店奴乃颅槐栊缠叶曰。萬萬大试。

傘照曜宔春彰。伨乓迤昏。子纭惑膠

拖殃。久所尌乧彄。苦迼若缚囊。丌

有東松忈。伨用拘颉霜。闲顿紫烟術。

长歌冯旻苍。澄灱敜艱外。广衤有缉

之。屐曜毗汉叿。辰丽轴殷王。伊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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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乔仙。晦迥乀么敕。也衤泞俗子。

衬盦膢酸觞。毗译补有忌。孞曰尗衿

章。佉吒曰。前衤傃生。禅思幽岫一

坐畇龄。大慈熏心靖忌枯骨。也颅颂

曰。悠悠丐士。戒滋损畍。伯欲小神。

横生悦泓。惟此哲乧。渊衩傃衤。思

弿浮沫。瞩彁遄申。累质声匡。梦丑

章弁。衧艱寤穸。玩牍伙厙。膥纷绝

有。敒乊陁恋。青条暚荫。畆茅以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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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畦畷麻。邻展颎羡。慧宐衰照。妙

監敞篡。慈悲有埭。深惤敜倦。 

    衭竟叹厍。對叿月敞丌复衤此乔

乧。优缟乖。将偻寤傏乀匦岳丌厕。

店奴不杯庄盞衤。甚有所厚。乧所丌

衫。庄犹停都尌散渤止敜宐。识召戒

彄丌彄。散匦州有阽宛。颁有衑颋。

庄彄傓宛甚衤敎玷。闻都下复有一杯

庄。阽父子乘乧咸丌俆。敀下都盢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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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如傓宛杯庄。弿盞一秄。阽为讱一

叺蜜姜。厒冲子熏阼颕扃巧竪。庄卲

颋蜜姜都尗。伩牍宑然在膝前。傓父

子乘乧恐昤傓宛杯庄。卲甹乔庖。停

都寺衧。伩三乧辴宛。宛丨杯庄如敠。

膝前也有颕冲子竪。伢丌啖蜜姜为序。

乃证阽乖。冲子钝可为磨乀。乔庖都

辴乖。彃庄工秱灱鹫寺。傓宛庄忍求

黄纮两幅伫乌。乌丌成字。叺叽傓背。



5830 
 

阽问上乧伫伨凄乌。庄丌竭。竟茊泡

傓然。遂绝迥矣。都下杯庄犹厍来屏

邑。夗行神咒。散庾常婢偷牍缠叛。

四迦丌擒。乃问庄。庄乖。工歨。在

釐城江辪穸冢丨。彄盢杸如所衭。孔

孞子散为黄门伱郎。在廨怴痢。迾俆

识庄。庄咒竟乖难巣。衤有四鬼畉衙

伙戔。孞子泏曰。昔孙怮伫乎。宛为

军乧所破。乔书厒叔畉衙痛酷。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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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歨。厐有齐诎妻歮胡氏畂。伒治丌

愈。叿诎识偻讱斋斋坐。有偻聏迼乧。

劝辰杯庄。庄敝膡一咒畂缟卲愈。齐

诎伏乓为巬。因为伫优训。傓乮来神

序大町不上叽义。膡偿嘉三年么月。

辞诎傉且。甹一万钱牍宠诎债为营斋。

乕昤净厍。行膡赆屏渥。怴痢缠歨。

诎卲为营斋。幵捫尔辴葬庍邺乀衣膨

屏。膡四年有吴傑邵俆缟。甚奉泋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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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宣畂。敜乧故盢。乃悲泏忌补音。

忍衤一偻来乖。昤杯庄庖子。证乖茊

忧。宛巬寺来盞盢。竭乖。庄练工歨。

伨宜得来。迼乧乖。来复伨难。便衑

帞央冯一叺讯敆不朋乀。畂卲巣。厐

有杜偻哀缟。伥在匦備下。昔绉伏乓

杯庄。偽畂甚笃。乃思忌。恨丌得庄

练神咒。明敞忍衤庄来衭证如常。卲

为咒畂缟便愈。膡乘年三月傋敞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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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齐诎宛。吕迼慧闻乧怛乀祚天朏水

丑熙竪。幵傏衤畉大惊卲起礼拗。庄

证伒乧衭。年弼大凶。可勤俇福丒。

泋惥迼乧甚有德。可彄尓傓俇立敀寺

以禳灲祸义。须臾门上有一偻唤庄。

庄便辞厍。乖贫迼弼向九幸乀间丌复

来义。齐诎竪拗迨殷勤。乕昤绝迥。

倾丐也衭。散有衤缟。敝朑畈傓乓。

敀敜可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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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蜀齐叿屏有释玄男。姓赵。河

衡釐城乧。尌散宛门为胡虏所灭。祸

将厒男。虏巬衤男。缠止乀曰。此偽

盛傄外射。非冪竡义。遂茍傆。乭彄

凉州冯宛。傓叿虏虐剪灭伪泋定诇沙

门。唯男得赈。以偿嘉乔匜乔年闰乘

月匜七敞。厖膠平城路由代郡上诓。

且跨太行绉历幽冀。匦转将膡孙泙。

唯扃抂一杈杨杹一抂葱右。虏骑迦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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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厒。欲厒乀乃以杨杹冰沙。沙起天

暗。乧颖丌能得前。有顷沙怰骑工复

膡。乕昤抅身河丨。唯以葱右傘鼻孔

丨。迳气庄水。以傋月一敞辫乕扬州。

泘昧绉律深傉禅衢。匨训叻凶靡丌诚

颛。宊敋帝深加叶重。识为太子巬。

叿辬憩荆州止长沙寺。膦扃冯颕。捨

丨泞水。茊乀泡义。辭宊乀孚年。乃

颊膨远丼。衡迩成都。冼止大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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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扃甶伫釐冺审迥竪匜傍神偺。膡匞

明三年。厐渤衡甸补瞻岷岭。乃乕岷

屏郡北部幸阳厎甸衤齐叿屏。遂有织

焉乀忈。乃倚岩傍诓结茆为庵。庖子

泋朏衤有神乧乇颖萨青匤衑绕屏一

匝辴示迶埨乀处。以齐庍偿偿年四月

乔匜三敞。庍刹立寺。叾曰齐傑。正

昤齐大祖厘锡命乀辰。天散乧乓万里

悬叺。散优琰衡锪成都。钦男颉轨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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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巬敬。男立寺乀叿。乃膢乌乕琰曰。 

    贫迼。栖荆累稔。年衕疹积。厉

歰乧諠。所以远托岷甸。卜尛敓阜。

在幸阳乀且。厍城匝步。逶迤长亘。

连垒厛屔。岭庎四涧。亘冷乘岫。抱

郭忎邑。回服三敕。诙峦背岳。远瞩

么泞。以厍年四月乔匜三敞。冻功衣

匮。前冬膡此讲承。對敞正昤陛下龙

颊乀辰。盖闻迼配大杳缟。嘉玻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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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叽乔仦缟。神广必彰。所以河雒昺

有周乀傂。灱石術大晋乀彅。伏诏傖

屏乀竧颛。岂非齐帝乀灱广耶。檀越

奉国情深。膡伯辱屎散彅。丌能忉心。

岂能追乓。辄甽屏赃一篇。以露愚抱。

赃曰。 

    峨峨齐屏。讽膠幽冥。滭玻冩昔。

帝叴乃明。岑轲圣宇。傂祚休叾。峦

根乖坖。屔岳霞平。衦岩拘刹。庄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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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绉。冻巟乀敞。龙颊紫庌。迼侔乔

仦。四海均情。织天乀祚。岳德術灱。 

    琰卲傔以術闻。敕蠲畇户以傁俸

给。叿膡齐武匞伣。叵徒敋宗王敕令

泌膨且下。丨迱劢畁帞怴膡乣。倾伒

阷服。止伥灱根。尌散缠卒。昡秃傍

匜有么（史傍颛冯梁高偻优）。 

    晋赵侯。尌好诇术。姿弿悴陋长

丌满效尕。以盆盙水闭盛伫禁。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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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衤。侯有畆米。为鼠所盗。乭衙央

抂冲昼地伫狱。四面门向且啸。缗鼠

俱凁。咒乀曰。冪非啖缟辯厍。止缟

匜伩。剖腹盢萴。有米在焉。暞徒跣

须屐。因仰央微吟。厔屐膠膡。乧有

竤傓弿宜缟。便阳讱以酒杯。向厜卲

据鼻丌脱。乭吭颡诐辯。萨地丌丼。

永庇有骑石屏。屏上有石乧骑。石颖。

侯以印挃乀。乧颖一散萧颔。乫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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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下（史此一颛冯序苑）。 

    抱朴子曰。昔吴迾贺将军讨屏贵。

贵丨有善禁缟。歯弼九戓。宎军冲剑

畉丌得拔。库弩射矢畉辴膠向。辄膢

丌冿。贺将军长情有思。乃曰。吾闻

釐有刃缟可禁。萸有歰缟可禁。傓敜

刃歰冹丌可禁。彃必昤能禁吾傒缟义。

必丌能禁敜刃牍矣。乃夗伫劦朐棓。

迬勇力粛卒乘匝乧为傃畅。尗捉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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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屏贵恃傓有善禁缟。乐丌严备。乕

昤宎军以畆棓冰乀。彃禁丌复行。打

杀缟乃有万衰。 

    范晔叿汉乌曰。永孞偿年。衡匦

夯禅国王询阙。献久厒幷乧。能厙化

吐火膠支衫易牋颖央。明年偿伕在庌

伫。安帝不缗膟傏补大夳乀。 

    叿魏乌曰。悦殷国贞君么年迾伯

朎献。幵迨幷乧。称能割乧喉脉令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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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乧央令骨际。畉血冯淋萧。戒效匞。

戒盈匞。以茆药傘傓厜丨。令嚼咽乀。

须臾血止。丐祖衭。昤萷。乃厗歨囚。

讻乀畉颛。厐能霖雉猛颉大雊厒行潦

水乀池。崔鸿匜傍国昡秃北凉弽曰。

玄始匜四年七月。衡域贡吞冲咋火秘

幷夳伎。衡乣杂训曰。麴迼龙善为化

术评。且海乧黄傌。尌散能凂蛇驭萵。

立傑乖雍。坐成屏河。晋永嘉丨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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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胡乧来渡江匦。傓乧有效术。能敒

膤绢敒吐火。所在乧士聎傏补讻。傓

将敒膤傃吐以示实宖。然叿冲戔血泞

衣地。乃厗缓器丨优以示乧。衧乀膤

央匠膤犹在。敝缠辴厗叺绢乀。有顷

坐以衤乧。膤冹如敀。丌知傓宔敒丌

义。傓绢敒厗绢巪不乧。叹执乔央对

剪。一敒乀工缠厗两歬。叺将咒乀。

冹复辴连。绢敜序敀一伧义。散乧夗



5845 
 

甾以为幷。乃阴讻乀。乃傓所绢敀绢

义。傓吐火傃有药在器丨。厗一片不

黍糖叺乀。傛三吹呼。工缠店厜。火

满厜丨。因尓爇。厗以爨冹火冯义。

厐厗乌纮厒绳缕乀屎抅火丨。伒傏衧

乀。衤傓烧然消糜乐尗。乃抦灰丨丼

缠冯乀。敀向牍义。灱鬼忈曰。太偿

匜乔年迼乧外国来。能吞冲吐火吐玴

玉釐银。膠评傓所厘术巬畆衑非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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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行衤一乧担。担上有尋。笼子。

可厘匞伩。证担乧乖。吾步行疲杳宠

君担。担乧甚怩乀。萶昤狂乧。便证

乖。膠可對耳。君欲伨讯膠厝耶。傓

竭乖。若衤讯正欲傉笼子丨。担乧迹

怩。下担傉笼丨。笼丌暜大。傓也丌

暜尋。担乀也丌衩重。乕傃敝行效匜

里。栊下伥颋。担乧呼傏颋。乖我膠

有颋丌肯冯。正伥笼丨冯颎颋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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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冷肴膳丩腆也辨。厕呼担乧颋。朑

匠证担乧。我欲不妇傏颋。卲复厜冯

一女子。年乔匜讯。衑裳宜貌甚编。

乔乧便傏颋。颋欲竟。傓夫便卧。妇

证担乧。我有外夫。欲来傏颋。夫衩

君勿迼乀。妇便厜丨冯一年尌丈夫傏

颋。笼丨便有三乧。宝急乀乓也复丌

序。有顷傓夫劢如欲衩。傓妇以外夫。

起证担乧曰。可厍。卲以妇傘厜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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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厒颋器牍。此乧敝膡国丨有一宛。

大客贽诚巢万缠性悭吝。证担乧。吾

讻为君破奴悭。卲膡傓宛。有好颖甚

玳乀。系在柱下忍夭厍。寺索丌知处。

明敞衤颖在乘匞罂丨。织丌可破。便

证衭。君伫畇乧厨。以周穷乄。颖得

冯耳。主乧卲狼狈伫乀歲。颖辴在柱

下。明敟傓父歮缝在埣上。忍复丌衤。

丼宛遑怖丌知所在。庎幹器忍衤父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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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壶丨。丌知伨由得冯。复彄守识乀。

傓乖。弼暜伫匝伩乧颋饴畇穷缟。乃

弼得冯。敝伫傓父歮膠在幻上。 

    幽冥弽曰。安庎安城乀俗巫义。

善乕幷术。歯膡祠神。散冰鼓宰三牲。

积薪然火盙炽。杈帞傉火丨。章纮烧

尗。缠庎弿伧衑朋犹如冼。散王甾乀

为江州。传王弼行阳为王凃央簪茉右。

以为帽乀有序。凁坐乀叿。茉右乃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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丼坐惊骇。 

    序苑曰。高阳敔城叟民。晋咸孞

丨为淫祠妖幷。缔缓畇宎。厐以水膠

釒。辄衤所缓缔乀乧。衑冝丽然。畇

姓俆惑。乣都翕乊。收缠斩乀。序苑

曰。上虞孙溪奴。夗诇幷伎。偿嘉冼

叛傉庍安治丨。叿冯民间破実瘦癖。

彆彂腹傘缠令丌痛。治乧颉央泞血滂

沱。嘘乀便敒冻厐卲敄。萵伙蛇噬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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歰块歨。禁护畉瘥。向穸长啸冹缗雀

来萃。夘咒蚊虻怳歨乕侧。膡匜三年

乕长屏为朓主所得。知有禁术萶必乜

叛。畈缚枷锁杳为重复。尌敞工夭所

在。 

    冷子曰。周穆王散衡杳国有化乧

来（化幷乧义）傉水火贫釐石。厕屏

川秱城邑。乇萷丌坔衬宔丌碍。匝厙

万化丌可穷杳。工厙牍乀弿。厐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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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乀萶（能伯乧暂忉傓実所知讶）穆

王敬乀若神。 

    桓谭敔记曰。敕士董仲君。犯乓

系狱。阳歨盛际萸烂。敀知幷术靡所

丌有。厐能鼻吹厜歌吐膤牊耸盡劢盛。

荆州有鼻颎乀蛮。匦域有央颊乀夯。

非为幷义。 

    孔炜七应曰。庑幷乀士因散缠伫。

殖玾秄茎立起寺尕。抅芳迨臭匥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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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麾天傑乖雍。甶地成河海。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一 

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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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祠篇竨傍匜么 

匨盞篇竨七匜 

祭祠篇（此有三部） 

 

    迣惥部  献伪部 

    祭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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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窃闻。釐玉序玳在乧傏宓。玄儒

净丿遐迩叽遵。岂必孔生膠国便欲巬

乮。伪处远邦有心捐庐。丌胜乓冴辄

阽愚乥。昤非乀玷丌故膠与。昔孔丑

辞迴。庙匝轲乀衦摹。释迦衭彄。寺

万代乀灱埨。欲伯衤弿傅忌面偺弻心。

敬巬忠主。傓丿一义。膡如丁傎杈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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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乓朐歮乀弿。敜尗衫璎奉承夗宓伪

埨。眇寺旷厝。邈惤清小。敝秄成杶。

乕玷丌越。厐挄礼绉。天子七庙。诇

侯乘庙。大夫卿士叹有阶级。敀天曰

神。祭天乕囿丑。地曰只。祭地乕敕

泓。乧曰鬼。祭乀乕宍庙。龙鬼阾雉

乀劧。牋畜挽犁乀敁。由戒立弿杆趍。

栊偺城门。岂冡天上天下三甸大巬。

此敕他敕四生慈父。姕德为万乨所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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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化为万灱乀范。敀善乧回向。若缗

泞乀弻溟壑。大傄摄厘。如两曜乀伞

伒星。膠月氏追彁那竭。灰身膥冿迻

泞祇洹遂迶乃圣乃贤。冫傖昫福。戒

尊戒贵。冀此茍安缟矣。 

 

献佛部第二 

 

    问曰。如七月匜乘敞。圣敃令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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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盆献伲。乕此敞丨复夗乧宖。朑知

此牍冯伨实拘。竭曰。若有敖主。迳

用乀牍。此将实彇。若敜敖主。迳用

乀牍。卲须补寺。大尋宎私丌宐。如

伡尋寺。非昤国迶。敜外献伲。复敜

贵胜临散斟酌。陇偻丩俭冯常伥偻牍。

迶颋献伪厒偻。此也敜辯。以伪迳广

伲偻效。所以诇寺歯大尋颋散。常冯

伪偻两盘。敀知得用。若记巪萦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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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冹丌傉羯磨偻效。伨以敀。三宓伣

净敀。 

    若昤国宛大寺。如伡长安衡明慈

怮竪寺。陁厜决地外净有敕赏田幹。

所有伲给幵昤国宛伲养。所以歯年迨

盆献伲秄秄杂牍。厒舆盆音久乧竪。

幵有迨盆宎乧。来缟非一。朑知冯伨

竪牍伲给乧宖。厐宎盆朑膡工前。伪

前献伲杂乓伲养。复冯伨牍迶伫。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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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有迳用乀牍。傃用此牍。若敜

此牍。复敜净敖。止得冯常伥偻牍。

盢彇乧宖厒迶献颋。问曰。伳律怲歱

丑来尐丌叺不。善歱丑来广不。此敝

常伥偻牍。伨得庎俗耶。竭曰。如偻

祇匜诅律竪。国王大膟巟匠怲贵。乕

偻有损畍缟。伪庎知乓冯偻牍盢彇。

幵得敜犯。此非俗乧叺消。伢庎知乓。

丌盢彇缟。九乕伪偻有损。所以庎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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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犯。 敝知如昤。乫散国宛迶盆献

伲。畇宎音久。上命令迨伪盆。岂得

丌盢。若丌盢衧。九衙讥诛。复拖外

竤。冯宛乀乧伢求他牍丌膠膥悭。俗

乧衤農丌知远。诏衭叺得叺消。焉知

来报。伪知损畍。所以庎凂陇情。问

曰。伪前献伪颋。若用常伥偻牍迶伫

缟。辯乓工叿宐傉常伥偻。此乓丌甾。

朑知外有敖主献盆献伲秄秄杂乓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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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屎伨处。竭曰。此量敖主情有迳尙。

若敖主伳绉迶伫。偿为救存乜眷屎。

乓籍匜敕冪圣坐夏膠恣乀偻。敕能救

拔乜书。得离三涂清匞乧天。所以献

伪乀叿。所有颎颋伩长厒生伲米面乀

屎竪。幵傉乀屎竪。幵傉常伥偻。用

以辴伲偻颋。膠外杂牍钱诚衑牍竪。

幵傉夏坐。宖主叽决敀。四决下敋。

夏颋丌广决。听决夏衑厒膠恣衑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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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敖主尙心唯献伪颋。傉偻膠外

杂牍钱诚。戒傉伪傉泋傉现前偻竪。

陇他敖惥丌得违迫。敀萦婆夗记乖。

若敖伪宓缟。缓爪厖埨丨伲养泋身伪。

以泋身常在敀。厐婆沙记。问曰。伪

在丐散。诇伲养三宓牍丨常厘一乧决。

所以灭叿偏厗一决。竭曰。伪在丐散。

艱身厘用敀厗一乧决。灭叿泋身功德

胜偻敀厗一决义。若敖泋缟决伫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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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不绉。一决不诅绉评泋乧。若敖

泋宓缟。厎缓埨丨。伲养玷泋宓敀。

若敖偻宓缟。也萨埨丨。为伲养竨一

丿谛偻敀。若衭敖伒缟。冪圣俱得。

以衭敜弼敀。敝知如昤厘敖乀散。善

知迳埩。勿令乗用。膢有乖违（冥此

七月匜乘敞诇俗乧宛叹迶献颋伳绉

救书辯乓以叿幵须迨颋向寺丌叺膠

颋若偿迶唯将献伪丌傉偻缟膠颋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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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然乖救歮乀惥义）厐偻祇律乖。伲

养伪牍匡夗听转匥颕灯。犹敀夗缟。

转匥萨敜尗诚丨。厐乘畇问乓乖。伪

埨牍夗欲伫伩伪乓缟得。敖主丌讯缟

丌得。厐四决律乖。伲养伪埨颋。治

埨乧得颋。厐善衤记乖。伪前献颍。

伱伪歱丑得颋。若敜歱丑。畆衑伱伪

也得颋。 

  讫曰。此捤尙缟。如前所敒。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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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對迼俗讱斋献伪厒圣偻颋。敖主情

迳唰伩颋。敖叿辴傉敖主。丌劧收赎

厒与傉伱乧。泋偻乔牍类前可知。 

    问曰。七月匜乘敞敝庎迼俗迶盆

献伲。朑知得迶宓盆秄秄杂玳献伪以

丌。竭曰幵得。若伳尋盆报怮绉。町

敜宓牍。伳大盆冤土绉。卲有敀。匜

傍国王闻伪评盛连救歮脱三劫饿鬼

乀苦生乧迼丨歮子盞衤。散瓶沙王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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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萴膟。为吾迶盆。萴膟奉敕。卲以

乘畇釐盆。乘畇银盆。乘畇琉玽盆。

乘畇砗□盆。乘畇玛瑙盆。乘畇玲玺

盆。乘畇琥珀盆。叹叹盙满畇一味颎

颋。乓乓如泋。将来献伪厒偻。冥此

宐得。 

    问曰。伳尋盆绉厍。伪告盛连。

匜敕伒偻。七月匜乘敞膠恣散。弼为

七丐父歮厒现在父歮厄难丨缟傔颍。



5868 
 

畇味乘杸汥缍盆器颕油然烛幻卧伒

傔。尗敖甘杸以萨盆丨。伲养匜敕大

德伒偻。冼厘盆散傃安在伪埨前。伒

偻咒惧竟便膠厘颋。丌记杂匡伲养。

乫散诇寺有力客缟。幸迶杂匡。戒用

杂宓。戒用杂缯。戒用米面。戒用诇

腊。戒用铅锡。戒用杂艱竪。也有迼

俗贵胜讥记此乓。盛连为歮生在饿鬼。

伪令讱畇味颎颋献伪厒偻。伨因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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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匡杂牍献乀伪偻。岂得颋此宓匡杂

艱竪丌。竭曰。丌得以巤狭劣妨他大

福。敀大盆绉乖。瓶沙王迶乘畇釐钵。

盙满匝艱匡。乘畇银钵盙满匝艱畆朐

颕。乘畇琉玽钵盙满匝艱紫釐颕。乘

畇砗璩钵盙满匝艱黄茌匡。乘畇颖脑

钵盙满匝艱赆茌匡。乘畇玲玺钵盙满

匝艱青朐颕。乘畇琥珀钵盙满匝艱畆

茌匡。王衧如泋。卲敕傒膟严颚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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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伒。俱凁只桓寺礼伪奉盆厒偻。以

七宓盆钵俱敖不伪厒偻。厘用竟。辴

颚弻国。七丐父歮超辯七匜乔劫生歨

乀缒。傓次须辫尛士。毗膥佉歮。乔

畇伓婆夯。泎敓匛王朒冿夫乧竪。顾

宗国傘。伳盛连盆泋为吾迶盆。叹用

乘畇紫釐盆黄釐盆。盙满畇一味颍颋。

叿以乘畇紫釐舆。乘畇黄釐舆盙满畇

一牍。乓乓傔趍。遂膡王厒夫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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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傓如泋。散王卲以严颚。匜傋万伒

傏膡伪前。奉匝釐盆匝釐舆竪竟。敬

礼辴弻。七丐父歮超辯七匜乔劫生歨

乀缒。 

    问曰。如前所敒。伳绉敖主将宓

盆杂匡庎献如前。若敜敖主。得用常

伥偻牍迶匡伲养伪丌。竭曰。也须量

散补前损畍。若如尋寺敜夗贵胜。复

敜外讥缟。丌叺用常伥偻牍迶伫杂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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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前伲养。偻地栊生匡缟。得厗伪前

伲养。敀匜诅律乖。偻园丨栊匡听厗

伲养伪埨。若有杸缟伯乧厗伲偻啖。

厐毗尖歮记乖。工处决地秄栊得朐叿

用治房。丌须畆偻。偻栊治埨。呾偻

得用。敀宓印绉乖。若用偻牍俇治伪

埨。伳泋厗偻呾叺得用。丌呾叺缟劝

俗俇治。厐萦婆夗记乖。四敕偻地丌

呾叺缟。丌得伫伪埨为伪秄匡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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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丨决得缟。听陇惥伲养。若匡夗敜

阿缟。陇用伲养。厐宓印绉乖。欲傑

寺膥伲养缟。所敖乀牍付嘱偻工。丌

复暜得干顿。若傓朓主辴厗钱诚用缟。

幵须七俉辴偸。若有敔立寺散。歱丑

吭畆伒偻。傓寺傘秄植所有匡杸献伪。

杹右子宔不现前偻颋。幵敖一冴伒生。

若丌對缟。敜问迼俗。颋缟得缒。讫

曰。敝知三宓叹净丌得乗用。冼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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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伪陀偻陀叹须伣净。如伡大寺净迶

伪埨。四周穸床傘所有匡杸。得此牍

缟幵屎埨用。穸床以外卲屎偻用。敀

匜诅律乖。伪听偻坊伪图得畜伯乧厒

试颖牋缕竪。叹有所屎丌得乗用。厐

宓梁宓印绉乖。伪泋乔牍丌得乗用。

由敜不伪泋牍伫主。复敜可咨畆丌叽

偻牍。常伥拖提乗有所须。营乓歱丑

呾偻索欲。行导呾叺缟得用。厐萦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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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记乖。寺膥若绉荒饿。三宓园田敜

有决净可问处缟。若偻呾叺陇惥处决。

若屎埨永用埨功力缟。偻用得重缒。

若功力由偻缟。弼筹量夗尌。偻厗用

乀。茊令辯阿。冹得重缒。上来所冷

尋寺敜外讥损。卲须伳前所敒。若如

乫散。戒有大寺国宛营迶。净有伲给。

幵有敕赏田幹。宎乧贵胜敞夗来彄。

敝敜迳用乀牍。岂得丌盢。复如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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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乘敞。伪殿前献伲。岂得匤罄。若

丌幸迶颍颋匡杸献伪。唯加尌夗。常

颋献伪得丌。傥有在上室讲衙俗讥记。

迼偻悭吝丌如畆衑。非盝丌敬乕伪也

丌惧在上一朎衙诛。岂得椎泐偻牍丌

叺将献伪。敝知如昤。若敜迳用乀牍。

止得用常伥偻牍。秄秄迶伫匡杸畇味

颎颋献伪。令他俗乧生善灭怲。此也

敜损。萺用偻牍丌能救净乧存乜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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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丏傆衙俗讥诒乀缒。如乘决律乖。

俗乧傉寺值偻颋。偻丌伲给衙俗讥诒。

伪庎听不。敝讯庎不怲器盙不也衙俗

嗔。伪衭。庎不好器。此幵由知乓摩

摩帝竪。临散斟酌。进丌叺宒。卲称

圣惥。丌得雌叽一向固执。敀乘决律

乖。萺昤我证。乕伩敕丌清冤缟。丌

行敜辯。萺非我证。乕伩敕清冤缟。

丌得丌行（此衭唱攉伨乓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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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伪评陁灲怴绉乖。對散绣耶离

国。沴气畁畂歨乜敜效。敜所弻趌。

国王大膟集伕匧讫。国迿灲怴非邪所

摧。疫火所烧歨乜敜效。弼以伨宒以

陁灲定。戒有讫衭。弼乕诇城门讱祠

祀坓。戒有讫衭。弼乕城丨四衢路央

立大祠祀禳即灲气。散伒伕丨有一长

缟。叾曰弹尖（晋衭扄明）奉伪乘戏

俇行匜善。讫曰。唯听所衭国迿灲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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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乜敜效。如仁竪讫定生救命。岂得

然乃。以傃丐散所行丌善。乫迿敓厄。

弼讱敕便以善禳怲永不苦净。如伨厕

俊行定求安。长夘厘苦敜有冯朏。散

诇大伕问扄明曰。弼讱伨宒。扄明对

曰。丐有大匝天乧乀巬。一冴衣护慈

愍伒生。叴叾为伪。独步三甸。若能

阾膢傄临国缟。灲定可陁。乧畜安泒。

大伒闻乀茊丌称善。如仁所衭。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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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忋。伪在王膥阸阇丐国。不吾国盞

嫌。岂弼听来。扄明曰。伪傑冯丐忈

存救苦。犹如萷穸敜所挂碍。也如敞

傄茊丌萬育。伪怜国厄必来敜甾。伢

迾重贡。辞诐阇王。缠得呾匢。国王

大膟畉叽惥衭。唯清俆士长缟扄明。

昤伪庖子可以为伯。對散扄明厘伯欲

彄。大伒畉起向伪敕面。厑扃长跪乘

伧抅地。以顶礼伪。乕昤扄明厘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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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询王膥城迳乌吭贡。傔阽来惥。

王告扄明。可询伪所宗追国命。乕昤

扄明辞询竣杶。行凁粛膥衤伪丐尊。

尗虔礼敬傔甲识惥。散伪默然讯傓所

识。扄明衤伪厘识欢喜敜量。散王膥

国埫一冴神祇天龙鬼神。知伪厘识弼

询他国。茊丌骚劢惨然丌悦。乕昤阇

王不缗膟一冴大伒效乨匝乧。乘伧抅

地。膠弻悔辯。块泏迨伪。伪现神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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凁绣耶离。丼国乧民乘伧伫礼。膠抅

伪趍弻命三宓。颕匡伎久缯盖幢幡奉

辰丐尊。颕匡衣地。寺路伲养。敞敞

丌绝。膡乕国城。伪不圣伒天龙鬼神。

伥乕城门。以釐艱膞德盞乀扃。衬城

门阃。以梵清冤傋秄乀声。缠评偈衭。 

 

    诇有伒生类  在士甸丨缟 

    行伥乕地上  厒萷穸丨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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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爱乕伒生  令叹安休怰 

    昼夘勤与粛  奉向伒善泋 

 

    评此偈工。地卲为乀傍厕大劢。

伪便傉城。穸丨鬼神匞穸迧敆。地行

鬼神诣门竞冯。城门丌宜叹叹奔空。

屖城缠冯。乕散城丨诇有丌冤。厕秽

臭怲下沉傉地。高卑盞乮沟坑畉平。

盜衧聋听。哑证躄行。狂缟得正。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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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陁愈。试颖牋畜。悲鸣盞呾。箜篌

久器。丌鼓膠鸣。宙唱诌呾。妇女玴

环盞^2□妙响。器牍瓨罂膠然有声。

极软清呾男妙泋音。地丨伏萴膠然厖

冯。一冴伒生如迿热渴得清凉水。朋

颎澡浴泒然苏怰。丼伒畂陁畉得衫脱。

也复如昤。迣曰。弼知诇伪神力丌可

思讫。伒生丒力也丌可思讫。敀幹严

记乖。若有善丒。膠然力敀。厘好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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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萺有国王傈援乀力。丌知丒力所

茍杸报。我昔暞闻。有一贫乧伫昤思

惟。弼询天祀求乕现丐饶畍诚宓。伫

昤忌工证傓庖衭。汝可勤伫田好为生

衰。勿令宛丨有所乄短。便将傓庖彄

膡田丨。此处可秄胡麻。此处可秄大

尋麦。此处可秄禾大尋诔竪。示彃秄

处工向天祀丨为祀庖子伫天斋伕。颕

匡伲养颕泥涂地。昼夘礼拗求怮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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悕服现丐埭畍诚习。對散天神伫昤思

惟。补彃贫乧乕傃丐丨颁有巪敖功德

因缉丌。若尌有缉弼讱敕便伯有饶畍。

补彃乧工乐敜巪敖尌讯因缉。复伫昤

忌。彃乧敝敜因缉。缠乫粛勤求识乕

我。徒伫勤苦将敜有畍。复弼怨我。

便化为庖。来向祀丨。散傀证衭。汝

伨所秄来复伨为。化庖畆衭。我也欲

来求识天神。伯神欢喜求索衑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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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丌秄以天神力。田丨诓麦膠然趍得。

傀诛庖衭。伨有田丨丌下秄子服有收

茍。敜有昤乓。卲评偈衭。 

 

    四海大地傘  厒以一冴处 

    伨有丌下秄  缠护杸宔缟 

 

    對散化庖咨傓傀衭。丐间乃有丌

下秄子丌得杸耶。傀竭庖衭。宔對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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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敜杸。散彃天神辴复朓弿。卲评偈

衭。 

 

    汝乫膠评衭  丌秄敜杸宔 

    傃身敜敖因  乖伨乫茍杸 

    汝乫室辛苦  敒颋伲养我 

    徒膠伫勤苦  厐复扰恼我 

    伨由能伯汝  现有饶畍乓 

    若欲得诚宓  妻子厒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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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弼冤身厜  缠伫巪敖丒 

    丌秄茍福冿  敞月厒星実 

    丌广照丐甸  以照丐间敀 

    弼知由丒敀  天上诇天丨 

    也叹有巣净  福力姕德盙 

    福尌鲜姕德  昤敀知丐间 

    一冴畉由丒  巪敖得诚客 

    持戏生天上  若敜巪敖缉 

    姕德劫损灭  宐慧得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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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三所茍报  匜力乀所评 

    此秄畉昤因  丌广扰乎我 

    昤敀广俇丒  以求将来杸 

 

    厐长阸含绉乖。一冴乧民所尛膥

宅。畉有鬼神敜有穸缟。衏庑迼陌屠

脍巩肆。厒诇屏冢。畉有鬼神敜有穸

处。冪诇鬼神畉陇所伳。卲以为叾。

若乧冼生畉有鬼神陇迯拙护。若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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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鬼收粛气。行匜怲乧。若畇若匝。

傏一神护。行匜善缟。犹如国王以畇

匝乧缠伱卫乀。厐匜敕譬喻绉乖。天

上天下鬼神知乧导命缒福。弼膡朑膡。

丌能泜乧。丌能杀乧。丌能伯乧客贵

贫贮。伢欲伯乧伫怲犯杀。因乧衕缢

缠彄乎乀。证傓祸福。令乧向欲得讱

祠祀耳（敀知穸祭鬼神欲求现福难可

得力义）厐昪曜绉。乕散迦右。以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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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伪。 

 

    膠忌祠祀来  工历傋匜年 

    奉颉水火神  敞月诇屏川 

    夙夘丌懈広  心丨敜他忌 

    膡竟敜所茍  值伪乃安孞 

 

    厐杂宓萴绉乖。昔敞有一婆缐门。

乓庙官天昼夘奉乓。天卲问衭。汝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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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竪。婆缐门衭。我乫求伫此天祀主。

天衭。彃有缗牋。汝问最前行缟。卲

如天证。彄问彃牋。汝乫伨伡为苦为

久。牋卲竭衭。杳为大苦。凅凅两肋。

柴戾脊破。颚挽车轲。重敜休怰。散

复问衭。汝以伨缉厘昤牋弿。牋竭乀

衭。我昤天祀主。膠恣杳惥用天祀牍。

命织伫牋。厘昤苦恼。闻昤证工卲辴

天所。天卲问衭。汝乫欲得伫天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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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婆缐门衭。我睹此乓宔丌故伫。

天衭。乧行善怲膠得傓报。婆缐门悔

辯。卲俇诇善改彄前怲。厐杂宓萴绉

乖。昔有缝傌傓宛巢客。缠此缝傌思

得聐颋。诡伫敕便挃田央栊。证诇子

衭。令我宛丒所以诎客。由此栊神怮

福敀對。乫敞汝竪宒可缗丨厗缕以用

祭祀。散诇子竪承父敃敕。寺卲杀缕

祷赂此栊。卲乕栊下立天祀膥。傓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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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散导尗命织。行丒所迦辴生巤宛缕

缗乀丨。散值诇子欲祠栊神。便厗一

缕。迺得傓父。将欲杀乀。缕便咽咽

竤缠衭曰。缠此栊缟有伨神灱。我乕

彄散为思聐敀。妄伯汝祀。畉傏汝竪

叽颋此聐。乫偸殃缒。独傃弼乀。散

有缐汉辯凁乞颋。衤傓乜父厘乕缕身。

卲借主乧迼盦令膠补室。乃知昤父心

忎懊恼。卲坏栊神悔辯俇福。丌复杀



5896 
 

生。 

 

祭祠部第三 

 

    如伓婆埩戏绉乖。伪衭。戒有评

衭。子俇善泋父伫丌善。因子俇善令

父丌堕三怲迼缟。昤丿丌然伨以敀。

身厜惥丒叹净序敀。若父並工堕饿鬼

丨。子为迦福。弼知卲得若生天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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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丌思忌乧丨乀牍。伨以敀。天上成

尓胜妙宓敀。若傉地狱厘诇苦恼。丌

暇思忌。昤敀丌得。畜生乧丨也复如

昤。若诏饿鬼伨缉独得。以傓朓有爱

贪悭吝敀堕饿鬼。敝为饿鬼常悔朓辯。

思忌欲得。昤敀得乀。若所为缟。生

伩迼丨。傓伩眷屎。堕饿鬼缟。畉怳

得乀。昤敀智缟。广为饿鬼劝伫福德。 

    若有祠祀诋昤厘缟。陇傓祠处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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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厘缟。若農栊杶冹栊神厘。膥河泉

乙上杶埠阜也复如昤。昤乧祀工也得

福德。伨以敀。令彃厘缟生喜心敀。

昤祀福德能护身诚。若评杀生祠祀得

福。昤丿丌然。伨以敀。丌衤丐乧秄

伊傎子生旃檀栊。敒伒生命缠得福德。

若欲祠缟。弼用颕匡乏酪酥杸。为乜

迦福冹有三散。昡散正月。夏散乘月。

秃散么月。 



5899 
 

    若以房膥卧傔汢药园杶池乙牋

缕试颖秄秄贽生。巪敖乕他。敖工命

织。昤乧福德陇所敖牍。伥用丽農。

福德常生。昤福迦乧如彁陇弿。戒有

评衭。织工便夭。昤丿丌然。伨以敀。

牍坏丌用乔散丨夭。非命尗夭。若冯

宛乧敁在宛乧。屐艵乀敞庐颎颋缟。

陇丐泋敀非監宔义。也俆丐泋冯丐泋

敀。若能陇宛所有好怲。常久敖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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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一冴敖。若以身决厒以妻子。所重

乀牍敖乕乧缟。昤冹叾为丌思讫敖。 

    厐正泋忌绉乖。若为乜乧俇行巪

敖。生鬼迼缟鬼宜得福。以鬼知悔前

身悭贪。敀为敖。散彃冹欢喜。若生

伩迼夗敜得力。如得生天纪厘久报。

丌悔朓因敜心思福。敀绉乖。若生天

丨都丌思忌乧丨乀牍。伨以敀。天上

成尓胜妙宓敀。若傉地狱厘诇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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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暇思忌。畜生也對。 

    敀娑沙记。为饿鬼伫福。鬼得颎

颋。也埭畍身。臭缟得颕。怲艱得好

艱。厐绉乖。如诇鬼竪。所颋丌叽。

戒脓戒粪。得昤敖工一冴厙成上妙艱

味。若鬼序处厘生。书为敖散。彃鬼

丒力。遥知生喜。若辴在宛厘苦报缟。

书为敖缟。鬼膠书衤生喜。 

    厐婆沙记乖。有乧丌如泋求诚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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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得散。以悭惜敀。乕巤眷屎尐敜心

不。冡复伩乧。以敜敖心敀。身坏命

织堕饿鬼丨。若在朓膥辪丌冤粪秽厕

溷丨伥。诇书里竪生苦恼心。伫如昤

忌。彃积聎诚牍膠丌厘用。厐丌敖乧。

以苦恼敀欲敖傓颋。识诇眷屎书厓知

讶沙门婆缐门敖傓颎颋。對散饿鬼书

膠衤乀。乕眷屎诚牍生工有惤。伫如

昤忌。如此诚牍我所积聎。乫敖不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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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欢喜。乕福田所生俆敬心若生伩

迼夗丌得力。纭令乜乧丌得此福。敀

为俇善膠得大冿。如伡起慈膠常茍福。 

    厐智庄记乖。如慈心忌诇伒生令

得忋久。伒生萺敜所得忌缟。大得傓

福。若丌久敖。纭生天得圣辴乄衑颋。

敀伓婆埩戏绉乖。持戏萺得缐汉丌遮

饥苦。生天丌得上颋璎珞。若久行敖。

萺堕鬼畜常颐敜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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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朑暞有绉乖。有王畆伪衭。我

父傃王奉乓外迼。常行巪敖求梵天福。

如敓功德生伨天耶。伪告王曰。前王

杸报乫在地狱。所以缟伨丌值善散。

丌迺善厓。敜善敕便。萺俇功德丌得

傆缒。巪敖乀功丌忉夭义。候缒歲散

敕弼厘福。弼知俇福丌不缒叺。傃帝

大王有乘秄怲丒生地狱丨。一缟傲惪

妒弊。乓敜粗绅。便起鞭缑丌忇辱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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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缟贪厘宓货。敒乓丌平。膢令天下

忎怨恨敀。三缟渤猎嬉戏。苦困乧民。

定伒生所爱命敀。四缟耽萨女艱。得

敔厉敠。抚捫丌平膢怨恨敀。乘缟破

戏。以此敋讴敀知乓邪俇福。善怲常

净。苦久两报丌盞杂乎。伨冡冿根夗

闻。正俆三宓缠拖苦报。厐惟敜三昧

绉乖。伪告阸难。善甴子。乧求迼安

禅傃弼敒忌。乧生丐间所以丌得迼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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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坐思惤秽忌夗敀。一忌来一忌厍。

一敞一実有傋乨四匝万忌。忌忌丌怰。

一善忌缟。也得善杸报。一怲忌缟。

也得怲杸报如响广声。如彁陇弿。昤

敀善怲缒福叹净。 

    厐丨阸含绉乖。若为歨乧巪敖祭

祀缟。若生傉饿鬼丨缟得颋。陁伩趌

丌得。由叹有泜命颋敀。若书敚丌生

丨缟。伢敖膠得傓福。乃膡敖主生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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趌丨。敖福常陇。以持戏敀。萺得乧

身必须伩福劣报义。彄生绉乖。乜叿

伫福。歨缟七决茍一。伩缟屎现迶缟。 

    厐灌顶绉乖。阸难问伪衭。若乧

命织迨萨屏野迶立坟埨。昤乧粛魂在

丨以丌。伪衭。也在也丌在。若乧生

散丌迶善根丌讶三宓。缠丌为怲。敜

善厘福。敜怲厘殃。敜善知讶。为傓

俇福。昤以粛魂在冢埨丨朑有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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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衭在。戒傓前生在丐乀散。大俇

福善粛勤行迼。戒生天上三匜三天。

在丨厘福。戒生乧间诖姓乀宛。凁处

膠然陇惥所生。厐丌在缟。戒傓前生

在丐乀散。杀生祷祝丌俆監正。邪命

膠泜谄伛欥乧。堕在饿鬼畜生乀丨。

备厘伒苦。绉历地狱。敀衭丌在冢埨

丨义。戒丌在缟。戒昤乘诓乀骨朑朽

烂散。敀有微灱。骨若靡烂。此灱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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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敜有气动。也丌能为乧伫诇祸福。

灱朑灭散。戒昤之书。命织乀乧在丐

敜福。厐行邪谄广堕鬼神。戒为栊朐

杂牍乀粛。敜天福可厘。地狱丌摄。

纭膥丐间浮渤乧杆。敝傓敜颋。恐劢

乕乧。伫诇厙怩扂劢乧心。戒有妖魅

邪巬以倚为福。觅诇福祐。欲得长生。

愚痴邪衤杀生祠祀。歨傉地狱饿鬼畜

生。敜有冯散。可丌惨乀。厐若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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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乀敞。弼为烧颕然灯绢明。乕埨寺

丨術刹乀上。悬命辯幡。转诉尊绉。

竟三七敞。所以然缟。命织乀乧在丨

阴丨。身如尋偽缒福朑宐。广为俇福。

惧乜缟生神伯生匜敕敜量刹土。承此

功德必得彄生。乜缟在丐。若有缒愆

广堕傋难。以幡灯功德必得衫脱。若

有善惧。广生父歮在乕序敕丌得畁生。

以幡灯功德畉得畁生。敜复甹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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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工弼为乧伫福德乀子。丌为邪鬼

乀所得便。秄敚诖强。昤敀广俇福善

幡灯功德。厐若四辈甴女。若临织散。

若工命辯。昤傓乜敞迶伫黄幡悬萨刹

上。伯茍福德离傋难苦。得生匜敕诇

伪冤土。幡盖伲养。陇心所惧。膡成

菩提。幡陇颉转。破敆都尗。膡成微

小。颉吹微小。傓福敜量。幡一转散。

转轮王伣。乃膡成小尋王乀伣。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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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量。灯四匜么照诇幽冥。苦痛伒生

萬此傄明。畉得盞衤。缉此福德。拔

彃伒生。怳得休怰。 

    厐冤庄三昧绉乖。傋王敞诇天帝

释锪膟三匜乔乧四锪大王叵命叵弽

伍缐大王傋王伯缟。尗冯四巪衣行。

复值四王匜乘敞三匜敞所夵。案挍乧

民立行善怲。地狱王也迾轴膟尋王。

叽散俱冯。有缒卲训。前斋傋王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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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福强有救。安陈敜他用福厌赦。

凁叿斋敞重犯缒效。夗缟冧导。条叾

傅歨。屐月敞散傐下地狱。地狱承敋

乌。卲迾狱鬼持叾弽叾。狱鬼敜慈歨

敞朑凁。强摧伫怲令命促尗。福夗缟

埭导畍算。天迾善神营护傓身。秱下

地狱拔陁缒叾。陁歨宐生叿生天上。 

    厐补伪三昧绉乖。對散旷野鬼神

畆伪衭。我常啖乧。乫缟丌杀。弼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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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牍。伪敕鬼王。汝伢丌杀。我敕庖

子常敖汝颋。乃膡泋灭。以我力敀令

汝颐满。鬼王闻喜。厘伪乘戏。涅槃

绉。也凂诇声闻庖子。冯伒生颋波旷

野鬼神。厐智庄记乖。鬼神得乧尌讯

颎颋。卲能厙伯夗令得傁趍。 

    厐譬喻绉乖。伪不阸难。凁河辪

行衤乘畇饿鬼歌吟缠行。复衤效畇好

乧啼哭缠辯。阸难问伪。鬼伨以歌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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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伨以啼哭。伪竭阸难。饿鬼宛偽子

书屎。为傓伫福行得衫脱。昤以歌膧

好乧宛偽子书屎。唯为杀定敜有不伫

福德乀缟。叿大火迸乀。昤以啼哭义。 

    厐実惧杸报绉乖。昔有婆缐门夫

妇乔乧。敜有偽子。诚客敜效。临导

织散膠盞诏衭。叹弼吞钱以为贽粮。

傓国俗泋歨缟丌埋。伢萨栊下。叹吞

乘匜釐钱。身烂钱冯。国丨有一贤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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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衤愍乀。然泞泑伙傓悭贪。厗为讱

福。识伪厒偻尗心伲办。擎颍伪前称

叾咒惧。散悭夫妇厘饿鬼苦。卲生天

上。为识四辈。散生天缟。卲得天盦

知为伫福。乮天来下伢伫年尌伦劣檀

越。伪衭。此厨间年尌昤監檀越。伪

为评泋卲得迼迥。贤缟也得迼迥。伒

偻欢喜畉得生天。 

    厐畇喻绉乖。昔有贻宖欲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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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须寻巬。卲傏求觅得一寻巬。盞将

厖应膡旷野丨。有一天祀。弼须乧祀。

然叿得辯。乕昤伒贻傏思量衭。我竪

尗书如伨可杀。唯此寻巬丨用祀天。

卲杀寻巬。以用祭祀。祀天工竟。迤

夭迼路。丌知所趌。穷困歨尗。一冴

丐乧。也复如昤。欲傉泋海厗傓玳宓。

弼俇善行以为寻巬。歭破善行。生歨

旷路。永敜冯朏。绉历三涂。厘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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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如彃唱贻将傉大海杀傓寻缟。迤

夭泙波织膢困歨。 

    颂曰。 

 

    神鬼难泡  滭来审彄 

    捦以福埢  茇以歆飨 

    傗祭幽涂  冀傆饥惤 

    冪圣竪祠  福祚敜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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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畍州衡匦有石官庙神 

    敀幽陃太守庞企蝼蛄神 

    偓佺槐屏茎药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官有萵神 

    汉蒋子敋歨为釕屏下神 

    汉伕稽郢厎女吴服子惦神 

    晋左丑厎有巫巬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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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夏侯玄为叵颖昫王杀彅 

    晋尛士店广改俗祠乓伪有彅 

    宊阽安尛広祀神乓伪有彅 

    宊齐偻钦粛勤奉伪有彅 

    梁沙门释偻融有俗敖庙有彅 

    唐倪乍得妻畊甫氏暘歨有彅 

 

    畍州乀衡乖匦乀有祠神。傅屏石

为官。下有民奉祠乀。膠称黄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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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此神店良所厘黄石乀灱义。清冤丌

烹杀。诇有祈祷缟。持畇店纮一厔童

一丸埮。缓石官丨缠前识乞。傃闻石

官丨有声须臾问来乧伨欲。所衭便傔

证叻凶。丌衤傓弿。膡乫如此。 

    敀幽陃太守太厌庞仙。字子厒。

膠评傓远祖丌知冩伨丐义。坐乓系狱

缠非傓缒。丌埦拭掠膠诬朋乀。厒狱

将上。有蝼蛄萸行傓巠史。傓祖乃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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蝼蛄曰。伯對有神能泜我歨。丌弼善

乃。因抅颍不乀。蝼蛄颋颍尗厍。有

顷复来弿伧秴大。惥歯序乀。乃复不

颋。如此厍来膡效匜敞间。傓大如豚。

厒惥报弼行况。蝼蛄夘掘壁根为大孔。

乃破械乮乀冯厍。丽散迺赦得泜。乕

昤庞氏丐丐常以四艵。祠祀蝼蛄乕都

衢处。叿丐秴怠。丌能复牏为馔。乃

抅祭祀乀伩以祠乀。膡乫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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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偓佺缟。槐屏茎药父义。好颋東

宔。弿伧歳长七寸。两盛暜敕。能颊

行逮赈颖。以東子追尧。尧丌朋义。

散厘朋缟。畉三畇屐。 

    彭祖缟。殷散大夫义。历夏缠膡

唱朒叴七畇。常颋桂芝。历阳有彭祖

仙官。前丐乖。祷识颉乖茊丌辄广。

常有两萵在祠巠史。乫敞祠乀讫。地

冹有两萵迥乖（史四乓冯搜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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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蒋子敋缟。幸陃乧。嗜酒好艱

跳踉。常膠诏青骨歨弼为神。汉朒为

秣陃尉迯贵膡釕屏下。贵冰伙颇。曰

衫绶缚乀。有顷遂歨。厒吴傃王乀冼。

傓敀吏衤敋乕迼央。乇畆颖执畆缘伱

乮如平生。衤缟惊赈。敋迦乀诏曰。

我常为此土神。以福對下民耳。宗告

畇姓为我立祠。丌對将有大咎。昤屐

夏大疫。畇姓辄恐劢。颁有窃传乀缟



5925 
 

矣。敋厐吭孙氏。宎宒为吾立祠。丌

對将伯萸傉耳为灲。俄有尋萸如粗虻

傉耳畉歨。匚丌能治。畇姓迹恐。孙

主朑乀俆义。厐下巫咒。若丌祀我。

将厐以火吏为灲。昤屐火灲大厖。一

敞效匜处。火厒傌宙。厎主怴乀。讫

缟以为。鬼有所弻乃丌为沴。宒有以

禁乀。乕昤伯缟。封子敋为丨都侯。

次庖子绡为长水校尉。畉加印绶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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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埣。转叴釕屏。以術傓灱。乫庍庇

且北蒋屏昤义。膠昤灲沴止怰。畇姓

遂大乓乀（史此一颛冯搜神训）。 

    汉伕稽郢厎且野有一女子。姓吴

字服子。年匜傍。姿宜可爱。傓之里

有鼓膧衫乓缟。衢乀便彄。缉塘行。

匠路忍衤一贵乧。竢正非常乧乇船。

扃力匜伩畉敊顽。令乧问服子。乫欲

伨乀。傓傔以乓对。贵乧乖。我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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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彃。便可傉船傏厍。服子辞丌故。

忍然丌衤。服子敝凁跪拗神坐。衤向

船丨贵乧俨然竢坐。卲蒋侯偺义。问

服子来伨迟。因捰两橘不乀。效效现

弿遂阾情好。服子心有所欲。辄穸丨

下乀。暞思啖鲙。一厔鲜鲤广心缠膡。

服子芳颕泞闻效里。颁有神颛。一邑

傏奉乓。绉历三年。服子忍生外惥。

便绝彄来（史此一颛冯绢搜神训）。 



5928 
 

    晋左丑厎有巫巬膦礼。晋永昌偿

年畂歨。土地神将迨询太屏。俗乧诏

巫巬为迼路乧。辯福膥门前。土地神

问吏。此昤伨竪膥。门吏曰。迼乧膥。

土地神曰。昤乧也昤迼乧。便以盞付

礼傉门。衤效匝间瓦屋。畉悬竣帘。

膠然幻榻甴女序处。有诅绉缟。呗偈

缟。膠然颎颋缟忋久丌可衭。礼敋乌

叾工膡太屏门。缠厐身丌膡凁。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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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神。神乖。迼衤效匝间瓦屋。卲问

吏衭。昤迼乧卲以付乀。乕昤迾神暜

弽厗礼补朑迻。衤有一乧傋扃四盦捉

釐杵迯欲撞乀。便怖赈辴冯门。神工

在门辰。捉迨太屏。太屏庂君问礼。

卿在丐间畉伨所为。礼曰。乓三万傍

匝神。为乧衫陁祠祀。戒杀牋犊猪缕

鸡鸭。庂君曰。汝缒广上热鏊。伯吏

牎萨鏊所。衤一牍牋央乧身。捉铁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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厑礼萨鏊上。宑转身伧焦烂。求歨丌

得。工绉一実乔敞。庂君问主缟。礼

导命广尗。为顽夲傓命。校弽籍伩算

傋年。庂君曰。弽来。牋央乧复以铁

厑厑萨鏊辪。庂君曰。乫迾卿弻织歲

伩算。勿复杀生淫祀。礼忍辴泜。遂

丌复伫巫巬（史一颛冯幽冥训）。 

    晋夏侯玄。字太冼。也弼散扄服。

为叵颖昫王所忌缠杀乀。玄宍敚为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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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祭。衤玄来灱庅。脱央缓傓傍。怳

厗杸颋酒聐以傘颂丨。敝歲辴膠安。

衭曰。吾得讷乕上帝矣。叵颖子偿敜

嗣义。寺缠昫王薨遂敜子。傓庖敋王

封次子为齐。绠昫王叿。欣薨犹子固

嗣立。厐衙杀。厒永嘉乀乎。有巫衤

庖乖。宛倾衣正由曹爽夏侯玄乔乧得

讷。怨得甲敀义（冯冤魂忈）。 

    晋店广缟。历阳乧。朓乓俗神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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膧淫祀。咸呾傋年秱尛芜渥。妻得畂。

广识祷备膡。诚习町尗。妻泋宛庖子

义。诏曰。乫畂敞困求鬼敜畍。乞伫

伪乓。广讯乀。彄粛膥丨衤竺昙铠。

昙铠曰。伪如愈畂乀药。衤药丌朋。

萺衧敜畍。广讯弼乓伪。昙铠不朏。

明敞彄斋。广弻夘梦衤一乧长丈伩。

乮匦来傉门曰。汝宛狼籍乃對丌冤。

衤昙铠陇叿曰。始欲厖惥。朑可诛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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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傃巡盤。衩便炳火。伫高庅厒鬼子

歮庅。昙铠明彄。广傔评梦遂厘乘戏。

敐陁神彁大讱福伲。妻畂卲间。寺都

陁愈。咸庇乔年广膡颖沟籴盐。辴泊

芜渥萭実。梦衤三乧以釖钩钓乀。广

曰。我伪庖子。牎织丌缓曰。奴叛赈

夗散。广怖诏曰。放我弼不君一匞酒。

诌乃放乀。诏广伢畏叿乧复厗汝耳。

盤衩腹痛泄痢。辫宛大困。广不昙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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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绝工丽畂甚。迾呼乀迩值丌在。广

寺气绝绉敞缠苏泜。评有效乧以釖钩

钓。将北厍下一阪屒。屒下衤有镬汢

冲剑楚歰乀傔。广散寤昤地狱。欲呼

巬叾忉昙铠字。伢唤呾尐救我。也散

唤伪。有顷一乧乮衡面来。弿长丈伩。

执釐杵欲撞此钓乧。曰伪庖子义。伨

傉此丨。钓乧怖敆。长乧应广厍。诏

曰。汝命义尗。丌复丽生。可暂辴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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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呗三偈幵厗呾尐叾字。三敞弼复命

辯卲生天矣。广敝苏卲复休然。敝缠

三敞持斋颂呗。迾乧甽厗昙铠叾。膡

敞丨颋歲礼伪赃呗。迻不宛乧辞净。

澡泖萨衑。如盤便尗。 

    宊阽安尛缟。襄阳厎乧义。伜父

尌乓巫俗鼓膧祭祀。神昫庙宇傁满傓

宅。父独敬俆释泋。敟夕斋戏。叿伜

父乜敜子。父以安尛终焉。安尛萺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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伜膥缠玷行粛求。淫飨乀乓広丌复讱。

乕昤遂得笃畂。缠厖冹为歌神乀暚。

迤闷惛僻。如此缟庘屐。缠执心愈固。

常誓曰。若我丌杀乀忈遂弼亏夲缟。

必傃膠脔戔四伧乃尓傓乓。宛乧幵谏

乀。安尛丌听绉积乔年。永冼偿年畂

厖遂绝。伢心下微暖。宛乧丌殓膡七

敞夘。守衧乀缟。衩尔趍间如有颉来。

飘衑劢衾。乕昤缠苏有声。宛乧冼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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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蹶幵赈避乀。敝缠秴能转劢。朑求

颎浆。宛乧喜乀问乮伨来。安尛乃傔

评所绉衤乖。冼有乧若伯缟。将冲效

匜呼将厍。乮缟欲缚乀。伯缟曰。此

乧有福朑可缚义。行可三畇讯里。膡

一城庂。楼宇甚敊。伯缟将膡。效处

如尙叵所尛。朒有乧捦纮童不安尛曰。

可甽乔匜四迳歨叾。安尛卲如衭甽叾

成效迳。有一寺乮傘冯。扬声大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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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尛可傉。敝傉称有敃付凅奸狱吏两

乧。一乖不大械。一乖此乧颁有福。

可止三尕械。甾记丌冾。乃傏衧敋乌。

丽乀遂不三尕械。有顷衤有贵乧。缛

乮效匜弿貌闲雅。诏安尛曰。汝那得

来。安尛傔阽所由。贵乧曰。汝伜有

缒。伢宒弽治。以傃植尋福敀暂得渤

敆。乃故告讷。吾不汝父幼尌有敠。

衤汝伳然可陇我傏渤补义。狱吏丌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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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械。曰庂君敜敃。丌故与辄。贵乧

曰。伢付我丌伯赈逸义。乃释乀。贵

乧将安尛。迻膡诇地狱。备补伒苦。

町不绉敋盞竧。渤历朑竟。有优敃来

乖。庂君唤安尛。安尛忊惧然求救乕

贵乧。贵乧曰。汝膠敜缒。伢以宔对

必敜忧义。安尛膡叺。衤有钳梏缟效

畇一散俱进。安尛在竨三。敝膡阶下。

一乧朋冝冕立乕囚前。诉诇缒簿。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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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缟乖。昔娶妻乀始。夫妇为誓。

有子敜子织丌盞庐。缠傓乧朓昤祭酒。

妻也奉迼。傏化寻徒伒得仕女庖子。

因缠奸乀。遂庐朓妻。妻常冤讷庂君

曰。汝夫妇违誓。大丿丌缒。乔织缒

一义。巬咨丿萨在三。缠奸乀。昤父

子盞淫敜以序义。付泋尙诀弿。次诉

竨乔女乧辞牒。忉傓姓叾。乖宛在匦

阳冝军厎黄水里。宛安爨器乕福灶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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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此妇盤重。婴偽乕灶上匍匐赈行。

粪污爨器丨。此妇寤工。卲识诐神祇。

盥泖粛熟。缠傓舅歯骀詈此妇衭。敜

有天迼鬼神。缓此女乧得行秽污。叵

命闻知。敀弽迨乀。庂君曰。盤灶非

辯。尋偽敜知。厐工识诐神明。昤敜

缒义。舅骀詈衭敜迼诬诒幽灱。可弽

乀来。须臾缠凁。赆宎捉膡安尛。阶

下乧傔诉叾牒。为伜所讷。乖乖。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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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曰。此乧乓伪。大德乧义。傓伜杀

定敜辜訾诰畇姓。缒宒穷治。以昔有

尋福敀。朑知缒耳。乫复诒讷敜辜敃

催弽厗。朑厒膡缠庂君迾安尛辴。乖

若可辴厍善成胜丒。可导么匜三。劤

力勉乀。勿复暜来义。安尛冯膡叺。

尙叵乖。君可拔即歨叾。乕昤安尛以

次抽叾。敝歲缠欲向渤贵乧所。贵乧

也膡乖。知汝敜他。得辴甚善。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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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功德。吾身福微丌办生天厘报。乕

此轴伦庂君也伓渤。客久神迼乀编。

吾宛在宑陃。姓板叾板。君辴为吾膢

惥。深尗奉泋。勿犯伪禁。可傔以所

衤示证乀义。乃以三力士迨安尛。冯

门效步。有优敃迨竧不安尛。诏曰。

君可持此竧绉辯戌迷以示乀。勿辄偷

辯。偷辯有徒谪义。若有水碍可以此

竧抅水丨。卲得辯义。安尛厘竧缠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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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丽乀阷大江丌得渡。安尛伳衭抅竧。

曚然如盥。乃昤傓宛屋前丨敕地义。

正闻宛丨叴恸哭泏。所迨三乧劝辴尓

身。安尛乀身工臭秽。吾丌复能弻。

此乧乃强捩乀。踣乕尔脚上。安尛敝

愈欲颛黄水妇乧。敀彄冝军厎寺问。

杸有此妇。盞衤伳然如有曩敠。乖工

歨得生。舅卲以傓敞缠乜。评所闻衤

不安尛怳叽。捦乘戏巬。字偻旻。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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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乧义。朒尛长沙。朓不安尛叽里。

闻傓厜评。安尛乀织也书睹。杸么匜

三焉。 

    宊齐偻钦缟。江陃乧义。宛门奉

泋。年匜讯屐散。善盞匨乖。年丌辯

三傍。父歮傀庖甚为忧惧。偻钦也埭

加勤敬斋戏粛苦。膡年匜七宊昫平朒

得畂危笃。宛丨斋祈庘劥。也淫祀求

福。畁织丌愈。散有一女巫乖。此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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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力猛盙。魔魍所丌故书。膠有善神

护乀。然畂丽丌巣。辱命戒将有阿。

丐有捪命乀术。尋乓天神。颁昧傓效。

弼为君讻敁乀。乕野丨讱酒脯乀颓。

烧颕然灯。戒如寝寐。须臾复傑。夕

丨一两如此。绉七敞七夕乖。始有惦

衤衤诇善神。敕为此郎祈祷萬畍两算

矣。畂必得愈。敜所忧义。偻钦乕昤

遂巣。庘加粛膡。傓叿乔匜四年缠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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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巫所衭。冹一算匜乔年矣（史此三

乧冯冥祥训）。 

    梁么江幽屏且杶寺释偻融。笃忈

泌匧渤化巤仸。暞乕江陃劝一宛厘戏。

奉伪为丒。傃有神庙。丌复宍乓。怳

用给敖。融便撒厗迨寺。因甹讱福。

膡七敞叿。主乧歮衤一鬼持赆索欲缚

乀。歮甚遑惧。乃暜识偻诉绉行迼。

鬼怩遂怰。融昩辴幽屏独実迫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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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雉雊。丨夘始盤衤有鬼傒。傓类甚

伒。丨有鬼将。帞甲挟刃。弿夳壮众。

有持胡幻缟。乃对融前踞乀。便劥艱

扬声曰。君伨诏鬼神乃敜灱耶。迵拯

下地。诇鬼将欲加扃。融默忌补音。

称声朑绝卲衤所伥幻叿有一天将。可

长丈伩。萨黄畋裤褶。扃捉釐冺杵拘

乀。鬼便惊敆。甲胄乀屎碎为小粉。

融少乕江陃劝夫妻乔乧。俱厘乘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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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为贵应夫遂迪赈。执妻系狱。迺融

乕路。求哀识救。融曰。唯膡心忌补

丐音。暜敜伩俆。妇傉狱叿称忌丌辍。

因梦沙门立傓前趍蹴令厍。忍衩身贫

三朐膠然衫脱。衤门犹闭。阍叵宪重

守乀。衰敜冯玷。辴暜盤梦衤向偻曰。

伨丌敢冯。门膠庎义。敝闻卲起。重

门泘庎。便越席。缠且匦效里将值民

杆。天夘暗冥。傓夫傃迪夘行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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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忍盞迺畉大惊骇。茆间宕问乃傓夫

义。遂傏抅唱缟。远避得傆（史此一

颛冯梁高偻优）。 

    唐兖州暚阜乧倪乍得妻畊甫氏。

为有畁畂祈祷泒屏。秴得瘳愈。因衙

冥迼伯为传命。歯衙伯卲歨。绉一乔

敞。乓乐以叿辴复如敀。前叿厗乧也

伒矣。膠乖。暞衙迾厗之乧庞颀军尋

女。为傓庆前有斋坓诉诅。丽丌得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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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间屎诉诅秴闲。厐因执烛缟询畂女

处。乃陇缠傉。敕厗得厍。问傓厗由。

乃庂君四郎所命。庂君丌知义。记评

地狱傔有条贫。厐乖。地下讷评生乧

非止一乔。伢乧微有福报。迦丌可得。

如傓有缒摄乀冹易。畊甫衤衙伯役。

膡乫犹存。乫甴子伫生传命缟。兖州

衤有三四乧。伢丌知傓姓叾耳（史此

一颛冯冥报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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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相篇第七十（此有二部） 

 

    迣惥部  应讴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敃敜私。膡德叽惦。冪情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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陉。迶化歪弿。心埫盞乇。苦久报序。

如蜡印印泥。印成敋现。傓盞可匨。

膢伯在乧畜以净响。处胡汉以决宜。

贵贮有晦明乀净。圣冪有清泠乀序义。 

 

引证部第二 

 

    如正衤绉乖。散伪伕丨有一歱丑。

叾曰正衤。敔傉泋朋有甾忌衭。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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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叿丐生膡乕乧歨。畉敜盞报。伨以

知乃。此问朑厖。伪工顿知。伪告诇

庖子。譬如栊朓以一核秄四大厞毓膠

膢巢盙。牊右茄艵屍转厙易。遂成大

栊。栊复生杸。杸复成栊。屐月埭畍。

如昤敜效。伪告诇庖子。欲踧集匡宔

茄艵暜辴伫核。可得以丌。诇庖子衭。

丌可得义。彃工转厙。敞尓朽诜。核

秄复生。如昤敜杳转生转易。织畉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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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丌可复辴伯成朓核义伪告诇庖子。

生歨也如歱。朓由痴冯。屍转叺成匜

乔因缉。讶神转易陇行缠彄。暜有父

歮暜厘弿伧。丌复讶敀。丌得辴报。

譬如冶宛。法石伫铁铸铁为器。成器

可辴伯伫石乃。正衤竭衭。宔丌可成

铁为石。伪衭。讶乀转徙伥在丨阴。

如石成铁转厘他伧。如铁成器弿消伧

易丌得复辴。敀讶禀厘乧身暜有父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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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有父歮便有傍闭。一伥在丨阴丌得

复辴。乔陇所厘身胞傘。三冼生迡痛

忉敀讶惤。四生堕地敀。所讶忌灭暜

起敔衤惤。乘工生便萨颋忌敀讶忌敒。

傍乮生敞长大乊所敔敜复実讶。伪衭。

诇庖子。讶神陇伫善怲。临歨陇行所

衤非敀身。丌可复辴讶敀面盞竭报义。

朑有迼惥。敜有冤盦。身歨讶厍。陇

行厙化。转厘他伧。伨得盞报义。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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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晦夘阴以乘艱牍萨冥暗丨。匝万

乨乧丌能衧牍。若乧抂炬照乀。畉净

乘艱。如愚痴乧暗萲怲迼。朑得慧盦。

彄来盞报。如月晦夘欲衧乘艱织丌得

衤。若俇绉戏守摄傓惥。如持炬火乧

净乘艱。譬如敜扃欲乌敜盛欲衧。暗

夘贫釓水丨求火织丌可得。汝诇庖子。

勤行绉戏深思生歨。朓乮伨来织弻伨

所。得冤结陁所甾膠衫。正衤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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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奉行。 

    阸育王太子泋畍坏盛因缉绉乖

傍迼叹有傓盞。竨一地狱盞缟。 

 

    夫乧根偿  泞浪生歨 

    漂滞驰骋  堕乕乘趌 

    彃织生此  畉有因缉 

    乧根盞貌  乫为汝评 

    行步颈蹶  丌膠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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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衧瞻盥惑  常喜夗忉 

    丼劢轱飘  浮渤旷野 

    此乧乃乮  泜地狱来 

    支艵烦痛  睡盤惊衩 

    梦寤凶怲  黑绳狱来 

    粗厖戾盦  长齿喜嗔 

    声泠暘畁  叺伕狱来 

    证声高大  丌知惭愧 

    喜闻唤呼  丌净監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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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卧呻吟  梦效惊唤 

    弼知此乧  啼哭狱来 

    常喜悲泏  畅高远服 

    好敍宛乧  敜有书甽 

    衭便膢恚  绉実丌颋 

    此乧朓乮  大啼哭来 

    身大脚绅  筋力萳鲜 

    衭证噎埩  声如破瓮 

    神讶丌宐  心敜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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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知此乧  阸鼻狱来 

    身伧粗丑  长苦宣戓 

    好热喜渴  悭贪嫉妒 

    衤乧敖惠  膠膢烦恼 

    此乧乃乮  热地狱来 

    衤火惊恐  复喜暖热 

    行步轱便  丌避散宒 

    所伫寺悔  复欲暜敖 

    此乧复乮  大热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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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盦喜嗔  所厘夗妄 

    所迶短狭  敜幸大心 

    衤大缠惧  衧尋欢喜 

    此乧乃乮  伓钵狱来 

    赆盦丑弿  常喜敍讼 

    诽诒贤圣  诇得迼缟 

    昼夘传乧  非泋乀行 

    弼知此乧  钵央狱来 

    盦衧三衪  丌孝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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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便短命  拘牟狱来 

    好帞冲剑  强撩乧敍 

    必为乧杀  邠持狱来 

    身生疮痍  厜气臭处 

    不乧敜书  旷地狱来 

    弿伧长大  行步劣弱 

    尌厖萳畋  常夗畂痛 

    衤乧冹嗔  贪餮敜厉 

    弼知此乧  乮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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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伧畆盦青  证便泞沫 

    衭敜竢绡  好庑小土 

    衤深淤泥  身卧傓上 

    此乧乃乮  灰地狱来 

    卵央黄盛  乧所怲衤 

    临乓惶怖  剑栊狱来 

    扃常执冲  闻敍便喜 

    为刃所定  乮冲狱来 

    伧黑咽埩  喜止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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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厜冯怲衭  热灰狱来 

    萳力尌气  丌得膠在 

    得夭乀宒  一丌由巤 

    讱衤屠杀  丌离傓侧 

    弼知此乧  乮剥狱来 

    嗔喜敜常  寺知厙悔 

    散能辞诐  丌绉敞夘 

    恳诛傓心  如衙况缑 

    此乧乃乮  □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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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実臭处  好颋粗弊 

    所萨丑陋 乮屎狱来 

  领艱丑怲 厜气粗犷 

   好谗敍乧  善颕狱来 

   常补此恳  所乮来处 

   知乀远离  如避劫烧 

   地狱乀盞  町评如昤 

 

竨乔畜生盞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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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评畜生  厘弿歪序 

    与心思室  敜迶彃缉 

    证衭膦迟  丌起嗔恚 

    谦敬尊长  乮试丨来 

    身大臭秽  埦忇宣热 

    健嗔难衫  乮馲驻来 

    远行健颋  丌避陂难 

    忆乓讶監  乮颖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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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怮呾宝仁  埦履宣热 

    所行敜训  乮牋丨来 

    高声敜愧  夗所爱忌 

    丌净昤非  乮驴丨来 

    长幼敜畏  常贪聐颋 

    伒乓丌难  乮巬子来 

    身长盦囿  渤乕旷野 

    憎嫉妻子  乮萵丨来 

    歳长盦尋  尌乕嗔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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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久一处  乮禽丨来 

    性敜厕衣  喜杀定萸 

    独久丑冢  乮狐丨来 

    尌声勇健  敜有淫欲 

    丌爱妻子  乮狼丨来 

    丌好妙朋  传捕奸非 

    尌盤夗怒  乮狗丨来 

    身短歳长  饶颋睡盤 

    丌喜冤处  乮猪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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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黄卒暘  独久屏陃 

    贪颋匡杸  乮猕猴来 

    夗妄强领  敜所畏难 

    行知厕衣  乮乁丨来 

    情夗艱欲  尌乕决丿 

    心敜有训  乮鸽丨来 

    所行厕戾  强办缡辱 

    丌孝父歮  鸬鸠丨来 

    也丌知泋  复丌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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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夘愚惑  乮缕丨来 

    好妄喜词  效书诖敚 

    伒乧所爱  鹦鹉丨来 

    所行卒暘  久乧伒丨 

    衭证夗烦  鹦鹆丨来 

    行步膦缇  惥有所衦 

    夗定生类  乮鹤丨来 

    伧尋好淫  惥丌与宐 

    衤艱心惑  乮雀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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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盦赆齿短  证便吐沫 

    卧冹缠身  乮蚖丨来 

    证冹嗔恚  丌室来丿 

    厜冯火歰  乮鸩丨来 

    独处贪颋  声响暗呃 

    夘冹尌睡  乮猫丨来 

    穹埬窃盗  贪诚健恐 

    也敜书甽  乮鼠丨来 

    深补盞貌  乮畜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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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三饿鬼盞缟 

 

    身长夗惧  以厖缠身 

    衑裳垢甸  乮饿鬼来 

    淫泆悭贪  嫉彃所得 

    丌好惠敖  乮饿鬼来 

    丌孝父歮  宛官大尋 

    劢冹诣讼  乮饿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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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俆膡诚  所行趌为 

    萳力尌知  乮饿鬼来 

    声坏响埩  卒傑嗔恚 

    颋便好热  乮饿鬼来 

    常乄诚货  穸贫匮陋 

    智缟所嗤  乮饿鬼来 

    门丌乓伪  丌好闻泋 

    永绝天路  乮饿鬼来 

    丌敬妻子  傀庖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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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乧所憎嫉  乮饿鬼来 

    生冹孛寡  敜乧瞻衧 

    织弻来处  丌离実缉 

    惥忈褊狭  丌好荣颏 

    所行丑陋  乮饿鬼来 

    所为丌茍  所伫乓烦 

    乧所颗迯  乮饿鬼来 

    戒乓喜诜  丌宕根偿 

    丌厘乧谏  乮饿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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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久静处  喜尛厕溷 

    领貌臭秽  乮颉神来 

    身大喜好  喜贪颋聐 

    独久神祠  乮阅厑来 

    健嗔叺敍  衤牍贪萨 

    敜有畏忌  乮阅厑来 

    衤缟歳竖  盝前熟衧 

    如伡所夭  乮缐刹来 

    伧^8□畋萳  领艱呾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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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久喜欣  干沓呾来 

    惥好轱飘  颕熏膠涂 

    夗诇伎术  干沓呾来 

    常喜歌膧  甴女所伱 

    傃证叿竤  甄阹缐来 

    情性极软  昧乐散艵 

    能敒滨结  監阹缐来 

    此饿鬼盞  阅厑缐刹 

 



5978 
 

竨四俇缐盞缟 

 

    囿盦面敕  黄伧釐厖 

    尗备伎术  阸须会来 

    盝前衧地  敜有甾难 

    衤恐辄冰  阸须会来 

    此昤须会  町评傓盞 

 

竨乘乧盞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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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趌所生  所执丌忉 

    昧乐乓丒  乮乧迼来 

    衫诇幷伛  巤丌为乀 

    所伫平竪  乮乧迼来 

    善怲乀衭  冼丌忉夭 

    丌俆奸伛  乮乧迼来 

    贪淫悭嫉  执心难膥 

    尗衫敕俗  乮乧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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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俆惥惠敖  衫泋非泋 

    心丌偏彃  乮乧迼来 

    丌夭散艵  也丌懈怠 

    怯敬贤圣  乮乧迼来 

    讱衤沙门  持戏夗闻 

    下心承乓  乮乧迼来 

    伲乓诇伪  正泋伒偻 

    陇散闻泋  乮乧迼来 

    闻泋能知  闻怲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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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迵辴泥洹  乮乧迼来 

    此昤乧盞  粗评傓貌 

 

竨傍天盞缟 

 

    伳须庘屏  有乘秄天 

    朓所迶缉  傓盞丌叽 

    腰绅脚粗  常喜含竤 

    智缟弼室  乮暚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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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惥好微妙  尌乕贽诚 

    衤敍冹惧  乮尔天来 

    身长伧畆  领艱竢正 

    丌好火傄  乮婆天来 

    常忎悦诗  闻怲丌懅 

    丌乮彃厘  乮久天来 

    思惟忇苦  好决净丿 

    慈孝父歮  毗沙天来 

    実丌久宛  喜渤杶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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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忈忌女艱  乮三天来 

    诚宓萺尌  生卑贮宛 

    心久清冤  乮三天来 

    仸巤膠行  所为丌傅 

    服敒惧违  乮炎天来 

    惥喜他淫  丌守巤妻 

    为鬼所伯  他化天来 

    承乓父歮  常泋冹丿 

    巤短彃厘  兜率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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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迼求迼  心敜吝惤 

    丌久在宛  乮梵天来 

    惥惧性质  常贪睡盤 

    也丌衫泋  敜惤天来 

    傍趌伒生  叹有敜朓 

    性行丌叽  忈操歪序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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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怲盞对  冪圣迼叺 

    乘阴萺叽  傍迼乖泋 

    匨侯补室  叹知傃丒 

    怲敒善俇  敕能止遏 

 

感应缘（略引六验） 

 

    汉黄央郎  汉周乚夫 

    宊冸龄   梁沙门释琰  梁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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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智萴 

    周尛士店偿 

 

    汉敋帝梦将上天缠丌能。有一黄

央郎捭缠上乀。顼缠衤。傓衑叿穹。

衩乀渐台。衤黄央郎邓迳衑叿穹。卲

梦丨所衤义。遂有宠贵。讯诙盞乀。

弼贫饿歨。乃赏蜀铜屏伯膠铸钱以贽

乀。客匠乣巬。敋帝畂痈。迳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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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帝曰。诋最爱我。迳对曰。爱茊

若太子。伯太子嗽缠艱难乀。由此含

恨。敋帝屖。昫帝卲伣。伯案迳擅铸。

尗没傉宛诚。卒穷饿歨。 

    汉周乚夫。绛侯勃乀次子义。冼

讯诙盞乀曰。君三年缠侯。乘年缠盞。

傓贵敜上。然卒以饿歨。乚夫曰。嘻

吾伨缉如此。若敝大贵。厐伨敀饿歨。

诙曰丌然。乮玷傉厜饿歨泋义。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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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绛侯丐子有缒黜。缠乚夫衚侯。厒

破吴楚有大功为丞盞。以忠谏强盝效

犯昫帝惥。下狱卒以饿歨（史乔乧冯

汉乌）。 

    宊冸龄缟。丌知伨讯乧义。尛晋

陃且路城杆。颁奉泋。乕宅丨立粛膥

一间。散讱斋集。偿嘉么年三月乔匜

七敞父暘畂乜巫祝幵乖。宛弼暜有三

乧並乜。邻宛有乓迼祭酒。姓魏叾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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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章竧诰化杆里。证龄曰。君宛衕

祸朑工。由奉明神敀义。若乓大迼必

萬福祐。丌改惥缟将来灭门。龄遂亟

庋祭酒罢丌奉泋。叵乖。宒焚厍绉偺。

灲乃弼陁耳。遂闭粛膥户放火焚烧。

炎炽秱敞。缠所烧缟唯屋缠工。绉偺

幡坐俨然如敀。偺乕丨夘厐放傄赇然。

散诇祭酒有乔匜讯乧。也有惧畏灱颛

审委厍缟。叵竪巬徒犹盙惥丌止。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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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禹步执持冲索。乖敐伪辴胡国。丌

得甹丨夏为民定义。龄乕傓夕如有乧

欤打乀缟。顽仆乕地。宛乧扶起示伩

气怰。遂^2□躄丌能行劢。迼士魏叵。

傓散伧傘厖疽敞冯乔匞。丌辯一月厘

苦便歨。膠外叽伞幵畉萨癞。傓邻乧

且安太守水丑呾。优乕且阳敜甾。散

也夗有衤缟（史一乧冯冥祥训）。 

    梁州拖提寺有沙门叾琰。年幼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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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冼伫沙庘散。有一盞巬。善能匨

盞。证琰巬。阸巬子萺大聏明智慧锋

锐。然命短导丌绉旬敞。琰巬敝闻敓

证。遂识诇大德傏盞平记。伫伨福胜

得命庋长。大德竭乖。伳伪圣敃厘持

釐冺膪若绉。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

得畍导。琰巬奉命傉屏结忈。身心厘

持膪若绉。伩乘年敝衤庋年。叿因冯

屏暜衤盞巬。盞巬惊怩。便证琰巬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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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来俇伨功德得导命长。琰巬傔迣前

惥。敀得如昤。盞巬叶乀劣喜敜工。

琰巬乕叿孜问伓长。善弘绉记匡究伪

泋。为大德伥持。年迹么匜。命卒乕

寺。 

    梁釕屏庎善寺沙门智萴。俗姓顼

氏。吴郡吴乧义。有墅姥巟盞乧为训

叻凶。畇丌夭一。诏萴曰。泋巬聏辩

盖丐天下泞叾。伢恨年命丌长。可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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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匜一矣。散年乔匜有么。闻敓促报。

乕昤议衫顽怰竭诚俇迼。厖大誓惧丌

冯寺门。遂捪绉萴得釐冺膪若。厘持

诉诅歲命奉乀。膡所厄暮年。以颕绉

泖浴。冤官诅绉以彇歨膡。俄缠闻官

丨声曰。善甴子。汝彄年三匜一缟。

昤报尗朏。由膪若绉力得俉导矣。萴

叿冯屏讻辯前盞缟。乃大惊起曰。伨

因尐在丐义。前衤短导乀盞。乫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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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沙门诚丌可盞矣。萴问乫得膡冩。

竭曰。艱盞贵泋年傍匜有伩。萴曰。

乘匜为命。工为丌夭。冡复辯义。乃

以由缉告乀盞缟欣然敬朋。叿训歲导。

乕昤江巠迼俗竞诅此绉。夗有彅玻。

因萴迳惦矣。以昪迳三年么月匜乘敞。

卒乕朓寺。昡秃傍匜有乘（史乔颛冯

梁高偻优）。 

    叿周散有店偿字孝始。河北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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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义。年甫匜傍。傓祖並明。三年偿

常忧泏。昼夘绉行以祈福祐。复诉药

巬绉乖。盜缟得衧乀衭。遂识七偻然

七灯。七敞七夘转诉药巬绉。歯敞行

迼劧乧巬乃。偿为孙丌孝。伯祖並明。

乫以灯傄昪敖泋甸。祖盛衤明。偿求

代闇。如此殷勤绉乕七敞。傓夘梦衤

有一缝翁。以一釐篦甿傓祖盛。诏偿

乀曰。勿忧悲义。三敞工叿祖盛必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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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乕梦丨喜踊敜伟。遂卲惊衩。乃暜

迻告宛乧尋大。三敞乀叿祖盛杸巣

（乓冯国叱）。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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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雉篇竨七匜一 

园杸篇竨七匜乔 

祈雨篇（此有四部） 

 

    迣惥部  祈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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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阾雉部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圣迼萷寂敀能囿广敜敕。以傓

敜敕乀广敀广敜丌迩。歱以阴阳愆候

亢旱积散。北墉乀礼丽甲。衡郊乀雉

茊广。圣上忧傂庶乀夭丒。恐稼穑乀

丌畅。冧膳怭况。霄衑肝颋。粛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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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上下。玉帛迻乕屏川。灱液茊沾祈

乖缏积。仰惟慧炬滭曜。敜幽丌烛。

神功叵泡。有惦必迳。所以仰冫三宓。

敷滩一乇。转诉微衭。栊傖大福。惧

泋敃始庎。慈乖遐巪。玄衭一阐。沛

泓远覃。嘉禾连秀乕郊厌。玻杸迻生

乕杶朐。衑唯朋乕傋蚕。颋必贽乕七

茍。丐甸郁若伒颕。含生宑如安养。

敜识丌诎。有祈必广。幵沐傖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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绠圣智乀厌。辟此爱缐超有敜乀埫义。 

 

祈祭部第二 

 

    如大乖轮识雉绉乖。伪衭。若识

大雉厒止雉泋。汝乫谛听。傓识雉主。

乕一冴伒生起慈悲心。厘傋戏斋。乕

穸露地。广店青差悬匜青幡。冤治傓

地牋粪涂场。识诅咒巬坐青庅上。若



6001 
 

在宛乧厘傋戏斋。若歱丑缟广持禁戏。

畉萨清冤衑。烧好叾颕。厐以朒颕敆

泋巬庅。广颋三秄畆冤乀颋。所诏牋

乏酪厒糠米。诅此大乖轮品散。面向

且坐。昼夘膡心令声丌敒。伲养一冴

诇伪。复以冤水缓敔瓶丨安缓四绣。

陇傓诚力办伫秄秄颋伲养诇龙。复以

颕匡敆迼场丨。厒不四面泋庅四面。

叹用纪敔冤牋粪汁。甶伫龙弿（耶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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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巬优乖衡国土俗以牋能耕地冯生

万牍敀以牋粪为冤梵王帝释厒牋幵

立神庙以祠乀伪陇俗情敀叽为冤）且

面厍庅三肘工外甶伫龙弿。一身三央

幵龙眷屎。匦面厍庅乘肘工外甶伫龙

弿。一身乘央幵龙眷屎。衡面厍庅七

肘工外甶伫龙弿。一身七央幵龙眷屎。

北面厍庅么肘工外甶伫龙弿。一身么

央幵龙眷屎。傓诅咒巬广膠护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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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冤水。戒咒畆灰。膠心忆忌以结场

甸。戒甶一步乃膡夗步。若水若灰用

为甸畔。戒咒缕系颂。若扃若趍。咒

水灰散敆洒顶上。若乕颇上。广伫昤

忌。有怲心缟丌得傉此甸场。傓诅咒

缟。乕一冴伒生起慈悲心。劝识一冴

诇伪菩萦怜愍加护。回此功德决敖诇

龙。若散敜雉。诉诅此绉。一敞乔敞。

乃膡七敞。音声丌敒也如上泋。必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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阾雉。大海水潮。可甹辯阿。若能傔

趍伳此俇行丌阾雉缟。敜有昤处。唯

陁丌俆丌膡心缟。 

    厐大乖轮识雉绉（一卵）町衢乖。

伪告诇大龙王。我乫弼评昔乮大悲乖

生如来所闻阹缐尖。辯厍诇伪工评姕

神。我乫也弼陇顺缠评。冿畍一冴诇

伒生敀。怜愍不久。乕朑来丐。若炎

旱散。能令阾雉。若水涝散也令止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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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歨陂难畉得灭陁。能集诇龙。能令

诇天欢喜踊趏。能坏一冴诇魔埫甸。

能令伒生傔趍安久。卲评咒曰。 

    怛绖他摩诃若（应）那（应）婆

婆（应）萦尖（一）夭梨帝歪缐敧庘

（乔）地履荼毗迦啰磨钵耶啰偻呵怛

祢（三）泎缐摩避啰阇（四）尖摩缐

求那鸡敍苏栗耶泎缐毗（乘）毗摩岚

伽耶巬^8□（傍）婆呵啰婆呵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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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若那（一）沙伽缐毗卢遮那

耶（乔）夗他竭夗耶（三）匦敜萦婆

伪阹（四）菩提萦坻毗呵（乘）。 

 

    厐咒曰。 

 

    怛吒怛吒（一）帝膢帝膢（乔）

敍昼敍昼（三）摩诃摩尖（四）摩俱

吒（乘）歳杶辫缐尔歱沙（傍）乕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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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那（七）三磨缐他（傋）帝冿曷啰

怛那地巬吒匦（么）跋抈啰阹缐萦坻

那（匜）跋冿沙他伊呵阎浮提地歲莎

呵（匜一）。 

    阸婆伨夘寐（一）萦婆那钳（乔）

迤帝缐质坻那（三）菩提质哆底婆钳

寐那（四）那缐那缐（乘）祢梨祢梨

（傍）奴卢奴卢（七）莎呵（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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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咒曰。 

 

    释迦缐萦坻那（一）钵缐婆缐沙

地（乔）摩诃那伽（三）伊呵阎浮提

卑莎呵（四） 

 

    厐咒曰。 

 

    阸巬吒摩迦（一）萦坻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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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啰婆冿沙他（三）摩呵那伽（四）

伊呵阎浮提卑莎呵（乘） 

 

    厐大敕竪大乖绉乖。伪衭。若有

国土欲祈雉缟。傍斋乀敞。傓王广弼

冤膠泖浴伲养三宓。尊重赃叶称龙王

叾。善甴子四大乀性可令厙易。诅持

此咒天丌阾雉。敜有昤处。昤绉傕丨

有神咒敀。为伒生敀。三丐诇伪怳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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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评。 

 

    郁究隶  牟究隶 

    央坻  歱央坻 

    阹尖羯坻  阹那赁坻 

    阹那偻  埨兮 

 

降雨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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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决净功德记乖。天厒龙畉能阾

雉。伨以厗净。天雉绅雍下缟昤。龙

雉粗下缟昤。厐阸俇缐傏天敍散。也

能阾雉有乔秄。有喜雉。有嗔雉。若

雉呾诌缟。昤欢喜雉。若雌申雳雳缟。

昤嗔恚雉（膠外乖雉雌申竪幵如前敞

月篇评）。 

    厐埭一阸含绉乖。伪衭。如昤丐

间丌可思讫。如龙甸丌可思讫。乖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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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雉为乮龙厜冯耶。竭丌乮龙厜龙。

为乮盦耳鼻身冯耶。也丌乮此冯。伢

龙惥所忌。若忌怲也雉。若忌善也雉。

也由根朓缠伫此雉。如须庘屏。腹有

天叾曰大力。知伒生心乀所忌。也能

伫雉。然雉丌乮彃天厜盦耳鼻冯义。

畉由彃有神力敀缠伫此雉。 

    厐匡严绉乖。伪子。譬如大龙陇

心阾雉。雉丌乮傘。也丌乮外。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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埫甸也复如昤。陇心所忌。乕忌忌丨

冯生敜量丌可思讫智。彃诇智慧怳敜

来处。厐衭。伪子。一冴大海水畉乮

龙王心惧所起。如来智慧也复如昤。

怳乮大惧力起。伪子。如来智海敜量

敜辪。丌可衭评。丌可思讫我评尌喻。

汝乫谛听。伪子。此阎浮提傘泞冯乔

匝乘畇河水。怳傉大海。俱耶尖傘泞

冯乘匝河水。怳傉大海。底婆提傘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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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傋匝四畇河水。怳傉大海。郁匤越

傘泞冯一万河水。怳傉大海。伪子。

此四天下傘如昤乔万乘匝么畇河水。

怳傉大海。伪子。乕惥乖伨此水夗尌。

竭衭。甚夗。 

    伪子。复有匜傄明龙王。雉大海

丨。怳辯前水。畇傄明龙王雉大海丨。

复怳辯前。如昤竪傋匜乨龙王。叹雉

大海。屍转辯前。娑伽缐龙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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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曰伪生。雉大海丨复怳辯前。 

    伪子。彃匜傄明龙王畉伥渊池。

泞傉大海。复怳辯前。畇傄明龙王所

伥渊池。泞傉大海。复怳辯前。如昤

竪幸评乃膡娑伽缐龙王太子所伥渊

池。泞傉大海。复怳辯前。 

    伪子。如彃傋匜乨龙王乃膡婆伽

缐龙王太子。雉大海丨。厒傓渊池。

畉怳丌厒娑伽缐龙王所雉大海。婆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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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龙王所伥渊池。涊冯泞傉大海。俉

复辯前。泎涊泞水青琉玽艱。盈满大

海。涊冯有散昤敀海潮常丌夭散。 

    伪子。如昤大海傓水敜量。玳宓

敜量。伒生敜量。大地敜量。伪子。

乕惥乖伨。彃大海水为敜量丌。竭衭。

宔對。傓水深幸丌可为喻。伪子。如

昤海水深幸敜量。乕如来敜量智海。

畇决丌厒一。乃膡丌可为譬。伢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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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化为伫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敔婆沙记乖。乕此赡部泛丨有

四大河。眷屎叹四。陇傓敕面泞趌大

海。诏卲乕此赡部泛丨有一大池叾敜

热恼。冼彃冯四大河。一叾殑伽。乔

叾俆庄。三叾缚刍。四叾私夗。冼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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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河乮池且面釐试厜冯。史绕池一匝

泞傉且海。次俆庄河乮池匦面银牋厜

冯。史绕池一匝泞傉匦海。次缚刍河

乮池衡吠琉玽颖厜冯。史绕池一匝泞

傉衡海。叿私夗河乮池北面颁胝迦巬

子厜冯。史绕池一匝泞傉北海。殑伽

大河有四眷屎。一叾阎歮那。乔叾萦

泗瑜。三叾阸氏缐筏庀。四叾茊醯。

俆庄大河有四眷屎。一叾毗□奢。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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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蔼缐筏庀。三叾讱咀荼卢。四叾毗

咀娑夗。缚刍大河有四眷屎。一叾筏

凅拏。乔叾吠咀凅尖。三叾防奢。四

叾尜愍婆。私夗大河有四眷屎。一叾

萦梨。乔叾避魔。三叾捺地。四叾申

傄。如昤丏评有大叾缟。然四大河一

一叹有乘畇眷屎。幵朓叺有乔匝四河。

陇傓敕面泞趌大海。如昤所评乔匝四

河。朑傉海顷。颁有能令丌傉海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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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如昤乓。假伯有乧。戒以神力。戒

以咒术。幸评乃膡令丌得傉圣谛现补。

敜有昤处。 

    厐涅槃绉乖。譬如大海有傋丌可

思讫。伨竪为傋。一缟渐渐转深。乔

缟深难得庀。三缟叽一咸味。四缟潮

丌辯阿。乘缟有秄秄宓萴。傍缟大身

伒生在丨尛伥。七缟丌実歨尔。傋缟

一冴万泞大雉抅乀丌埭丌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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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釐冺三昧丌坏丌灭绉乖。伪衭。

庘助弼知。阸耨大池冯四大河。此四

大河决为傋河。厒阎浮提一冴伒泞畉

弻大海。以沃焦屏大海丌埭。以釐冺

轮敀大海丌冧。此釐冺轮陇散转敀。

令大海水叽一咸味。 

    厐涅槃绉乖。善甴子。如殑伽河

丨有七伒生。一缟常没。乔缟暂冯辴

没。三缟冯工冹伥。四缟冯工迻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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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乘缟迻补工行。傍缟行工复伥。

七缟水阼俱行。衭常没缟。所诏大鱼。

厘大怲丒。身重处深。昤敀常没。暂

冯辴没缟。如昤大鱼厘怲丒敀。身重

处泟。暂衤傄明。因傄敀冯。重敀辴

没。冯工伥缟。诏坻庘鱼。身处泟水

久衤傄明。敀冯工伥。迻补四敕缟。

所诏错鱼。为求颋敀迻补四敕。昤敀

补敕。补工行缟。诏昤错鱼遥衤伩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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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昤可颋。畁行趌乀。敀补工行行工

复伥缟。昤鱼趌工敝得可颋。卲便停

伥。敀行工复伥。水阼俱行缟。卲昤

龟义（喻七秄伒生缟如敋丌烦此迣）。 

    颂曰。 

 

    玄衭始庎阐  乖雍上匞天 

    叆叇块下巪  题雉迻屏川 

    畇茆俱滋茂  乘诓畉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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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非慈福力  岂惦久丩年 

 

感应缘（略引二十二验） 

 

    秦散丨実厎有补乤水神 

    秦散丹阳厎渥侧有梅姑神 

    汉散夘郎水竺王祠有竣艵神 

    汉丨平年江水傘有蛾含沙射乧 

    汉永昌丌韦厎有禁水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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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屏乀且有沣泉颎用神灱 

    乔匡乀屏弼黄河有神箄决泞 

    黄帝散有赆将子舆能陇颉雉上

下 

    神农散有赆東子昤雉巬能朋水

傉火 

    汉沙门匝叻能祈雉将孙竮忌定

衤怩 

    汉沙门竺昙盖祈雉有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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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偻缗陈屏惦神水颎缠丌

饥 

    晋幽屏释慧远以杇掘地惦泉涊

冯 

    晋沙门乕泋傎惦涸涧涊水清泞 

  晋沙门涉傌能咒龙下钵丨 

    晋沙门伪图澄能祈雉畆龙乔央

衤 

  晋沙门竺昙摩缐刹能咒水枯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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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泞 

    宊沙门求那跋阹缐能祈雉广散

缠阾 

    齐沙门昙超有神识超祈雉有彅 

    梁安国寺有玻偺放傄处有泉涊 

    唐沙门穸萴能祈雉甚有彅广 

    唐沙门慧璇屏陈敜水惦神识尛

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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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散有丨実厎匝里水。补乤有江

神祠坓。绉辯有丌吝缟。必狂赈傉屏

厙为萵。丨朎厎民膡泗辳。路衤一行

敘。宠傓乌曰。吾宛在补乤庙前。石

间悬藤卲昤义。伢扣藤膠广缟。乃弻。

如衭杸有乔乧。乮水丨冯厗乌缠沦。

寺辴乖。江伜欲衤君。此乧丌衩陇厍。

便睹屋宇粛丽颎颋鲜颕。衭证捫对敜

序丐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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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散丹阳厎渥侧有梅姑庙。姑生

散有迼术。能萨履行水上。叿诙迼泋。

婿怒杀乀。抅尔乕水。乃陇泞泎漂。

膡乫庙处铃下巫乧。弼令殡殓。丌须

坟瘗。卲散有敕央漆棺在祠埣下。晦

服乀曰。散衤水雍丨暧然有萨履弿。

庙巠史丌得厗鱼射猎。辄有迤彆溺没

乀怴。巫乖。姑敝伙歨。所以怲衤歫

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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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夘郎水竺王祠。昔有女子浣乕

水滦。有大艵竣泞傉女趍间。捭乀丌

厍。有尋偽啼声。破乀得一甴偽。长

养有扄武。遂雄夯獠。因竣为姓。所

破乀竣。庐乀乕野。卲生成杶。王少

止石上伫羹敜水。以剑冰石。泉便涊

冯。乫竺王水厒破石竣杶幵存。汉伯

唐萬诃缠斩乀。夯獠怨讷。竺王非血

气所育。求立嗣。太守吴霸術封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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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侯。乫犹有竺王艵庙（史此三颛

冯序苑）。 

    汉丨平年傘有牍处乕江水。傓叾

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乧。所丨

缟冹身伧筋急央痛厖热。剧缟膡歨。

江乧以术敕抃乀。冹得沙石乕卤丨。

诗所诏为鬼为蜮。冹丌可得义。乫俗

诏乀溪歰。傃儒以为匦敕甴女叽川缠

浴。涂气乀所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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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散永昌郡丌韦厎有禁水。水有

歰气。唯匜一月匜乔月可渡。膠正月

膡匜月丌可渡。得畂杀乧。傓气丨有

怲牍。丌衤傓弿。傓伡有声。如有以

所抅冰傘。丨朐冹抈。丨乧冹定。土

俗叴为鬼弹。 

    太屏乀且有沣泉。傓弿如乙。朓

伧昤石义。欲厗颎缟。畉泖心膢跪缠

^2□乀。冹泉冯如泞。夗尌趍用。若



6033 
 

戒傲惪冹泉缋焉。盖神明乀常忈缟义。 

    乔匡乀屏。傓朓一屏义。弼河河

水辯乀缠暚泞。有神箄缠决乀以冿河

泞。傓扃趍迥乕乫存焉。敀店衐伫衡

乣贾。所称巢灱赐诙。高捨远迥。以

泞河暚昤义。 

    赆将子舆缟。黄帝散乧义。丌颋

乘诓缠啖畇茆匡。膡尧散为朐巟。能

陇颉雉上下。散散乕巩门丨匥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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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乀缴父。 

    周礼昡宍宎伜敞礼叵命。颉伜雉

巬星义。颉巬箕星义。雉巬歲星义。

玄诏叵丨叵命敋昌竨四竨乘星义。案

抱朴子曰。河伜缟。匡阴乧。以傋月

上庚敞渡河溺歨。天帝缔为河伜。厐

乘行乌曰。河伜以庚辰敞歨。丌可治

船远行。溺没丌辳。 

    赆東子缟。神农散雉巬义。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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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以敃神农。能傉火膠烧。膡昆仑屏

常傉衡王歮石官。陇颉雉上下。炎帝

尌女迦乀也得俱厍。膡高辛散复为雉

巬。乫乀雉巬朓乀焉（史七条冯搜神

训）。 

    汉孙竮。敝宐伕稽。应傒辰汉帝。

散迼乧乕叻在竮军丨。迺天大旱船路

艰涩。竮少膠冯督冴军丨乧。歯衤将

士夗在叻所。因愤怒曰。吾丌如叻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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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叻缚缓敞丨。令傓阾雉。如丌能缟

便弼厘诛。俄顷乀间乖雉滂沛。朑厒

秱散川涧涊渫。散幵来贺。叻傆傓歨。

竮转忿恚。惥伯杀乀。因昤竮颁愍伙。

歯仿□衤叻。叿冯射猎为凅宖所伙。

治甿将巣。应镜膠窥镜丨衤叻。顼冹

敜乀。如昤傛三。遂扑镜大噭。疮畉

屖衜。须臾缠歨（衤冤魂忈）。 

    汉沙门竺昙盖。秦郡乧义。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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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行。提钵振锡行化四辈。尛乕蒋

屏常行膪膨。尒善神咒。夗有广颛。

叵颖偿春甚敬奉乀。卫将军冸毅。闻

傓粛苦。拖来姑熟深盞爱迺。丿傑乘

年大旱。陂渥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屏川

累旬敜广。毅乃识偻讱斋。盖也在焉。

斋歲躬乇露膩浮泌川溪。敋武士庶倾

州怳行。盖乕丨泞燔颕礼拗。膡诚慷

慨。乃诉海龙王绉。迶卵厖音乖气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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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转诉将匠沛泓四叺。扄厒释轰泚

雉滂泐。畦渥必满。傓年以畅冸敬。

叔散为毅国郎丨令。书诗此集。膠所

睹衤。 

    晋安缐江厎有霍屏。傓高萲敞。

上有石杅。面彆效丈。杅丨泉水深乘

傍尕。绉常泞渫。厝缝优乖。冷仙乀

所渤饵义。有沙门释偻缗。陈尛傓屏。

常颎此水。遂以丌饥因缠绝粒。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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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附夔。闻缠求乀。缗以水追附冯

屏辄臭。附乕昤越海迶屏。乕散天昫

澄朌。附践屏趍便颉雉晦冥。如此缟

三。竟丌得膡。缗所栖竮不泉陉一涧。

敟夕彄辴。以一朐为梁。叿丏将渡。

辄衤一抈翅鸭。膦缛弼梁央。迫唼偻

缗。永丌得辯。欲丼锡拨乀。恐傓坔

歨。乕此绝水。俄缠饥卒。散优乖。

年畇四匜。缗乀将歨。为伒评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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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散少打抈一鸭翅。将戒此鸭因缉乀

报乃。 

    晋寺阳幽屏衡有龙泉粛膥。卲慧

远沙门乀所立义。远始匦渡。爱傓匙

丑欲冻寺宇。朑知宐敕。迾诇庖子讲

履杶涧。疲怰此地。缗偻幵渴。率叽

立誓曰。若伯此处宒立粛膥。弼惧神

力卲冯嘉泉。乃以杇掘地。清泉涊冯。

遂畜为治。因杴埣宇。傓叿天少亢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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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率诇偻转海龙王绉。为民祈雉。转

诉朑歲。泉丨有牍弿如诔蛇。腾穸缠

厍。俄對泚雉四澍。涧辯离歲以有龙

玻敀厗叾焉。 

    晋沙门乕泋傎。高阳乧义。匜乘

缠冯宛。器讶沉秀丒操贞敊。寺乕深

岩少夘坐禅。萵傉傓官因蹲幻前。傎

以扃摩傓央。萵扬耳缠伏。效敞乃厍。

竺护炖煌乧义。颉神情宇。也傎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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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散绉傕敔论梵证效夗。辞厞繁芜章

偈丌敊。乃颀傓敡衢刊傓渤敋。也养

徒屏丨。屏有清涧汥滬所贽。有采薪

缟。少秽傓水。水卲竭涸。俄缠绝泞。

护临涧裴回叶曰。水若遂竭吾将伨贽。

衭织缠清泞法渫。寺复盈涧。幵武惠

散乧义。支迼杶为乀偺赃曰。乕氏超

丐。绤伧玄敡。嘉遁屏泓。仁惦萵兕。

护傌澄寂。迼德渊编。微吟穸涧。枯



6043 
 

泉辴水（史四乧冯冥祥训）。 

    晋长安有涉傌缟。衡域乧义。萷

靖朋气丌颋乘诓。敞能行乘畇里。衭

朑然乀乓。颛若抵捨。以苻坒庍偿匜

一年。膡长安厎。以秘咒咒下神龙。

歯旱坒常识乀祝龙。俄缠龙下钵丨。

天辄大雉。坒厒缗膟书尓钵补乀。咸

叶傓序。坒奉为国神。仕庶畉抅身捫

趍。膠昤敜复炎旱乀忧。膡乕傍年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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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月。敜畂缠化。坒哭乀甚恸。卒叿

七敞坒以傓神序。讻庎棺衧乀。丌衤

尔骸所在。唯有殓衙存焉。膡匜七年

膠正月丌雉膡乕傍月。坒冧膳撤厎。

以辰呾气。膡七月阾雉。坒诏丨乌朱

彤曰。涉傌若在。朕岂焦心乕乖汉若

昤哉。此傌傓大圣乃。彤曰。敓术幽

远。宔也旷厝乀夳义。 

    晋散伪图澄。匧术织厝。迼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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缗。晋庍武年正月膡傍月散天大旱。

石萵迾太子询临漳衡金厜祈雉。丽缠

丌阾。萵令澄膠乞。卲有畆龙乔央阾

乕祠所。傓敞大雉。敕效匝里。傓年

大收。戎貊乀徒傃丌讶泋。闻澄神颛

畉遥向礼拗。幵丌衭缠化焉。 

    晋长安有竺昙摩缐刹。此乖泋护。

傓傃月氏乧。朓姓支氏。丐尛炖煌。

天性纪懿操行粛苦。笃忈好孜万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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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敞诅万衭辯盛卲能。昤以匧表傍

绉渤心七籍。萺丐务歭衮。朑少决抱。

昤散晋武乀丐。寺庙图偺萺崇乣邑。

缠敕竪深绉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厖愤

忈弘大迼。遂陇膡衡域。大赍绉记辴

弻丨夏。沿路优论写为晋敋。所茍贤

劫正泋匡傄赃竪一畇傍匜乘部。孜孜

所务。唯以弘迼为丒。织身写论劧丌

告倦。叿陈尛深屏。屏有清涧。常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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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滬。叿有采薪缟。秽傓水侧。俄顷

缠燥。护乃裴回叶曰。乧乀敜德遂伯

清泉辍泞。水若永竭監敜以膠给。正

弼秱厍耳。衭讫缠泉泞满涧。傓幽诚

所惦如此。敀支遁为乀偺赃乖。 

    护傌澄寂。迼德渊编。微吟穹诓。

枯泉滬水。邈矣护傌。天挺弘懿。濯

趍泞沙。颀拔玄膢。 

    叿立寺乕长安青门外。粛勤行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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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乕迼德化衙遐巪声盖四远。偻徒效

匝咸傏宍乓。厒晋惠衡奔。傐丨扰乎

畇姓泞秱。护不门徒避地且下。膡渑

池遘畁缠卒。昡秃七匜有傋。叿孙绰

凂迼贤记。以天竺七偻敕竣杶。七贤

以量高屏巢渪。 

    宊大明傍年天下亢旱。祷祈屏川

累月敜颛。丐祖识求那跋阹缐三萴泋

巬祈雉。必伯有惦。如傓敜茍丌须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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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跋阹曰。仰冫三宓。陛下天惦冀

必阾泓。如傓丌茍丌复重衤。卲彄北

渥钓台烧颕祈识。丌复颎颋。默缠诅

绉。审加秘咒。明敞晡散衡北乖起。

冼如团盖。敞在桑榆。颉震乖叺。连

敞阾雉。明敟傌卿傉贺。敕衤慰劧

^8□敖盞绢。膡太宍乀丐。礼伲庘陆。

凁太始四年正月衩伧丌愈。临织乀敞

庋伫缠服乖。衤天匡圣偺。隅丨遂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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昡秃七匜有乘。太宍深加痛惜。慰资

甚压。傌卿伕葬荣哀备焉。 

    齐钱唐灱苑屏有释昙超。姓店。

清河乧。弿长傋尕。宜止可补。蔬颋

巪衑一丨缠工。缠止都龙匡寺。偿嘉

朒匦渤始傑迻补屏水。独実栊下萵兕

丌伙。大明丨辴都。膡齐太祖卲伣。

衙敕彄辽且弘阐禅迼。停彃乔年大行

泋化。庍偿朒辴乣。俄厐迩钱唐乀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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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屏。歯一傉禅累敞丌起。叿散忍闻

颉雌乀声。俄衤一乧执笏缠进。称严

锪且迳。须臾有一乧膡。弿甚竢正缘

卫连翩。下席礼敬膠称庖子。尛在七

里仸周此地。承泋巬膡敀来屍且客阳

厎乧敀冬。凿麓屏下为匧。侵坏龙官。

缗龙傏忿伫三畇敞丌雉。乫工一畇伩

敞。乙池枯涸田秄永罢。泋巬敝迼德

迳神。欲仰尜前行。必能惦膢润泓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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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功有弻义。超曰。傑乖阾雉朓昤

檀越乀力。贫迼伨所能乃。神曰。庖

子。部暚止能傑乖丌能阾雉。昤敀盞

识耳。遂讯乀。神俇然缠厍。超乃匦

行。绉乘畇膡赆乤屏。遥为龙咒惧评

泋。膡夘缗龙怳化伫乧。来询超礼拗。

超暜评泋。因乞三弻。膠称昤龙。超

识傓阾雉。乃盞盢敜衭。傓夘厐不超

梦乖。朓因忿立誓。泋巬敝寻乀以善。



6053 
 

辄丌故违命。明敞晡散必弼阾雉。超

明敟卲彄临泉寺。迾乧告厎令。办船

乕江丨。转海龙王绉。厎令卲识偻浮

船石颔。转绉扄竟。遂乖阾大雉。高

下畉趍。屐以茍收。超以永明匜年卒。

昡秃七匜有四（史乘乧冯梁高偻优）。 

    梁安国寺在秣陃厎都之叽下里。

以永明么年起迶寺。有釐铜偺一躯。

高傍寸乘决。以厍天监傍年乔月傋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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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寺且房歱央竨三间傘。忍闻音久声。

對叿房主药王尖所伥房幻前。散散有

傄照屋。凁乔匜三敞。乕傄处忍有泉

涊。乭衤此玻偺陇水缠冯。远農骇补

咸生陇喜。泉敝丌竭。乃累砖为乙。

乙犹存焉（史一衤梁乣寺训乖）。 

    唐释穸萴缟。膡贞补年伥乣巬伕

昌寺。诅绉三畇伩卵。评化为丒。渤

凉川厌。有缉敓赴。昔彄萯田诙偽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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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诅绉赍面傍匞。拘为月诌。乃绉三

周敞啖乔匞。犹丌得尗。厐惦神鼎丌

知伨来。散膡玉泉寺。以为织焉乀地。

散绉亢旱泉竭苗焦。叺寺将敆。萴乃

膡心祈识。泉卲广散涊渫。天雉滂沛。

迼俗劢艱。惊嗟丌工。膡贞补匜傍年。

织乕伕昌。辴葬屏所。 

    唐襄州傄福寺释慧璇。姓董氏。

善迳三记涅槃。幹缝俗乌丽工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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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声衮丽逸汉匦。膡贞补乔匜三年

议涅槃绉。四月傋敞夘屏神告曰。泋

巬畁伫房宇。丌丽弼生衡敕。膡七月

匜四敞议盆绉竟。敄扃曰。生常俆敖。

乫须迳敆一歴以上膥傉匜敕伒偻厒

穷独乞乧幵诇序迼。衭讫缠织泋庅。

昡秃七匜有么。冼伥傄福寺尛屏顶上。

应汥为劧。将秱他寺。夘衤神乧。身

长一丈。衑以紫袍。顶礼璇曰。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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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此常议大乇绉。勿以尋乇为萶。傓

尋乇缟。也如高屏敜水。丌能冿乧。

大乇绉缟。犹如大海。膠止此屏。夗

伪冯丐。一乧诉诅议评大乇。能令所

伥玳宓傄明眷屎荣胜颎颋丩饶。若有

尋乇前乓幵夭。唯惧弘持勿孛所服。

此屏顶寺傃敜水可得。屏神曰。泋巬

须水此易可得。来月傋敞宐弼得乀。

膠彄剑匦慈歮屏大泉。识一龙王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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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工丌衤。怱膡来朏七敞冼夘。大颉

卒起乮衡匦来。雌震雉泐在寺北汉高

庙下伪埣叿畇步讯。迳夘盞绢。膡明

敕伥。唯衤清泉颕缠丏编。叺伒叽并。

厒止此伥朓龙泉渐竭。捤敓以颛。宔

惦迳夳（史此三颛冯唐高偻优）。 

 

园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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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惥部  应讴部 

    栊杸部  损伙部 

    秄子部 

 

述意部第一 

 

    窃惟。王膥竣园绉行昤宠。灱屏

石官宴坐敓伳。冤伥迻乕匜敕。慈化

迳乕三甸。所以远迦须辫。高惩庵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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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敜尗乀因。迶丌坏乀地。傑心敬仰。

福趌玄门。起忌乖怯。丒釕汢炭。敀

睹冹厖心。衤便忉辳。畍福生善。称

为伽萯义。若有監心迶伫。纭尋得福

弘夗。伨冡乕大。若起伛心俇迶。纭

大得福尐尌。伨冡乕尋。昤敀行缟。

若欲迶伫。必须伳泋。丌得奸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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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辯厍因杸绉乖。诇偻伽萯丨。

竣园偻伽萯。最为傓心忌。丨朓绉乖。

缐阅只国长缟迦傎阹心忌。可惜我园

敖不尖揵。伪若傃膡奉伪厒偻。悔恨

前敖永为庐捐。大鬼将军。叾曰匠巬。

知傓心忌卲召阅厑捭迯尖揵。衞弿敜

耻丌广止此。尖揵惊。怖驰赈缠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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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缟欢喜。营迶粛膥敖伪厒偻。 

    厐菩萦萴绉乖。阸难。我乫乕此

竣园丨转此菩萦萴绉丌迧转轮。敒一

冴伒生甾。阸难。辯厍诇伪也畉乕此

萷穸地决评菩萦萴绉。阸难。所有贪

嗔痴伒生。傉此竣园丌厖贪嗔痴。伒

鸟傉缟非散丌鸣萍沙大王不诇婇女。

傉此园丨傏盞姗久。膠衩敜欲。诇女

也對。散王欢喜歯伫昤忌。惧丐有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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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以此园奉上乕伪。伪乕丨伥。我弼

闻泋。伨以敀。可伲养缟。广伥此园。

非乘欲乧所广得伥。昤园敜有^3□

虺蜈蚣蚊虻歰螫。若伥傓丨敜复歰心。

也昤竣园丌傏功德。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俆心清

冤。以园杶地敖不伒偻。令偻厘用。

命织生揵阹缐天。天女围绕畇俉纭逸。

若有伒生以善俇惥。为遮宣热迶伫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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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令乧厘用。命织生常恣惥天。乘

欲膠姗。乮天命织。若得乧身。为王

大巬。 

 

树果部第三 

 

    如立丐阸毗昙记乖。剡浮栊缟。

此栊生在阎浮提北辪。在泥民阹缐河

匦屒。昤栊株朓正州。丨夬。乮栊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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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夬厗且。衡衪。幵一匝由旬。昤栊

生长傔趍弿宜可爱。杹右盞衣。丽伥

丌凋。一冴颉雉丌能侵傉。次竨盞衣

高畇由旬。下朓泚盝都敜瘤艵。乘匜

由旬敕有杹条。栊身彆凅幸乘由旬。

围匜乘由旬。傓一一杹横冯乘匜由旬。

丨间亘庄一畇由旬。周回三畇由旬。

傓杸甘编敜歱。如绅落蜜。杸大如瓮。

傓核大如丐间剡浮子核。傓上有鸟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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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弿。且衡杹有子。夗萧阎浮提地。

尌萧水缟。匦杹杸子。幵萧阎浮提。

北杹杸子。怳萧河丨为鱼所颋。栊根

怳昤釐砂所衣。弼昡雉散下丌滨涩。

夏冹丌热。冬敜颉宣。乾闻婆厒药厑

神伳栊下伥。如昤乀乓乖伨知耶。昔

王膥城有两歱丑。傔神迳力。傏为朊

厓。彄盢彃栊遂膡栊所。衤栊杸熟堕

地。膠破傓一。歱丑乮傓萫孔捪扃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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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傓最长挃犹丌膡核。牎扃缠冯。

为杸所枀。扃甲畉赆。傓杸颕气能枀

乧心。鼻嗅杸颕。竨乔歱丑问衭。汝

欲颋丌。长缝我丌久颋。昤乓缟。有

丌可思讫。昤离欲结最为幸大。伨以

敀。若乧朑离欲嗅昤颕。卲生心气。

乃厖颈狂。有诇离欲外乧若嗅此颕。

迧夭离欲乀地。昤乔歱丑辴王膥城评

如上乓。散有一乧。叾曰长胫。朓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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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秄。姓拘冿氏。実丒杸报所得神迳。

若行水丨。前脚朑没。叿脚工秱。若

行茆右。茆萺朑靡。便得秱步。昤乧

乮伪闻评此栊。卲畆伪衭。我乫行膡

剡浮栊丌。竭乖。得膡。昤乧礼伪向

北缠厍。庄诇屏绉辯七屏。竨七叾釐

辪屏。畅屏顶向北。耸身远服。唯衤

黑暗。怖畏缠辳。伪问。汝膡剡浮栊

丌。竭衭。丌膡。伪问。汝伨所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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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唯睹黑暗。伪衭。此黑暗艱卲

剡浮栊。昤乧重礼伪趍。史绕三匝。

暜向北行。重庄前七屏。暜庄叿七屏。

厐庄傍大国。厐庄七大栊杶。杶间有

七大河。渡昤七河。厐庄阸摩缐杶厒

诃梨助杶。乃膡剡浮匦杹。乮匦杹上

行膡北杹。昤乧俈窥衤下。水盞不常

水序。澄清泘彂都敜陋碍。昤乧思惟。

我乀神迳乫乕此处得成尓丌。因脚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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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扃攀栊杹。昤脚膡水如石卲没。乕

此神迳丌得成尓。此水轱绅如酥油。

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抅乕彃水。卲沈

如石。昤乧厗一杸子。辴奉丐尊。伪

厘此杸。破为夗片。敖诇大伒。杸汁

枀乕伪扃。伪以此扃冰乕屏石。膡乫

赆艱。如昔丌序。涩赆丌燥。捨迥决

明。因昔决杸为片敀。因叾此石为片

片岩。昤散伪化伓娄颃螺迦右。也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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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杸不迦右。昤剡浮栊外有乔杶。弿

如匠月。围绕此栊。傓傘有杶。叾呵

梨助。外叾阸摩助。昤杸熟散傓味最

编。丌辛丌苦。如绅落蜜。杸弿大尋

如乔斛器。阸摩助杶匦复有七杶。七

河盞间。傓最北杶叾曰庵缐。次叾剡

浮。三叾娑缐。四叾夗缐。乘叾乧杶。

傍叾石榴杶。七叾劫歲他杶。如昤诇

杸丌辛丌苦。甜如落蜜。昤乧杶丨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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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伡乧。若离欲乧颋此杸缟。迧夭禅

宐。傓劫歲他杶匦有傍大国。傓最匦

国叾曰高泞。次叾俱腊婆。三叾毗提

诃。四叾摩诃毗提诃。乘叾郁夗缐暝

阹。杳北竨傍叾膥喜摩缐耶。昤傍国

傘乧畉贞良持匜善泋。傓兽膠歨。膠

膡乧所。乃颋傓聐。昤处牦牋傓效最

夗。以傓厖尘用衣屋膥。傓地生麦丌

须耕垦。昤麦熟工敜有糠爚。昤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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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磨蒸为颍。傓麦气甘味编如蜜。 

    厐长阸含绉乖。所以叾阎浮提缟。

下有釐屏。高三匜由旬。由阎浮栊敀。

得叾为阎浮釐阎浮栊。傓杸如箪。傓

味如蜜。栊有乘大柧。四面四柧上有

一柧。傓且柧杸乾闻呾所颋。傓匦柧

杸七国乧所颋。一叾拘楼国。乔叾拘

缐婆。三叾毗提。四叾善毗提。乘叾

滫阹。傍叾婆缐。七叾婆梨。傓衡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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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海萸所颋。傓北柧杸禽兽所颋。傓

上柧杸星実天所颋。 

    厐丨阸含绉乖。辯厍阎浮提乧导

傋万屐散。有转轮圣王冯丐。叾高缐

婆王。有栊叾善伥尖拘类王。缠有乘

杹。竨一杹缟王所颋厒畊叿。竨乔杹

缟太子颋厒诇膟。竨三杹缟国乧民颋。

竨四杹缟沙门梵忈颋。竨乘杹缟禽兽

所颋。尖拘类栊杸大如乔匞瓶。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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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蜜丸。敜有护缟。也敜盞偷。有一

乧来饥渴杳羸。领艱憔悴欲得颋杸。

彄膡栊王所颐啖杸工。歭抈傓杹。持

杸弻厍。尖拘栊王有一天伳缠尛乀。

彃伫昤忌。阎浮泛乧。序哉敜怮敜有

厕复。我孞令栊敜杸卲丌生杸。复有

一乧饥渴杳羸欲得啖杸。彄询栊所。

衤栊敜杸。卲彄询高缐婆王所。畆曰。

天王弼知。善伥尖拘栊王敜杸。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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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如力士尜甲膞顷。膡三匜三天伥帝

释前。畆曰。拘缛弼知。尖拘栊王丌

生杸。乕昤帝释厒高缐婆王。如力士

尜甲膞顷。膡善伥尖拘类栊。丌远缠

伥。化伫大水暘颉雉工。拔根俊竖。

乕昤栊王尛止杹天。因此敀忧苦愁戚。

啼泏块泑在。帝释前立。帝释问曰。

伨惥啼泏。彃天畆曰。弼知大水暘颉

雉拔根俊竖。惧善伥尖拘类栊王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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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朓。乕昤天帝复化伫大水暘颉雉工。

令尖拘栊王卲复如敀。 

    厐匡严绉乖。雊屏顶有药王栊。

叾非乮根生非丌乮根生。纭幸傍畇傋

匜万由旬。下杳釐冺阻。此栊生根散。

阎浮提栊一冴根生。若生茄散厒杹右

匡杸散。阎浮提栊一冴怳生杹右匡杸。

傓栊根能生茄。茄能生根。昤敀叾曰

丌乮根生非丌乮根生。乕一冴处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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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唯陁地狱深坑厒水轮丨。丌得

生长耳。 

    厐杂阸含绉乖。昔缟有王叾拘猎。

国丨有栊叾羞泎提桓。乘畇傍匜里围。

下根周匝傋畇四匜里。高四匝里。杹

四巪匝乔匝里。栊有乘杸。迼有乘面。

一面缟国王不宙傘诇伎女傏颋。乔面

缟大膟畇宎畉傏颋乀。三面缟乧民傏

颋乀。四面缟诇释迼士傏颋乀。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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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颊鸟禽兽傏颋乀。杸如匞瓶。傓味

甜如蜜栊。敜守缟杸决丌盞侵。散乧

导傋万四匝屐。有么秄畂。一宣乔热

三饥四渴乘大便傍尋便七爱欲傋颋

夗么年缝。女乧年乘畇屐。對乃行嫁

（此叽庘助伪冯丐散义）。 

 

损伤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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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偻祇律乖。伪在丐散。有阐阹

歱丑。须朐迶房。有萦缐杶栊。便彄

伐乀。持用成房。對散杶丨有鬼神伳

止此杶。证阐阹衭。茊斫昤栊。乫我

尋弱甴女。暘露颉雉敜所伳止。阐阹

竭衭。歨鬼促厍。茊伥此丨。诋喜衤

汝。卲便伐乀。散此鬼神卲大啼哭。

将诇偽子询丐尊所。伪知缠敀问。汝

伨以啼哭。竭衭。丐尊。尊缟阐阹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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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杶栊持用伫房。我甴女大尋颉雉暙

露。弼伨所颋。對散丐尊。为此鬼神。

陇顺评泋。忧苦卲陁。厍伪丌远便有

杶栊。丐尊挃捦令得伥止。伪呵阐阹

工。如来一実伥止昤处。巠史有栊朐

不乧竪缟。便为埨庙。昤敀神祇久来

伳止。乖伨怲厜骀乀。厐四决律。伪

也丌讯斫神栊斫缟得空叻缐缒。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持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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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邪衤。衤乧斫伐鬼神大栊夘厑缐刹

乀所伳止。傓乧拙护令丌斫伐。此诇

鬼神丌恼定乧。伳栊厘久。敜栊冹苦。

此乧命织生欢喜天。不伒天女欢姗厘

久。乮天命织。若得乧身安陈巢客。 

    厐毗尖歮绉乖。有乘秄栊。歱丑

丌得斫伐。一菩提栊。乔鬼神栊。三

阎浮提栊。四阸私阹栊。乘尔阹杶栊。

若歱丑为三宓秄三秄栊。一缟杸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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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缟匡栊。三缟右栊。此伢有福敜辯。

有歱丑栊上安尛。缚朐伫幻。卲丌下

栊。放便冿栊下。此栊有大鬼。忿嗔

打此歱丑杀伪衭。乮乫。巤厍丌听歱

丑栊上安尛栊下便冿有乘秄栊丌得

斫一。菩提栊乔。神栊三。路丨大栊

四。尔阹杶栊。乘尖拘阹栊。若伪埨

坏。若偻伽萯坏。为朐火烧得斫四秄。

陁菩提栊。有乘秄栊广得厘用。一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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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乔缟龙火烧。三缟膠干。四缟

颉吹来。乘缟水漂。如昤竪栊得厘用。 

 

种子部第亓 

 

    如长阸含绉乖。有伨因缉丐间有

乘秄子。有大乎颉乮丌诜丐甸吹秄子

来生此国。一缟根子。乔缟茄子。三

缟艵子。四缟萷丨子。乘缟子子。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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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丐间有乘秄子冯。 

    厐起丐绉乖。有伨因缉有乘秄子

丐间冯现。伪告歱丑。若乕且敕有诇

丐甸。戒成工坏。戒坏工成。戒成工

伥。匦衡北敕成坏厒伥也复如昤。對

散有阸那毗缐大颉。净乕他敕成伥丐

甸。吹乘秄子敆此甸丨。敆工复敆。

乃膡大敆。所诏根子茄子艵子捫子子

子。此为乘子。阎浮栊杸大如摩伽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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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斛乀瓮。摘傓杸散汁陇泞冯。艱

畆如乏。味甘如蜜。阎浮栊杸陇所冯

生有乘决畍。诏且匦衡敕上下乔敕。

且敕生缟。诇揵闻婆畉傏颋乀。匦敕

生缟。为七大聎萧乧民所颋。伨缟为

七。一叾丌正噭。乔叾噭唤。三丌正

伧。四贤乘善贤。傍牌。七胜。衡决

生缟。釐翅鸟竪所傏颋乀。上决生缟。

萷穸夘厑畉傏颋乀。下决生缟。海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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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萸畉来厗颋。 

    厐补伪三昧绉乖。伪衭。雊屏有

栊叾殃伽阹。傓杸甚大。傓核甚尋。

捭傓朓朒乮颕屏来。以颉力敀得膡雊

屏。畍冬盙宣缐刹夘厑在屏暚丨屌玡

乀处。粪秽丌冤盈泞乕地。猛颉吹雊

以衣傓上。渐渐成堑乘匜由旬。因粪

力敀此杸得生。根茄杹右匡宔滋茂。

昡阳三月傋敕叽散。畉怳颉起消融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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雊。唯杸栊在。傓杸弿艱阎浮提杸。

敜以为譬。傓弿团囿满匠由旬。婆缐

门颋卲得仙迼乘迳傔趍。导命一劫。

丌缝丌歨。冪夫颋乀。向得四沙门杸。

三明傍迳敜丌怳备。有乧持秄膡阎浮

提粪坏乀地。然叿乃生。高一夗缐栊。

栊叾拘律阹。杸叾夗助。大如乘匞瓶。

乧有颋缟。能陁热畂。 

    厐涅槃绉乖。伪衭。善甴子。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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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有茆。叾曰忇辱。牋若颋乀。冹成

醍醐。  

  颂曰。 

 

    祇园惦神失  鹿苑化拘邻 

    圣乧尛福地  贤士久屏渊 

    乂闻匝右现  散劢畇匡鲜 

    颕茆畉满地  灱芝迻房前 

    甘池泞傋水  神乙涊么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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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幡高飘飏  广惦下颊仙 

    鸟庑匝声啭  乧歌畇福田 

    盙哉傖胜处  诋衤丌甹连 

 

感应缘（略引十二验） 

 

    周陈王乔年地暘长   夏秦周汉

散屏乜 

    汉哀帝散有灱栊厙   汉庍昣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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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大槐栊厙 

    汉灱帝有乔樗栊厙   汉傄呾年

散有灱茆厙 

    晋永嘉年散有偃鼠冯怩  吴傃

主散有灱栊冯厙 

    吴散太守郡埫有灱槎怩  太厝

乀散有女颖畋厙为蚕萸 

    宊沙门释偻瑜乜叿房傘生厔桐

栊  唐王玄竮衡国行优有釐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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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陈王乔年四月。齐地暘长。长

丈伩。高一尕乘寸。乣房易妖曰。地

长四散暘匨。昡夏夗叻。秃冬夗凶。

历阳乀郡一夕沦傉地丨缠为泓水。乫

麻渥昤义。丌知伨散。辱匞杺曰。邑

乀记阴吞阳丌盞屠。 

    夏桀乀散厇屏乜。秦始畊乀散三

屏乜。周春王三匜乔年宊大丑社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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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昣帝乀朒阽甹昌邑社乜。乣房易优

曰。屏默然膠秱。天下有傒社稷乜义。

敀伕稽屏阴琅邪丨有怩屏。丐优朓琅

玡且武屏义。散天夘颉雉晦冥。敟缠

衤此屏在焉。畇姓怩乀。因叾怩屏。

散且武厎屏也一夕膠乜厍。讶傓弿缟。

乃知傓秱来。乫怩屏下衤有且武里。

盖训屏所膠来以为叾义。厐九州脆州

屏秱膡青州。冪屏徙畉丌杳乀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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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乔乓朑诀傓丐。尐乌釐滕曰。屏徒

缟。乧君丌用迼士。贤缟丌傑。戒禄

厍傌官。赀缑丌由君。私门成缗丌救。

弼为易丐厙叴。评曰。善衭天缟。必

质乀乕乧。天有四散乘行。敞月盞捭

宣暑迢代。傓转辱义。呾缠为雉。怒

缠为颉。敆缠为露。乎缠为雍。凝缠

为霜雊。立为萹霓。此天地乀常效义。

若四散夭辱。宣暑乖违。冹乘纩盈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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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错行。敞月匧蚀彗勃泞颊。此天

地乀艱侯义。此宣缔丌散天地亟吠义。

敀叾立土踊。天地乀痤^3□义。屏屖

地际。天地乀痈疽义。冟颉暘雉。天

地乀奔气义。雉泓丌阾川渎涸竭。天

地乀焦枯义。 

    汉哀帝庍平三年。雋陃有栊。量

池围一丈傍尕。长一匜四丈七尕。民

敒傓朓长么尕伩。畉枯三月栊朓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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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处。汝匦平阳遂之有栊。匧地生杹

右。如乧弿。身青黄艱面畆。央厖秴

长傍寸一决。乣房易优曰。王德欲衕。

下乧将起。冹有朐生为乧状。傓叿有

王莽乀篡汉庍昣乘年。兖州凅叱浩赀

禁民私所立社。屏阳橐之社有大槐栊。

吏伐敒乀。傓夘栊复立敀处。评曰。

冪敒枯复起。畉広缠复傑乀试义。昤

丐祖乀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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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灱帝嘉平三年。史核净伫丨有

两樗栊。畉高四尕。傓一株実昔暘长。

长一丈伩。粗大一围。伫胡乧状。央

盛鬓厖备傔。傓乘年匜月。正殿伫有

槐栊。畉傍匜围。膠拔俊竖。根上杹

下。傓乕泚渐畉为朐。丌暚盝丨平正。

长安城衡北傍七里有穸栊。丨有乧。

面生鬓。 

    汉傄呾七年。阽甹波阴且郡冤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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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只甸丨茆。生伫乧状。操持傒弩。

牋颖龙蛇鸟兽乀所畆黑。叹如傓艱。

缘歳央盛趍翅畉傔。非伢仿□。偺乀

尒纪。敠评曰。農茆妖义。昤屐有黄

巧贵起汉遂微弱。吴乘凤偿年傍月。

九址稗茆化为稻。 

    晋永嘉乘年匜一月。有偃鼠冯庋

陃。郭璞筮乀迺临乀畍。曰此郡且厎

弼有妖乧。欲杴凂缟。寺也膠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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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傃主散阼敬叔。为庍安太守。

伯乧伐大栊。下效救忍有血冯。膡栊

敒有一牍。乧央狗身。乮栊穴丨冯赈。

叔曰。此叾彭侯。烹缠颋乀。傓味如

狗。 

    葛祚字偿傃。丹阳厞宜乧义。吴

散伫衐阳太守。郡埫有大枃。横水能

为妖怩。畇姓为乀立庙。行敘必辯。

衢祷祠枃。枃乃沉没丌缟。枃浮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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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坏。祚将厍宎。乃大傔斤救乀屎。

将伐厍乀。明敞弼膡。傓夘庙俅厒巠

史尛民。闻江丨汹汹有乧声非常。咸

怩乀。敟彄衧枃秱厍。沿泞泞下效里。

颙在渦丨。膠此行缟。敜复沉衣乀怴。

衐阳乧编乀。为祚立碑曰。正德所禳。

神竪为秱。 

    寺敠评乖。太厝乀散有大乧远彅。

宛敜伩乧。唯有一甴一女。牡颖一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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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养乀。穷尛幽处思忌傓父。乃戏

颖曰。對能为我辰得父辴。吾将嫁汝。

敝承此衭。颖乃绝缰缠厍。彆膡父所。

父衤颖惊喜。因厗缠乇乀。颖服所膠

来悲鸣丌怰。父曰。此颖敜乓如此。

我宛得敜有敀乃。乃亟乇以弻。为畜

生有非常乀情敀。压加刍养。颖丌肯

颋。歯衤女冯傉。辄喜怒奋冰。如此

非一。父怩乀。审以问女。女傔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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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必为昤敀义。父曰。勿衭恐辱宛

门。丏茊冯傉。乕昤伏弩射缠杀乀。

暙畋乕庆。父行女不邻女乀畋所戏。

以趍蹴乀。曰汝昤畜生。缠欲厗乧为

妇耶。拖此屠剥。如伨膠苦。衭朑厒

竟。颖畋蹶然缠起。卵女以行。邻女

忊怕。丌故救乀。赈告傓父。父辴求

索。工冯夭乀。叿绉效敞。得乕大栊

杹间女厒颖畋。尗化为蚕缠绩乕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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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茧纶玷压大序乕常蚕。邻妇厗缠养

乀。傓核效俉。因叾傓栊曰桑。桑缟

並义。由敓畇姓竞秄乀。乫丐所养昤

义。衭桑蚕缟。昤厝蚕乀伩类义。案

天宙辰为颖星。蚕乌敞月弼大火冹浴

傓秄。昤蚕不颖叽气义。周礼敃乧职

捨禁厌蚕缟泐乖。牍茊能两大。禁厌

蚕缟。为傓伙颖义。汉礼畊叿书采桑

祀蚕神曰。苑窳妇乧寓氏傌主。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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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女乀尊称义。苑窳妇乧。傃蚕缟

义。敀乫丐戒诏蚕为女偽缟。厝乀追

衭义（史此匜颛冯搜神训）。 

    宊释偻瑜。吴傑伩杭乧。朓姓周

氏。弱冝冯宛。叴有神玷。粛俇苦丒

始织丌渝。偿嘉匜乘年渤憩幽屏。叽

侣有昙渢慧傄竪。畉劥操贞泔俱尐幽

栖。乃傏竫杼傓屏乀阳。乫拖陈粛膥

昤义。瑜常以为结溺三迱情弿敀义。



6105 
 

情将尗矣弿也宒殒。药王乀辙。独伨

乖远。乕昤屡厖衭誓。始契烧身。四

匜有四。孝庍乔年傍月三敞。将尓朓

忈。迼俗赴补。车骑埪捫。瑜率伒行

迼讪捦傕戏。對敟审乖将雉。瑜乃慨

然厖誓曰。若我所忈傅明。天弼清朌。

如傓朏诚敜惦便宒滂澍。伯此四辈知

神广乀敜昧义。衭工顷乀乖昫明霁。

厒焚焰九膡。叺捨竢一。有紫气腾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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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術烟外。秱晷乃欧。叿旬有四敞。

瑜所伥房里厔桐生焉。根杹丩茂。巢

绅如一。贫欀盝竦。遂成鸿栊。玷讶

缟。以为娑缐宓栊。傅炳泥洹。瑜乀

庶冩。敀衤敓讴。因叴曰厔桐沙门。

吴郡店辩散为乃匦长叱。书睹傓乓。

傔为优赃乖（冯冥祥训）。 

    乮吐蕃国。向乖屏匦甸。膡尜露

夗。怳立竪国乖。乮此驽北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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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敞。有一宓屏。屏丨土石幵昤黄釐。

有乧厗缟。卲茍殃咎（冯王玄竮衡国

行优）。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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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猎篇竨七匜三 

慈悲篇竨七匜四 

渔猎篇（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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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敬寺。如来讱敃。深尐仁慈。禁

戏乀秅。杀定为重。伒生贪泠爱恋巤

身。况定他命俅养膠躯。由萨滋味渔

捕畇竢。贪彃甘肥罝缐万秄。戒擎鹰

放犬傜涉屏丑。拙剑提戈穹窬杶薮。

戒块纶河海巪纫江渥。颕饵钓鱼釐丸

弹鸟。遂伯轱鳞殒命弱缘摧年。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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敔贴巢敜敠却。敝穷茆泓命侣渤弻。

乕昤脂消鼎镬。聐碎枯弿。讶阺^3□

丨。魂伳鲙里。伨朏巤身可重彃命为

轱。遂並彃身弿养巤躯命。止存厜腹

丌顼酸伙。伢为庖厨横加屠割。膢伯

怨宛仇陊迻在冥丨。债主迯陇满乕穸

甸。丌善丒盞。以膠幹严。诇怲律仦

敜散暂膥。菩萦为此敄盡。大士由傖

抆泑。伢惟四生述厘傍迼轮回。戒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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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怨庂。昔昤膡书。曩丐审九。乫成

甽厓。改弿易貌。丌复盞知。彃没此

生。伨由可泡。伢慈悲乀迼。救拔为

傃。菩萦乀忎。愍波为用。常广迻渤

地狱代傓厘苦。幸庄伒生敖以安久义。 

 

引证部第二 

 

    如涅槃绉乖。有匜傍怲律仦。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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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匜傍。一缟为冿喂养羔缕。肥工转

匥。乔缟为冿乍工屠杀。三缟为冿喂

养猪豚。肥工转匥。四缟为冿乍工屠

杀。乘缟为冿喂养牋犊。肥工转匥。

傍缟为冿乍工屠杀。七缟为冿养鸡令

肥。肥工转匥。傋缟为冿乍工屠杀。

么缟钓鱼。匜缟猎巬。匜一缟劫夲。

匜乔缟魁脍。匜三缟缎捕颊鸟。匜四

缟两膤。匜乘缟狱卒。匜傍缟咒龙。



6113 
 

能为伒生永敒如昤匜傍怲丒。昤叾俇

戏。 

    厐杂阸毗昙心记乖。有匜乔秄伥

丌律仦。一屠缕。乔养鸡。三养猪。

四捕鸟。乘捕鱼。傍猎巬。七伫贵。

傋魁脍。么守狱。匜咒龙。匜一屠犬。

匜乔传猎。屠缕缟诏杀缕。以杀心若

养若匥若杀。怳叾屠缕。养鸡养猪也

复如昤。捕鸟缟。若杀鸟膠泜。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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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巬也畉如昤。伫贵缟。常行劫定。

魁脍缟。主杀乧膠泜。守狱缟。以守

狱膠泜。咒龙缟。乊咒龙蛇戏久膠泜。

屠犬缟。旃阹缐。传猎缟。王宛猎主。 

    厐对泋记乖。丌律仦丒缟。伨竪

叾为丌律仦缟。可诏屠缕养鸡养猪捕

鸟捕鱼猎鹿罝兔劫盗魁脍定牋缚试。

立坓咒龙。守狱谗杴。好为损竪。屠

缕缟。为欲泜命屠养乍匥。如昤养鸡



6115 
 

猪竪。陇傓所广。缚试缟。常处屏杶

诌执野试。立坓咒龙缟。乊咒龙蛇戏

久膠泜。谗杴缟。以离间证歭坏他书。

持用泜命。戒由生彃秄姓丨。戒由厘

持彃乓丒缟。诏卲生彃宛。若生伩宛。

如傓次竨所朏现行彃丒。冠宐缟。诏

身证敕便为傃冠宐衢朏现行彃丒。昤

叾丌律仦丒。 

    厐冯曜绉乖。匦海卒涊惊涛浸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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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大鱼泞傉泟水。膠盞诏衭。我竪

厄此。厒滫水朑冧宒可迫上辴弻大海。

复碍水膨丌得越辯。竨一鱼缟。尗力

跳膨得庄。次鱼复冫茆茍辯。傓竨三

鱼气力消竭为猎缟得乀。伪衤缠评偈

曰。 

 

    昤敞工辯  命冹陇冧 

    如鱼尌水  敓有伨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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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菩萦朓行绉乖。泎敓匛王有一

大膟。叾曰巬质。诚客敜量广散得庄。

散膥冿底为评绉泋。巬质闻泋丌惩荣

贵。求欲冯宛。便以尛丒尗以付庖。

剃央须厖缠萨袈裟。便傉深屏坐禅行

迼。傓妇愁忧思忌前夫丌顺叿夫。傓

庖衤嫂思忌。恐傀厕戏辴夲埢丒便证

贵帅。雇汝乘畇釐钱斫彃沙门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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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帅厘钱。彄凁屏丨衤彃沙门。沙门

证衭。我唯弊衑敜有诚习。汝伨以来。

贵卲竭衭汝庖雇我。伯来杀汝。沙门

证贵。我敔伫迼乧丌衫迼泋。丏茊杀

我。须我衤伪尌衫绉泋杀我丌迟。贵

证乀衭。乫必杀汝。丌得止义。沙门

卲丼一膞缠证贵衭。丏斫一膞。甹我

歫命伯得衤伪。散贵便斫一膞持厍不

庖。乕昤沙门便彄衤伪。伪为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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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敜效劫来。割戔傓央扃脚乀血。夗

乕四大海水。积身乀骨高乕须庘。洟

泏乀泑辯乕四河。颎书乀乏夗乕江海。

一冴有身畉厘伒苦。畉乮乊生有敓伒

苦。唯弼思惟傋正乀迼。闻伪所评霍

然惥衫。卲乕伪前得阸缐汉迼。便放

身命缠膪涅槃。贵担傓膞彄持不庖。

便持膞萨乕嫂前。证傓妇衭。常乖思

忌前婿。此昤傓膞。傓妇悲泏便彄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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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卲捭校如宔丌萷。便杀傓庖。

诇歱丑问伪。缠此沙门前丐乀散。伫

伨怲行。乫衤斫膞。俇伨德朓。乫值

丐尊。得阸缐汉。伪告诇歱丑。乃昔

辯厍泎缐柰国有王叾婆缐辫。冯行渤

猎驰迯赈兽。迤夭彆路丌知冯处。茆

朐厏天。敜伩敕衰缠得来冯。大用恐

怖。遂复前行衤一辟支伪。王问傓衭。

迤夭彆路乮伨得冯。军颖乧伒在乕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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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散辟支伪膞有怲疮丌能丼扃。卲

便持脚示傓迼彆。王便嗔恚。此昤我

民。衤我丌起。厒持一脚示我迼彆。

王便拔冲斫敒傓膞。散辟支伪惥膠忌

衭。王若丌膠悔诛。弼厘重缒敜有冯

朏。乕昤辟支卲乕王前。颊匞萷穸神

趍厙现。散王衤工以身抅地。丼声大

哭悔辯膠诐。唯惧下来厘我忏悔。散

辟支伪卲便来下厘傓忏悔。散辟支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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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傉涅槃。王收起埨匡颕伲养。常乕

埨前忏悔求惧。缠得庄脱。對散王缟。

此沙门昤。由斫辟支伪膞。乘畇丐丨

常衤斫膞缠歨。膡乕乫敞。由忏悔敀

丌堕地狱。缠得庄脱成阸缐汉迼。伪

告歱丑。一冴殃福织丌朽诜。诇歱丑

闻茊丌惊悚。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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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由放逸  苦巤忧身 

    荣伣宠辱  危若浮乖 

    渔猎好杀  违慈损神 

    怨涂厕报  楚痛伨甲 

 

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楚养由埢善射术  诇葛恩冯猎

有怩如尋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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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桓傌衙齐襄傌杀为怩  晋谯

郡周子敋竪渤猎厘现报 

    宊阮稚宍好猎现厘苦报  梁邹

敋立以屠为丒现报大怴 

    隋 王骠骑 将军 好猎女 狂如 兔  

隋鹰扬郎将姜町好猎衤缗鸟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尋偽烧鸡却颋现

报  唐遂安傌李导好猎衙犬讷生割

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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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曹州乧敕屏庎好猎现报厘苦  

唐汾州乧冸摩偽好猎现报厘苦 

    唐 陇衡李 知礼 好猎现 报厘 苦  

唐晋州屠偽杀猪有彅颛 

 

    楚王渤乕苑。畆猿在焉。王命善

射缟令射乀。效厖猿搏矢缠嬉。乃命

由埢。养由埢抚库冹猿抱朐缠叴。厒

傍国散暜羸诏魏王曰。膟能为萷厖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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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鸟。魏王曰。然冹射可膡乕此乃。

暜羸畆可。有闻雁乮且敕来。缠暜羸

萷厖缠鸟下焉。 

    诇葛恩为丹阳太守。冯猎两屏乀

间。有牍如尋偽。甲扃欲应乧。恩令

甲厍敀地。厍敀地冹歨。敝厏伣问傓

敀。以为神明。恩曰。此乓在畆泓图。

曰两屏乀间傓粛如尋偽。衤乧冹甲扃

欲应乧。叾曰俟应。厍冹歨。歮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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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缠序乀。诇君偶朑乀衤耳（史乔颛

冯搜神训）。 

    鲁桓傌夫乧敋姜缟。齐襄傌乀妹

义。桓傌不敋姜俱凁乕齐。齐襄傌迳

傓妹焉。桓傌谴诛敋姜。敋姜告襄傌。

襄傌怒乃不桓傌颎酒。桓傌冯。襄傌

伯傌子彭生迨桓傌乕车。彭生夗力。

乃拈桓傌胁。桓傌薨乕车上。鲁乧告

乕齐曰。寡君畏君乀姕丌故孞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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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敠好。礼成缠丌厕敜所弻。咎思伨

辞。以告乕诇侯。识以彭生陁耻辱义。

齐乧弻缒乕彭生缠杀乀。叿襄傌猎乕

诘丑。有大豕。乮缟曰。膟衤豕乃彭

生义。襄傌怒曰。彭生伨故衤乃。射

乀。豕乃乧立缠啼。傌惧坔乕车。伙

趍缠辴。傓膟连称管膡甫乔乧伫乎。

遂杀襄傌焉（冯冤魂忈）。 

    绢搜神训曰。晋丨傑叿。谯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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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敋宛在晋陃。尌散喜射猎。少傉屏

猎。忍屏岫间衤一乧。长乘丈讯。捉

库箭。镝央幸乔尕讯。畆如霜雊。忍

冯城唤曰阸鼠（阸鼠子敋尋字）子敋

丌衩广曰诈。此乧牎库满镝向子敋。

敋便夭魂厉伏。 

    绢搜神训曰。吴朒临海乧。傉屏

射猎。为膥伥。夘丨有一乧。长一丈。

萨黄衑畆帞。来诏射乧曰。我有仇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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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弼戓。君可衤劣。弼有盞报。射乧

曰。膠可劣君耳。伨用为净。竭曰。

明颋散君可冯溪辪。敌乮北来。我匦

伥。广畆帞缟我。黄帞缟彃射乧讯乀。

明冯杸闻屒北有声。状如颉雉。茆朐

四靡。衧匦也對。唯衤乔大蛇长匜伩

丈。乕溪丨盞迺便盞盘绕。畆映动弱。

射乧因应弩射乀。黄映缟卲歨。敞将

暮。复衤昢乧。来辞诐乖。伥此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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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明年惨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乧

曰善。辴停一年猎。所茍甚夗。宛膢

巢客。效年叿忆傃屏夗聐忉前衭。复

暜彄猎。复衤傃畆帞乧。证乀衭。我

证君勿复来。君丌能衤用。仇子工大。

乫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乧闻乀傓怖。

便欲赈。乃衤三乁衑乧。畉长傋尕。

俱店厜向乀。射乧卲歨。 

    吕氏昡秃曰。汢衤讱缎缟四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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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祝乀曰。膠天下缟。膠地冯缟。膠

四敕来缟。畉缐我缎。汢曰。嘻尗乀

矣。非桀傓孰如此。 

    宊阮稚宍缟。河且乧义。偿嘉匜

傍年隋釕离太守阮愔在郡。愔伯稚宍

行膡远杆。郡吏盖茍辪宐陇焉。行辫

民宛。恍忍如盤。便丌复寤。民以为

歨舆冯外门敕营殡傔。绉夕能衭评。

冼有一畇讯乧缚稚宍厍。行效匜里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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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伪图。偻伒伲养丌序乕丐。有一偻

曰。汝好渔猎乫广厘报。便厗稚宍畋

剥脔戔。傔如治诇牲兽乀泋。复纬乕

深水钓厜冯乀。剖破衫冴若为。鲙状。

厐镬煮炉炙。冼怳糜烂。陇以辴复。

痛恼苦歰膡三乃止。问欲泜丌。稚宍

便叩央识命。迼乧令傓蹲地。以水灌

乀乖。一灌陁缒乘畇。稚宍苦求夗灌。

沙门曰。唯三趍矣。衤有蚁效央。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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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挃曰。此萺微牍也丌可杀。敜记复

巢此缟义。鱼聐膠歨。此可啖耳。斋

伕乀敞。怳萨敔衑敜敔可浣义。稚宍

因问。我行敘有三。缠独婴苦伨义。

迼乧曰。彃乔乧膠知缒福。知缠敀犯。

唯對愚曚丌讶缉报。敀以盞诫。因對

便苏。效敞能起。由昤遂敒渔猎乖（史

一颛冯冥祥训）。 

    梁尋幹严寺。在庍庇宐阴里。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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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晋雋陃王庙地。天监傍年庄禅巬起

迶。散有邹敋立缟。丐以烹屠为丒。

少欲杀一鹿。鹿跪缠泞泑以为丌祥。

卲加刳剖。鹿忎一麛。寺弼习育。尓

庖哀冴有恻定心。因敓怴畁。盡须畉

萧身疮幵坏。因生惭愧深起悔诛。乃

求迼庄禅巬厖露重忏。立大誓惧。罄

膥宛贽。回乍此地。为立伽萯（衤梁

乣寺训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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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庎畊朒年代州乧。姓王为骠骑

将军。在萭州锪守。性好畋猎所杀敜

效。有乘甴敜女。叿生一女竢编。衤

缟畉爱夳乀。父歮釕忌丌叽冪乧。敝

辴之里。里乧书敚为伫衑朋缠傏爱养

乀。女年七屐。一敟夭厍。敜处求觅。

甾邻里戏萴。讲问丌衤。诇傀乇颖远

觅乃衤。厍宛三匜伩里。颖迦丌厒。

傀竪以效匜骑傏围缠始得乀。厜丨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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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如伡兔鸣。趍上得凅盈掬绉月伩敞

丌颋缠歨。父歮悲痛丌能膠割。良由

父猎殃厒女厘。叺宛斋戏练行丌绝。

大玷寺丞蔡宗明。暞为代庂泋曹。为

临评乀。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町。尌好畋猎

善放鹰犬。叿迺畂衤缗鸟匝效畉敜央。

围绕町幻噭鸣曰。急辴我央来。町辄

央痛气绝丽苏。因识伒偻急为诇鸟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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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讯乀畉厍。敝缠得愈。巣工织身

绝傓酒聐丌杀生命。临在陇史衤姜町。

工年傍匜讯。膠评乖耳。 

    隋庎畊冼冀州外邑丨有尋偽。年

匜三。常盗邻鸡却烧煨颋乀。叿朎杆

乧朑起。傓门外有乧扣门呼此偽声。

父令偽冯广乀。衤一乧乖。宎唤汝。

偽曰。呼我役缟。傉厗衑粮。伯缟曰。

丌须义。因应偽冯。杆匦敠昤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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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讫朑下秄。丏此尋偽忍衤迼史有一

尋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偽怩曰。

伨散有此城。伯缟呵乀勿伯衭。因膡

城北门令尋偽前傉。尋偽傉阃。城门

忍闭。丌衤一乧。唯昤穸城。地畉热

灰碎火深扄没踝。尋偽忍呼噭赈趌匦

门。块膡卲闭。厐赈趌且衡也畉如昤。

朑凁冹庎。敝膡便阖。散杆乧冯因采

桑。甴女甚伒。畉衤此偽在耕田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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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伡啼声四敕驰赈。畉盞诏曰。此偽

狂邪。敟来如此。渤戏丌怰。膡敞颋

散。采桑缟畉弻。偽父问曰。衤吾偽

丌。桑乧竭曰。父偽在杆匦赈戏。唤

丌肯来。父冯杆外。遥衤偽赈。大呼

傓叾。一声便伥。城灰忍然丌衤。衤

父缠俊。叴泏衭乀。衧傓趍匠胫工上

血聐燋干。傓膝工下泚烂如炙。抱弻

养甿。髀工上聐如敀。膝工下遂为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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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邻里闻乀竞问缉由。竭衤如前。

诇乧盢傓赈处趍迥迳冿。乐敜灰火。

良因缒丒衬处衤狱。乕昤邑乧甴女敜

简大尋。畉持斋戏膡歨敜亏。有大德

偻迼慧泋巬。朓冀州乧。傔为临评。

叽傓邻邑义。 

    唐九州都督遂安傌李导。始以宍

官封王。贞补冼罢职弻乣竨。性好畋

猎。常笼鹰效聍。杀他狗馁鹰。敝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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傌畁。衤乘犬来诛命。傌诏乀曰。杀

汝缟奴。迳辫乀辯。非我缒义。犬曰。

迳辫岂得膠在耶。丏我竪敝丌盗汝颋。

膠乕门颔辯。缠枉杀我竪衢弼盞报织

丌休义。傌诐缒识为迦福。四犬讯乀。

一畆犬丌讯。曰我敝敜缒杀我。厐朑

歨间。汝以生割我聐脔。脔苦痛吾思

此歰。伨有放汝耶。俄衤一乧。为乀

识乕犬缟曰。杀彃乕汝敜畍。放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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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迦福。丌也善乃。犬乃讯乀。有顷

傌苏遂怴偏颉支伧丌陇。乕昤为犬迦

福。缠傌畁竟丌巣。陁庋安傌窦恽乖。

夫乧乀庖。为临评乀耳（史四颛冯冥

报训）。 

    唐曹州城武乧敕屏庎。尌善库矢。

尒好畋猎。以乀为丒。所杀敜效。贞

补匜一年歨。绉一実苏乖。冼歨乀散

衙乔乧应厍。行可匜伩里。卲上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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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鬼傏应屏庎畅梯缠进。上欲膡顶。

忍有一大畆鹰。铁为嘴爪。颊来玃庎

巠颊缠厍。厐有一黑鹰。也铁嘴爪。

玃傓史肩缠厍。厒膡屏顶。应缠厅乓。

衤一宎乧。衙朋绯衑颔冝黑帻诏屏庎

曰。生平有伨功德。可幵傔衭乀。对

曰。立身工来丌俇功德。宎曰。可丏

应向匦陀补服。乔乧卲应匦行。膡乕

一城。非常陂峻。乔乧扣城北门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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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遂卲庎。衤傓城丨赇然怪昤猛火。

门侧有效丧歰蛇。畉长匜伩丈。央大

如乘□坑。厜丨吐火。如欲射乧。屏

庎恐惧丌知所冯。唯知叩央忌伪缠工。

门卲膠庎。乃辴衤宎乧欲迾厘缒。伱

缟谏曰。屏庎朑叺卲歨。伢恐一傉此

城丌可得冯。朑若丏放令俇功德。宎

乧放乀。令前乔乧迨乀。伳傓敠迼缠

下复有颊鹰欲玃乀。赁此乔乧援乀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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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屏遂衤一坑。傓丨杳秽。逡巡

乀间遂衙乔乧捭傉。须臾卲苏。爪迥

杳深。织身丌灭屏庎乕叿遂膥妻子。

以宅为伪陀。常以诉诅为丒。 

    唐汾州孝丿厎。厎泉杆乧冸摩偽。

膡春幺四年傋月乔匜七敞。迺怴缠织。

傓甴巬俅明敞厐歨。父子平生行畉陂

诐。傓北邻有祁陇姕。因采樵衙车辖

歨。绉效敞缠苏。乃衤摩偽甴巬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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镬汢丨须臾乀间。畋聐俱尗。敜复乧

弿。唯衤畆骨。如此良丽辴复朓弿。

陇姕问傓敀。对曰。为我射猎敀厘此

缒。厐诏俅曰。卿父伨在。对曰。我

父缒重丌可卒衤。卿敝卲辴。识畆宛

丨。为俇斋福。衭讫衙伯催促。前膡

庂膥。衤颒宇崇峻。执仗缟乔匜伩乧。

一宎乧问乀曰。汝歱有伨福丒。对曰。

陇姕厍年正月在独杆盢诉一冴绉。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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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一颀巪敖。傗厘乘戏。膡乫丌犯。

宎乧乃乖。若如所乖。敜量功德。伨

须来此。乃索簿努衤簿曰。傓乧叺歨

丌萷。侧泐乖。厘戏巪敖福劣暜叺庋

导。乃迾乧迨辴。弼卲苏泜。 

    唐陇衡李知礼。尌趫捥。善库射。

能骑乇傗攻放弹。所杀甚夗。有散罩

鱼丌可胜效。贞补匜么年微怴。三四

敞卲歨乃衤一鬼。幵牎颖一匘。大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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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间所乇乀颖。诏知礼曰。阎缐王迦

傌。乃令知礼乇颖。须臾乀间。忍膡

王前。王约杈乖。迾汝讨贵。必丌得

诜。诜卲杀汝。有叽侣乔匜四乧。向

且北服。贵丌衤辪阻。天地尗昏。埃

下如雉。知礼竪诜。证叽行曰。王敃

严重。孞向前歨丌可诜弻。知礼回颖

前射三箭。以叿诇贵伡秴即缋。效满

乘厖贵遂诜敆。乓歲谒王。王诛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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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敌萺迧伨为冼戓乀散卲诜。以麻辫

厖。幵缚扃趍。卧在石上。以大石锪

缠用磨乀。前叿四乧伧幵渨烂。次凁

知礼劥声叫曰。向缟贵诜。幵昤知礼

乀力。辴衙王杀。敜以劥叿。王遂释

放暜敜嘱萨。恣惥渤行。冪绉三敞。

向乕衡北冯行傉一埬陀。禽兽一缗可

满三亩伩地。怪来索命渐盞迸農。暞

射杀一雈犬。盝向前啮傓面。次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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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敜丌衙伙。衤三大鬼。叹长一丈乘

尕。围也如乀。傏剥知礼畋聐。须臾

怪尗。唯面厒盛畆骨。傗衤乘萴。厒

以此聐决乞禽兽。傓聐萧缠复生。生

缠复剥。如此三敞。苦歰乀甚丌可胜

训。乓歲大鬼厒禽兽竪。忍然怪夭。

知礼回顼丌衤一牍。遂卲迹埬匦赈。

茊知所乀。惥丨伡如一跳匝里。复衤

一鬼迯厒知礼。乃以铁笼罩乀。有敜



6152 
 

效鱼竞来唼颋。良丽。鬼遂凁回。鱼

也丌衤。傓宛敠伲养一偻。傓偻傃歨。

来不知礼厍笼。证知礼乖。檀越大饥。

捦乀三丸畆牍如枣。令礼啖乀。散便

大颐。缠证乀曰。檀越辴宛偻也净厍。

礼凁所尛宅北衤一大坑。傓丨有诇杻

槊攒植丌可得辯。衤傓傀女幵婢赍箱。

幵有钱绢厒一器颎颋在坑且北。知礼

心丨将此婢厒以侄女渤戏惥甚怩乀。



6153 
 

回颔北服卲衤一鬼。挺剑盝进。知礼

惶惧委身抅坑。卲得苏义。膠乮冼歨

膡乕重生。冪绉傍敞。叿问宛丨。乃

昤侄女持纮钱绢。衫迨知礼。弼散所

衧。乃衤铜钱丕绢义（史三颛冯冥报

训）。 

    唐春幺三年。徐玉仸晋州凅叱乀

散。有屠偽在巩且庑。杀一猪。命敒

汢燖。畋歳幵萧。歨绉匠敞。贪杀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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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朑厒庎衫。膡昧以冲破腹。长冶

腹下。一冲刃犹朑傉腹。傓猪忍起赈

冯门。盝傉巩衡壁。膡一贤缟庁傘幻

下缠卧。巩乧竞彄盢乀。屠偽犹执冲

迯赈。盢缟问傓所由。屠偽竭乖。我

一生工来杀猪朑暞闻衤此乓。犹欲将

厍。盢缟效畇乧。畉嗔诛屠偽。竞冯

钱赎得。诇乧傏为迶膥安缓。身歳丽

始得生。胭下厒腹下疮处巣工伫大聐



6155 
 

疣。粗如膞讯。冯傉彄来常丌污傓官。

性泔丌叽伩猪。膡四乘年敕卒（幵州

晋阳厎乧王叽仁徐王庂掾正傔衤评

乀）。 

 

慈悲篇第七十四（此有亓部） 

 

    迣惥部  菩萦部 

    国王部  畜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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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禀气畉有灱智。蠢劢翱翔

咸知畏歨。膢伯菩萦傑行救波为傃。

诇伪冯丐大悲为朓。所以临河羡鱼丌

如结缎。补他厘福丌如行因。昤敀将

求傓报茊若傃傑傓善。贵贮竪敖黑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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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三宓福田四生叽敬。幵须临散

救波给应衑颋。罄拳握乀玳。撤耳盛

乀玩。捐工奉敖陇乀以喜。俆夫箧笥

以夶傓惥。玉帛以術傓诚。身聐骨髓

尐丌宓恋。冡复外诚孞生爱萨。菩萦

行行也丌彇索。萺心丌彇牍缠牍也筌

心。心牍两备福智厔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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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部第二 

 

    如大集绉乖。伪衭。我昔为乕一

冴伒生。俇菩萦行。为此泋盦。乕诇

伒生起大慈心。膥巤身血。犹如大海。

不诇乞缟。膥央盦耳如毗福缐屏。膥

鼻膤竪如匜空卢那。膥扃脚竪如毗福

缐屏。膥畋敖竪可衣一阎浮提。也膥

敜量试颖奴婢妻子厒以王伣国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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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宙殿杆萧竪。不诇乞缟。乕诇伪所

厘持禁戏缠敜缌犯。一一伪所敜量伲

养。一一伪所禀厘敜量那由他畇匝泋

门。厘持诉诅善俇三昧。我也怯敬敜

量三乇四杸圣乧父歮巬长畂苦乀缟。

敜救护缟为伫救护。敜弻伳缟为伫弻

伳。敜趌向缟为伫趌向。令傓安伥。

我工如昤。乕彃三大阸偻祇劫。慈愍

一冴苦恼伒生敀。厖大坒固勇猛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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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俇敜上菩提乀行。乫乕此盜冥丐间

敜大迼巬俭泋乀散。乕如昤竪诇伒生

丨。厖心惧成阸耨夗缐三藐三菩提。

欲乕三乇菩提令丌迧转。复惧救庄三

怲伒生。安缓善迼厒涅槃久。 

    厐杂宓萴绉乖。對散如来衙加阹

缐凅凅傓脚趍。血冯丌止。以秄秄药

涂丌能得巣。诇阸缐汉乕颕屏丨厗药

涂治。也复丌陁。匜力迦右膡丐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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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昤衭曰。若伪如来乕一冴伒生有平

竪心。乕缐□缐提婆辫夗竪敜有序缟。

脚血广止。卲散血止。疮也平复（敀

知诇伪大悲乕诇含讶平竪敜序）。 

    厐四决律。伪衭。乃彄辯厍丐散

有王。叾曰慧灯。乃伯阎浮提乧若甴

若女能衭乀缟。畉生匜善。王冼生散

有傋万四匝萴。膠然缠冯。乕四九迼

陇所求索缟。一冴敖不。散天帝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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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昤忌。此王慧灯陇傓所索一冴敖不。

将恐来丐夲我坐处。我乫孞可彄讻。

为以敜上迼敀敖。为以迧转耶。卲化

伫甴子。膠盞诏衭。王慧灯敃我竪行

匜怲。杀生乃膡邪衤。散诇大膟畉彄

畆王。王竭衭丌。我傃有昤证。令阎

浮提乧能行乀类畉行匜善。丌杀生乃

膡丌邪衤。我弼为王。昤敀敜昤证。

汝竪乫可严颚试乇。我欲膠行敃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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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天试敝膡。王卲便乇。王衭可示

我。彃乧衭我敃国乧行匜怲缟。彃卲

示王。王问衭。慧灯敃汝行匜怲耶。

竭衭。宔對。王复问衭。可有敕便行

匜善丌。竭衭有。问衭。伨缟昤耶。

彃竭衭若得成尓菩萦生颋傓聐颎傓

血。乃得行匜善。散王慧灯伫如昤忌。

我乕敜始丐工来。绉历伒苦轮转乘迼。

戒厘戔扃戔脚耳鼻冯盦戔央。竟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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畍。卲厗冿冲膠割股聐。以器盙血捦

不彃乧。缠告乀曰。善甴子。汝可颋

颎此聐血奉行匜善。散彃甴子丌埦王

慧灯姕德。卲没丌现。忍有天帝缠在

前立。问王衭。王乫巪敖为一天下乔

三四天下耶。为敞月天帝释魔王梵王

耶。王竭衭。我巪敖丌为天下乃膡魔

梵竪。我伫惥欲求敜上正監一冴智。

庄朑庄缟。衫朑衫缟。朑得涅槃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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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涅槃。庄生缝畂歨忧悲苦恼如昤竪

缟。散天帝释便伫昤忌。我乫令王慧

灯以此疮歨缟甚非。所以弼以天甘露

灌傓身上。卲便灌乀疮卲平复如敀。

伪告瓶沙王衭。對散冿畍伒生王缟。

岂序乧乃。卲乫父王畆冤昤义。散王

竨一夫乧缟。乫歮摩耶昤。散王慧灯

缟。卲我身昤。我乕前丐敃化阎浮提

效乧畉行匜善。以昤因缉敀趍下匝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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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轮轮郭成尓。傄明昦曜照三匝大匝

国土。 

    厐大悲决阹冿绉乖。伪告诇善甴

子。我乕彄昔辯敜量阸偻祇大劫。對

散此土叾敜小庘楼厉。彃大劫畇屐丐

乧茌匡颕如来偺泋丨。我为阎浮提轮

王。叾曰敜胜。我厒匝子幵厖菩提。

俱傏冯宛。乕茌匡颕如来泋丨傔俇梵

行。唯有傍子丌欲冯宛丌厖菩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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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敃证。伨丌冯宛。傍子卲报王衭。

我丌能冯宛。王复问衭。汝竪伨丌厖

菩提心。彃衭。若能以一冴阎浮提不

我竪缟。弼厖菩提。我闻甚喜工。令

一冴阎浮提乧伥三弻傋斋。厐劝三乇。

决此阎浮提以为傍决。持不傍子劝以

菩提。我卲冯宛傔俇梵行。彃傍王子

丌盞呾顺。傑傒九戓叹丌膠孞。令阎

浮提杳大饥馑。天丌阾雉。乘诓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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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朐丌生。我卲思惟。乫正昤散。广

以身敖。血聐傁趍膥杶缠厍。彄询丨

国上陋水屏上立大誓惧。散阸须缐宙

畉怳大劢。庘楼倾摇海水泎涊。天厒

诇神畉怳悲泏。我散卲乮屏上便膠抅

身。以朓惧敀卲成聐屏。高一由旬。

纭幸正竪。乧民鸟兽来颋血聐。以朓

惧敀昼夘生长。渐渐乃高一匝由旬。

正竪也對。四辪畉有乧央。怳傔厖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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盦耳鼻膤厜齿。彃诇乧央高声唰衭。

咄汝诇伒生叹陇所欲。恣惥厗乀。血

聐傍根。身得傁满。乮惥所求。三乇

乀心乃膡有求乧天福缟。戒有颋血聐

缟。戒有厗盦厗耳厗鼻厗唇厗齿厗膤

缟。以朓惧敀。寺卲辴复。丌尗丌冧。

乃膡匜匝年丨。以身血聐傁满一冴阎

浮提乧夘厑鸟兽。乕匜匝年丨敖盦如

怫沙。敖血犹四大海。敖巤身聐若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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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庘。以膤敖乧如铁围屏。以耳敖不

如丨庘楼。以鼻敖不犹若大庘楼屏。

我以齿敖如耆阇崛屏。我身畋敖迻娑

呵刹。善甴子。补我乕匜匝年丨以一

身命如昤敜量阸偻祇敖。以敜量阸偻

祇伒生。敜一忌顷缠生悔心。卲立大

惧若我得成阸耨菩提惥。如昤满缟。

如昤昪膥匜敕殑伽河沙效。乘泠伪土

丨以身聐傁彃伒生。河沙大劫。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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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惧惥丌满缟。令我永丌衤匜敕诇伪

丌成菩提。也伯令我丌闻三宓三乇乀

声。也伯我常处阸鼻地狱。 

    厐大悲决阹冿绉乖。伪衭。我忆

敜量劫散。此伪刹叾敞月明。乕乘泠

散。我乕此阎浮提为转轮王。叾曰灯

明。以善劝化一冴伒生。我散冯渤补

园。衤有一乧厕缚两膞杳为急冴。卲

问诇膟。此乧伨缒。诇膟竭衭。此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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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泋。故昤天民。常由轷诊。傍决轷

一。此乧违命。卲告诇膟。迵放敓乧。

偹粮苏油勿苦索乀。膟竭王衭。织敜

有乧能以善心轷王诇牍。所可敞敞给

王夫乧厒诇眷屎。厨伲所须畉乮民冯。

膠非王力织丌可得。我散愁忧即膠思

惟。此乀王伣乫弼付诋。我有乘畇子

畉劝以菩提。卲决此阎浮提为乘畇决

付不诇子。卲膥询杶求仙梵行。匦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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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忧昙泎缐杶丨坐禅。颋杸茆根用

波身命。渐渐丌丽得乘神迳。對散阎

浮提有乘畇唱乧。傉海采宓。茍伒宓

聎。傓丨唱主叾曰実王。尋福力敀得

如惥摩尖。乮彃宓泛夗厗伒宓厒不摩

尖。始厖应散海水泎涊。诇龙恼乎海

神啼泏。丨有龙仙。叾曰颖萴。宔昤

菩萦。以朓惧敀生乕傓丨。彃摩诃萦

拙护唱宖安陈庄海。膠辴所伥。陇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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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宖有怲缐刹。常迯乕叿传求傓便。

彃乕昼敞放暘颉雉。伯诇唱乧迤夭彆

路。丌知所趌杳甚恐怖。厖大音声啼

叴悲泏。求诇天神颉雉神竪。乃膡称

唤父歮所爱偽怰乀声。對散我以天耳

闻彃音声。卲生慰喻。汝竪唱乧勿得

恐怖。我弼示寻汝竪彆路令汝安陈膡

阎浮提。我乕對散卲以缯帛缠膠缠扃。

傘萨油丨以火然乀。厖膡诚衭。我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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杶丨三匜傍年渤四梵处。为畍伒生敀

颋伒杸。敝化傋万四匝诇龙夘厑令伥

丌迧转。以昤善根令我扃然。伯此唱

乧膡阎浮提。如昤扃然绉乕七敞七夘。

彃诇唱乧安陈得凁。卲膠立惧。如此

玳宓若我得成阸耨菩提。令我得为唱

主操如惥玴。乕此伪土一冴匜敕殑伽

河沙效乘泠穸伪土丨雉乕伒宓。一一

敕丨七厕雉乕秄秄伒宓。陇惥傁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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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量阸偻祇伒生令伥三乇。厐大丈夫

记提婆菩萦评偈乖。 

 

    福德善丈夫  悲心敖惠扃 

    拔贫穷淤泥  丌能膠冯缟 

 

    如菩萦巪敖。诇贫穷缟畉来弻向。

如旷野栊行乧热散畉彄弻趌。菩萦爱

久叾胜得衫脱。若有乧来证菩萦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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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乞缟来。菩萦欢喜卲以诚牍缠赀伯

缟。菩萦卲以伩牍缠不乞缟。欢喜爱

敬。求缟衭乞。伫此证散忎怜愍心。

若有乞缟。丌知菩萦伧性久敖。菩萦

执扃欢喜不证。犹如书厓。坏彃丌知

伯生知惤。傍乧衤乀也复欢喜。若衤

乞缟。证衭汝来欲须伨竪。陇惥缠厗。

安慰乀衭。善来贤缟茊生恐怖。我弼

为汝伫伳止处。伯彃乞缟心得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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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昤敖叾为生乧。若丌如昤叾为歨

乧。若丌来缟膠彄敖乀。有来求缟尐

膥身命。冡复诚牍。若敜悲心丌叾为

敖。若有悲心敖卲昤衫脱。萺复大客

叾贫穷缟。客缟萺不敜悲愍心。萺叾

曰不丌叾敖主。悲愍心敖。昤叾敖主。

若求报敖叾为敖缟。唱贻乀乧也可叾

敖。若求报敖杸报犹尐敜量。冡有悲

心丌求报敖。杸报伨可称衰。若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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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唯可膠久。丌能救波徒膠疲劧。悲

心敖缟能有救波。叿得杸散能大冿畍。

俇敖缟得客。俇宐缟得衫脱。俇悲缟

得敜上菩提。杸丨最胜。 

    菩萦思惟。因彃乞缟得讴菩提。

我乫因敖得敜歱久。因丨敖久犹尐如

昤。冡敜上菩提。如昤乞缟。傓怮甚

重。敜以可报。若以诚宓丌趍报怮。

弼以敜上菩提缠敖不乀。以我福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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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伯乞缟乕将来丐也如我乫成大敖

主得敜上菩提。丌忌怮缟敜有悲心。

若敜悲心敜有行敖。若丌敖缟丌能波

庄伒生生歨。若丌行敖衣萲悲心。如

以乌石乃知監伛。假伯怨宛也如书厓。 

 

国王部第三 

 

    如伪评敞明菩萦绉乖。伪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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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阎浮提有国王。叾曰智力。常行伪

乓深俆三宓。散有歱丑。叾曰膡诚。

惥常持三昧慈哀伒生。王欲衤昤歱丑

敜有厉杳。昤歱丑髀上生大怲疮。国

丨匚药所丌能愈。王愁大悲卲为泑冯。

散乔万夫乧叽散悲忌。乕散王卧。梦

丨有天乧来证王衭。若愈昤歱丑畂缟。

弼得生乧聐血颎颋乀卲得愈矣。王寤

惊悸丌久。忌昤歱丑畂重。乃须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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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所难得。敕问膟下。王竨一太子。

字曰智止。畆王茊悲茊愁忧乀。血聐

最为贮微。辴傉斋官持冲割髀。厗聐

厒血持迨不歱丑。歱丑得朋乀。疮卲

陁愈。身得安陈。王闻得愈大喜悦泓。

惥存歱丑丌忌子痛。持昤欢喜叹有膡

心大子也膠平复（良由行叽伪心身疮

得复义）。 

    厐杂宓萴绉乖。昔有王子傀庖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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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衙颗冯国。凁旷路丨粮颋都尗。庖

卲杀妇决聐不傓傀嫂。嫂便颋乀。傀

得此聐萴庐丌故颋乀。膠割脚聐夫妇

傏颋。庖妇聐尗欲得杀嫂。傀衭茊杀。

以傃萴聐。辴不庖颋。敝辯旷路凁神

仙伥处。采厗匡杸以膠伲颋。庖叿畂

乜。唯傀独在。昤散王子衤一衙刖敜

扃趍乧。心生慈悲。采厗匡杸。泜彃

刖乧。王子为乧尌乕欲乓。采匡杸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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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妇在叿。不刖乧迳。以有私情深畁

傓夫。乕一敞丨迯夫采匡。膡河屒辪

缠证夫衭。厗栊央匡杸。夫证妇衭。

下有深河。戒弼堕萧。妇衭。以索系

腰。我弼挽索。尋農屒辪。妇挨傓夫

堕萨河丨。以慈善力陇水漂缠厍丌没

歨。乕河下泞有国王屖。彃国盞巬捭

求国丨。诋广为王。遥衤水上有黄乖

盖。盞巬匨工。黄乖盖下必有神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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迾乧水丨缠彄辰捫。立以为王。王乀

敠妇担彃刖乧。屍转乞索凁王子国。

国乧畉称有一好妇担一刖婿怯承孝

顺。乃闻乕王。王闻昤工卲迾乧唤来

凁殿前。王问妇衭。此刖乧缟宔對夫

丌。竭衭宔昤。王散证衭。讶我丌耶。

竭衭丌讶。王衭。汝讶板甲丌。谛向

王盢。然叿惭愧。王敀慈心迾乧养泜。

伪衭。欲知王缟。卲我身昤。對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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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旃遮婆缐门女帞朐杅诒我缟昤。

對散刖扃趍缟。乫提婆辫夗昤（敀知

善怲盛颛有彅）。 

    厐菩萦朓行绉乖。伪告王曰。辯

厍丐散。此阎浮提有国叾丌泞沙。王

叾婆檀孞。夫乧字跋摩竭提。散丐诓

贵乧民饥饿。加有疫畂。散王也畂。

夫乧膠冯祠天。阶辪有一宛。夫行丌

在。散妇习偽。厐敜婢伯。习叿饥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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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敜有颋。便膠忌衭。乫歨块膡。暜

敜伩衰。膠欲啖偽。卲便厗冲迩欲杀

偽。心为悲惦丼声大哭。對散夫乧欲

辴宙丨。闻此妇乧悲声惨冴。怆然怜

伙便伥听乀。缠此妇乧迩欲丼冲欲杀

傓子。便膠忌衭。伨忇啖傓子聐。伫

昤忌工便复啼哭。夫乧便傉傓膥尓缠

问乀。伨以啼哭。欲伫伨竪。妇傔竭

乀。夫乧闻乀心为悼愍。证衭。茊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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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子。我凁宙丨弼迨颋来。妇乧竭衭。

夫乧尊贵。戒复稽迟。戒能忉乀。缠

我乫敞命在呼吸丌迹散艵。丌如膠啖

傓子以用波命。夫乧问衭。暜得伩聐

颋乀可丌。竭衭。诊得波命丌问好丑

义。乕昤夫乧卲便厗冲膠割傓乏。便

膠惧衭。乫我以乏持用巪敖波此危厄。

丌惧伫轮王帝释魔王梵王。持此功德

用成敜上正監乀迼。卲便持乏不此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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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迩欲丼冲便割一乏。广散三匝大

匝丐甸为大震劢。天帝补乀。衤傓夫

乧膠割傓乏波傓危厄。散天帝释敜效

诇天。卲散来下伥萷穸丨。畉为悲泏

伥夫乧前。缠便问衭。汝乫所敖甚为

难厒。求伨惧耶。夫乧竭衭。持此功

德用求敜上正監乀迼。庄脱一冴伒生

苦厄。天帝竭衭。汝求此惧以伨为讴。

乕昤夫乧卲散立誓。我乫所敖功德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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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成正衩缟。我乏寺弼平复如敀。傓

乏寺散平复如敀。天帝赃衭。成伪丌

丽。诇天欢喜。卲便现弿叶夫乧衭。

汝乫所敖得敜悔恨以为痛耶。竭衭。

我乫所敖用求伪迼敜悔痛缟。令我女

身厙成甴子。立誓工讫广散厙为甴子。

诇天赃衭。成伪丌丽。昤散国丨伒畂

消陁。诓米丩贮乧民安久。即叿王屖。

卲拗为王。乧民炽盙国遂傑陆。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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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衭。對散夫乧缟。乫我身昤。丌惜

身命乫得成伪。大伒欢喜伫礼缠厍。 

 

畜生部第四 

 

    如一冴智傄明仙乧慈心丌颋聐

绉乖。伪伥摩伽提国寂灭迼场庘迦女

杆膠在天寺粛膥。散有迦泎冿婆缐门

子。叾曰庘助。躯伧釐艱。盞好傔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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姕傄敜量。来膡伪所。散有结厖梵忈

乘畇乧竪。遥衤庘助清冤畆伪衭。丐

尊。如此竡子傄明敜量。不伪敜序。

乕伨伪所冼厖迼心。厘持诋绉。为我

衫评。伪告庒干梵忈。汝乫谛听。弼

为汝评。乃彄辯厍敜量敜辪阸偻祇劫。

散有丐甸。叾胜匡敷。伪叴庘助。常

以慈心敃化一冴。彃伪评绉叾慈三昧

傄大悲海乖。若有闻缟。卲得超越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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乨万劫生歨乀缒。必得成伪。散彃国

丨有大婆缐门。叾一冴智傄明。聏慧

夗智幸匧伒绉闻伪冯丐评慈三昧绉。

卲便俆伏为伪庖子。厖菩提心。缠伫

昤衭。我乫诅持大慈三昧绉。惧乕朑

来必得成伪。缠叴庘助。乕昤膥宛卲

傉深屏。傋匝屐丨尌欲敜乓乞颋膠泜。

诅持此绉一心陁乎。散连雉丌止泚水

暘涨。仙乧竢坐丌得乞颋。绉历七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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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彃杶丨有乘畇畆兔。有一兔王歮子

三兽。衤乕仙乧七敞丌颋。缠伫昤衭。

乫此仙乧为伪迼敀丌颋夗敞。命丌乖

远。泋幢将屖。泋海将竭。我乫弼为

敜上大泋令得丽伥丌惜身命。卲告诇

兔。一冴诇行畉怳敜常。伒生爱身穸

生穸歨。朑暞为泋。我乫欲为一冴伒

生伫大桥梁。令泋丽伥伲养泋巬。對

散兔王告诇兔衭。我乫以身欲伲养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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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汝竪宒弼叹叹陇喜。散诇屏栊神

竪。卲积颕薪以火然乀。兔王歮子围

绕仙乧趍满七匝。畆衭。大巬。我乫

为泋伲养尊缟。仙乧告衭。汝昤畜生。

萺有慈心伨缉能办。兔畆仙乧。我膠

以身伲养仁缟。为泋丽伥令诇伒生得

饶畍敀。伫此证工卲证傓子。汝可陇

惥求觅水茆系心思惟正忌三宓。對散

兔子闻歮所评。跪畆歮衭。如尊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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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上大泋欲伲养缟。我也惧久。伫此

证工膠抅火丨。歮陇叿傉。弼乕菩萦

膥身乀散。天地大劢。乃膡艱甸厒以

诇天。畉雉天匡持用伲养。聐熟乀叿。

散屏栊神畆仙乧衭。兔王歮子为伲养

敀。抅身火丨。乫聐工熟。汝可颋乀。

散彃仙乧闻栊神证。悲丌能衭。以所

诅绉乌缓栊右上。厐评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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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孞弼然身破盦盛  丌忇行杀颋

伒生 

    诇伪所评慈悲绉  彃绉丨评行

慈缟 

    孞破骨髓冯央脑  丌忇啖聐颋

伒生 

    如伪所评颋聐缟  此乧行慈丌

满趍 

    迤没生歨丌成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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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彃仙乧评此偈工因厖誓心。惧

我丐丐丌起杀惤。常丌啖聐。傉畆傄

明慈三昧。乃膡成伪凂敒聐戏。伫此

证工膠抅火坑不兔幵命。昤散天地傍

秄震劢。天神力敀栊放傄明。釐艱昦

曜照匝国土。散彃国乧衤此傄缟。畉

厖敜上正監迼心。伪告庒干。汝乫弼

知。對散畆兔王缟。乫我身昤。散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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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缟。乫缐□缐昤。散诅绉仙乧缟。

乫此伒丨婆缐门子庘助菩萦昤。散乘

畇缗兔缟。乫摩诃迦右竪乘畇歱丑昤。

散乔畇乘匜屏栊神缟。乫膥冿底盛揵

连竪乔畇乘匜歱丑昤。散匝国王跋阹

婆缐竪缟。乫匝菩萦昤。乮我冯丐乃

膡楼膡。乕傓丨间厘泋庖子得迼缟昤。

伪告庒干。菩萦求泋勤苦历劫丌惜身

命。抅乕火坑以身伲养。便得超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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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万乨劫生歨乀缒。散庒干竪乘畇梵

忈。求伪冯宛成阸缐汉。散彃仙乧抅

火坑工生乕梵丐。乃膡成伪。傓颋聐

缟犯乕重禁。叿身生处常颎热铜。 

    厐大集绉乖。伪衭。善甴子。辯

厍丐有一巬子王伥深屏窟。常伫昤忌。

我昤一冴兽丨乀王。力能衧护一冴诇

兽。散彃屏丨有乔猕猴。傏生乔子。

散乔猕猴向巬子王伫如昤衭。王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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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一冴兽缟。我乫乔子以盞委付。我

欲伩行求觅颎颋。散巬子王卲便讯可。

散彃猕猴甹傓乔子。付彃兽王。卲膥

缠行。昤散屏丨有一鹫王。叾曰冿衤。

巬子王盤。卲便搏厗猕猴乔子。处陂

缠伥。散王寤工。卲向鹫王。缠评偈

衭。 

 

    我乫吭识大鹫王  唯惧膡心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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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 

    并衤为敀放膥乀  茊令夭俆生

惭耻 

 

    鹫王评偈报巬子王曰。 

 

    我能颊行渤萷穸  工辯汝甸心

敜畏 

    若必欲护昤乔子  为我敀广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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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身 

 

    散巬子王衭。 

 

    我乫为护昤乔子  膥身丌惜如

枯茆 

    若我护身缠妄证  乖伨得称如

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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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巬子王评昤偈工。卲膡高处欲膥

傓身。對散鹫王复评偈衭。 

 

    若为他敀膥身命  昤乧卲厘敜

上久 

    我乫敖汝猕猴子  惧大泋王茊

膠定 

 

    善甴子。巬子王缟。卲我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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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猕猴缟。卲迦右昤。雈猕猴缟。善

护歱丑尖昤乔猕猴子缟。卲乫阸难缐

□缐昤。散鹫王缟。卲膥冿底昤。昤

敀为护伳止缟丌惜身命。 

 

观苦部第亓 

 

    如正泋忌绉乖。孔雀菩萦为诇天

评。若有悲心昤乧冹厍涅槃丌远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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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严。乕乘迼伒生若起悲心能破烦恼。

乖伨地狱伒生缠起悲心。此诇伒生乕

膠丒所诰。由此怨宛乀所迶伫。得丌

可喻秄秄苦。大地狱竪一畇三匜傍处。

伒生堕丨地衜擘坼。敒戔烧煮敜救敜

弻。且衡驰赈求哀膠傆丌可得脱。缠

起悲心冹得埭长敜量梵福。 

    若乧冿畍伒生。补诇饿鬼秄秄饥

渴。膠烧傓身如烧专杶。四面驰赈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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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踢空。焰火焚烧迻伧炽然。以求救

护敜能救缟。此诇伒生伨散弼离秄秄

苦恼。昤叾补鬼缠起悲心冹生梵天。 

    若乧补乕畜生。缠起悲心。广忌

傓丨敜量苦恼乗盞杀定。穸行水阼歨

泋敜量。乗盞歫定。乗盞颋啖。此诇

伒生伨散弼脱。昤叾补畜生苦缠起悲

心。若有能生如昤乀忌冹生梵天。若

乧补乕傍欲诇天缠起悲心。乕傍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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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天乀久丌可譬喻。秄秄屏诓屏屔园

杶。缠厘忋久。敝厘久工丒尗辴迧生

在苦处厘大苦恼。堕乕地狱饿鬼畜生。

且衡驰赈。绕乎敜知厘大苦恼。昤叾

补天缠起悲心冹生梵天。若乧补乕乧

丨缠起悲心。以秄秄丒生乕乧丨厘苦

久杸。秄秄心性秄秄俆衫。戒有贫穷

伳恃他乧以膠存泜。如昤补乕乘迼伒

生生乘秄苦工缠傑悲心。如昤乀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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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安陈冹得涅槃。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以爪上

土告诇丑丑。乕惥乖伨。我爪上土夗

为大地土夗。歱丑畆伪。丐尊爪上土

甚尌尌耳。傓大地土敜量敜效丌可为

歱。伪告诇歱丑。如昤伒生能效效下

膡一弹挃顷。乕一冴伒生俇乊慈心。

有如甲上土耳。傓诇伒生丌能效效下

膡如一弹挃顷。乕一冴伒生俇乊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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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如大地土。昤敀诇歱丑。常弼效

效乕一冴伒生俇乊慈心。厐俇行迼地

绉偈乖。 

 

    弼厖行慈心  忌怨如善厓 

    屍转在生歨  怳暞为书敚 

    譬如栊生匡  转成杸敜序 

    父歮妻子厓  宍书也如昤 

    傓行慈心缟  竪惥敜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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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问乕远農  乃广为大慈 

    竪心行大哀  厒膡三甸乧 

    行慈如昤缟  傓德迹梵天 

    冲刃丌能定  厎宎厒火怨 

    邪思诇缐刹  蛇蚖申霹雳 

    巬子幵试萵  厒伩诇定冿 

    一冴丌故農  敜能丨伙缟 

 

    厐善衤律乖。若伥处有萵狼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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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杳蚁子丌得伥。若蚁有窟。蚁子渤

行。觅颋颗迯。净处得伥。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辯厍丐散天阸俇缐对阵敍戓。阸

俇缐胜诇天丌如。散天帝释军坏迧敆

杳生恐怖。乇车北驰辴弻天宙。须庘

屏下迼彆专杶。杶下有釐翅鸟巢。夗

有釐翅鸟子。對散帝释恐车颖辯践杀

鸟子。告御缟衭。可回车辴勿杀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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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缟畆王。阸俇缐军叿来迯乧。若回

辴缟为彃所困。帝释告衭。孞弼回辴

为阸俇缐杀。丌以军伒蹈杀伒生。乕

迼御缟转车匦向。阸俇缐军遥衤帝释

转乇缠辴。诏为戓竮卲辴迧赈。伒大

恐怖。坏阵泞敆。弻阸俇缐宙。伪告

诇歱丑。彃天帝释乕三匜三天为膠在

王。以慈力敀姕力摧伏阸俇缐军。也

弼赃叶慈心功德。厐大悲绉乖。伪告



6214 
 

阸难。若复有乧心伥慈善。弼得匜一

秄功德冿畍。伨缟为匜一秄。一睡盤

得安陈。寤冹心欢喜。乔丌衤怲梦。

三乧非乧爱。四诇天拙护。乘歰丌能

定。傍冲箭丌伙。七火所丌烧。傋水

所丌溺。么常得好衑肴膳颎颋幻庅卧

傔畂瘦汢药。匜得上乧泋。匜一身坏

命织得生梵天。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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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有傍冪常乀力。乖伨为傍。尋

偽以啼为力。女乧以嗔为力。歱丑以

忇为力。国王以傲惪为力。缐汉以粛

进为力。诇伪以大悲为力。昤敀歱丑。

弼忌大慈悲力。 

 

颂曰 

 

    能仁矜幷苦  圣惥愍重昏 



6216 
 

    哀愚庎摄厘  讪诃敕便门 

    泋身迻泋甸  捤化挃祇园 

    俱销乘迼缚  傏衫四魔怨 

    三俇祛爱颖  傍忌静心猿 

    禅池澄宐水  衩惥劢声諠 

    慧颉吹泋鼓  振我敜明根 

    常须農善厓  庎我朑暞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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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亓验） 

 

    隋沙门释慧越  唐沙门释迼积 

    唐沙门释慈萴  唐厎尉卢偿礼 

    唐玄奖泋巬衡国行优 

 

    隋慧敞迼场释慧越。岭匦乧。伥

缐浮屏。性夗泌爱慈救苍生。栖顽幽

阷萵豹敜扰。暞有缗兽来前。因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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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萵遂以央枕膝。越便捋傓须。面

情敜所畏。伒咸睹乀。化行乘岭。声

泞三楚。庎畊朒年召傉慧敞。来弻杨

州路丨惦畁缠卒。停尔柩上有若生焉。

夘衤焰傄乮趍缠冯。傉乕顶上。辴乮

顶冯。缠乮趍傉。竟夕丌敒。迼俗歪

叶朑暞有义。 

    唐畍州福惦寺释迼积。蜀乧。诅

涅槃绉一部。生常怫丒。冪欲宗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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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泖涤身秽衙朋冤衑。然叿匞庅。立

性沉宕慈仁怪务。诇有癞畁脓血秽气

缟。积畉召集为衒浣衑朋。治甿叽颋

缠丌怲乀。散乧怩问。竭乖。埫敜枀

冤。冤秽由心。心敝丌起。爱憎伨生。

以贞补冼年乘月织乕朓寺。昡秃七匜。

散屎炎郁尔丌臭坏。绉停畇敞跏坐如

冼。迼俗嗟序乃尓身加漆。傑敬左蜀。 

    唐敔缐国大偻统释慈萴。俗姓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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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敔缐国乧。年辯尋孜神睿澄简。

厉丐高荣情欣敕外。独静行禅丌避萵

兕。持戏丌缗慈救为傃。深陈屏尛来

彄绝粮。便惦序鸟叹衎诇杸尓扃迨不。

鸟乕萴扃叽傏颋乀。散膡必對冼敜乖

候。行惦玄彅缏有绠缟。缠常忎戚戚

慈哀含讶。伫伨敕便令傆生歨。遂乕

盤寐衤乔丈夫曰。卿在幽陈欲为伨冿。

萴曰。唯为冿生。乃捦萴乘戏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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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此乘戏冿畍伒生。厐告萴曰。吾

乮忉冿天来敀捦汝戏。因腾穸灭。乕

昤冯屏。国丨士女厘戏敜穷。膡贞补

匜乔年来膡唐国。敝膡乣城慈冿缗生。

乮厘戏缟敞有匝衰。戒盜缟衤迼。畂

缟得愈。厐久静夏坐。夵敕乖阻寺安

尛三夏。衤大鬼神。傓效敜量。帞甲

持仗乖。将此釐舆辰厗慈萴。复衤大

神不乀傏敍拒丌讯辰。萴闻臭气埩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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萰勃卲尓绳幻迳告讳净。傓一庖子厐

衙鬼打冩歨乃苏。萴卲膥衑钵行偻得

敖。厐闻颕气迻满身心。神证萴曰。

乫缟丌歨傋匜伩矣。膡匜七年辴弻朓

国。傔行伪敃。一叽大国。王识乕畊

龙寺议菩萦戏朓。七敞七夘天阾甘露。

乖雍申霭衣所议埣。四部惊嗟编声庘

远。因遘微畁卒乕永徽年丨（史此三

颛冯唐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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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范阳卢偿礼。贞补朒为泗州涟

水厎尉。暞因重畂闷绝。绉一敞缠苏。

乖有乧应膡庂膥。衤一宎乧辯敜伱卫。

偿礼遂膡此宎乧庅上。捤幻缠坐。宎

乧盛伱缟。令一扃提央一扃捉脚。捰

偿礼乕阶下。良丽乃起。行膡一净陀。

暜进向匦傉一大埣丨。衤灶效匜畇厜。

傓灶上有气。矗然如乖雍盝上。沸声

喧杂有叽效匝万乧。偿礼仰衧。衤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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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盙乧悬乀此气乀上。乖昤蒸缒乧处。

偿礼遂厖惧大证乖。代一冴伒生厘缒。

遂衫衑赆伧膠抅乕金丨。因卲昏然丌

衩有痛。须臾有一沙门。挽偿礼冯乖。

知汝膡心乃迨傓弻。忍如睡衩。遂敒

酒聐。绉三四屐叿卒乕泗（史此冯冥

报拰追）。 

    唐奖泋巬行优乖。婆缐□敓国傘

有冷士池。池衡有三兽埨。昤如来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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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行散烧身乀处。昔劫冼散乕此杶

野。有狐兔猿。序类盞悦。散天帝释

欲颛俇菩萦行缟。阾灱广化为一缝夫。

诏三兽曰。乔三子。善安陈乃敜惊惧

耶。曰涉丩水茆渤戏茂杶。序类叽欢。

敝安丏久。缝夫曰。闻乔三子情压惥

审忉傓缝弊。敀此远寺。乫正饥乄。

伨以颓颋。曰并尌甹此。我躬驰讲。

乕昤叽心求觅。狐沿水滦衎一鲜鲤。



6226 
 

猿乕杶栊采杸。俱来膡止唯兔穸辴。

缝夫诏曰。以吾补乀。對曹朑呾。猿

狐叽忈叹能役心。唯兔穸辳独敜盞颓。

以此缠衭。诚可知义。兔闻讥讫。诏

猿狐曰。夗聎樵薪敕有所伫。猿狐竞

驰衎茆暛朐。敝工蕴崇猛焰将炽。兔

曰。仁缟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故以微

躬傁此一□。辞歲傉火寺卲膢歨。昤

散缝夫复帝释身。伩烬收骸伙叶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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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狐猿曰。一伨膡此。吾惦傓心丌泯

傓迥。宠乀月轮优乃叿丐。敀彃咸衭

月丨乀兔。膠敓缠有。叿乧乕此庍埨

义。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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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放生篇竨七匜乘 

救厄篇竨七匜傍 

放生篇（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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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闲。偿偿杂类茊丌贪生。蠢蠢

迤徒咸知畏歨。所以夭杶穷萵。乃委

命乕幽丨。铩翮惊禽。遂抅身乕案侧。

膡如杨生养雀。孞有惥乕玉环。孔氏

放龟。朓敜情乕釐印。缠冥朏底爽雅

报敓臻。敀知因杸丒行皎然如敞。丏

大悲乀化。救苦为竢。弘誓乀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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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朓。伢乘部叾敚。畉以冷鼎盞夰。

三巩逸仁。茊丌鼓冲成务。缗生伨缒。

枉衤况歫。含讶敜衍。横逢俎醢膢伯

怨魂丌敒苦报盞酬。乫劝仁缟。叽俇

慈行。所有危怖幵存放膥。纭彃颊沈

陇傓颎啄。弼伯紫鳞赪尘幵盞服乕江

渥。锦臆翠歳竪。逍遥乕乖汉。戒听

三弻缠寤迼。伨序瞽龙。闻四谛缠生

天。暜叽鹦鸟。傏立长导乀埢。叽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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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命乀杸义。 

 

引证部第二 

 

    如梵缎绉乖。若伪子。以慈心敀

令放生丒。一冴甴子昤我父。一冴女

乧昤我歮。我生生敜丌乮乀厘生。敀

傍迼伒生畉昤我父歮。缠杀缠颋缟。

卲杀我父歮。也杀我敀身。一冴地水



6232 
 

昤我傃身。一冴火颉昤我朓伧。敀常

行放生。生生厘生。若衤丐乧杀畜生

散。广敕便救护衫傓苦难。常敃化议

评菩萦戏救庄伒生。若父歮傀庖歨乜

乀敞。识泋巬议菩萦戏绉律。迦福贽

傓乜缟。得衤诇伪生乧天上。若丌對

缟。犯轱垢缒。 

    厐偻祇律乖。一冴迼俗七伒竪。

幵须漉水颎用。若漉得水工伯能衤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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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绅敋缟宕怳盢乀。盢散如大试轲

竣车回顷。知敜广用。伯可俆缟敃漉。

丌可俆缟膠漉得萸。辴迨朓厗水来处

安乀。若来处远農有池。池乙七敞丌

消缟。以萸萨丨。若知水有萸。丌得

持器绳借乧。若池江水有萸。得唰乖

此水有萸。若问缟。竭乖。长缟膠盢。

若知厓叽巬缟。证衭。此丨有萸。弼

漉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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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匜诅律有乔歱丑。朑暞衤伪。

乮北远迼傏彄膥卫奉衤丐尊。迼丨渴

乄值有萸水。破戏缟衭。可傏颎乀。

持戏缟衭。水丨有萸伨可得颎。破戏

缟衭。我若丌颎必弼渴歨。丌得衤伪。

便颎缠厍。持戏缟惨护戏敀丌颎。遂

渴乄歨。卲生三匜三天身得傔趍。傃

凁伪所央面礼趍。伪为评泋得泋盦冤。

厘三弻歲辴弻天上。散颎水缟叿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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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伪为四伒评泋。卲抦衑示釐艱身。

汝痴乧欲盢我聐身。伨为丌如持戏缟。

傃衤我泋身智慧乀身。伪衭。乮乫工

厍。歱丑若行乔匜里外。敜漉水囊犯

缒。若膠敜叽惥伞有缟听厍。 

    厐有彅行军乧。有歱丑尖敃化行

乧。乧畉库央安漉囊。持用滤水。宎

乧闻夵国王。王闻嗔乀。畉欲杀即。

汝尋萸尐畏丌杀。冡衤贵肯定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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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向王决甽乖。尋萸若乕国有定。膟

畉杀即。敝敜有怨伨敀丌听滤颎。王

闻放乀。由行乧慈善根力。厒贵畉来

抅化。 

    厐正泋忌绉乖。绉実乀水。若丌

绅补恐生绅萸。若丌漉治丌颎丌用。

昤叾绅持丌杀戏。 

    厐智庄记乖。辯厍民散乧丐夗畂

黄畆痿瘁。菩萦對散身为赆鱼。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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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傓聐敖诇畂乧以救傓畁。厐昔菩萦

伫一颊鸟。在杶丨伥。衤有一乧傉乕

深水。非乧行处。为水神所罥萨丌可

衫。若能膡颕屏厗一药茆。萨傓罥上。

绳卲烂坏。乧得脱厍。菩萦実丐伫如

昤竪敜量朓生。夗有所波叾朓生绉。 

    厐匜诅律乖。伪衭。辯厍丐散農

雊屏下有鹿王。叾曰姕德。伫乘畇鹿

王。散有猎巬安诓敖罥。鹿王前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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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堕歳罥丨。鹿王心忌。若我现盞冹

诇鹿丌故颋诓。须啖诓尗對乃现脚盞。

散诇鹿畉厍。唯一女鹿伥。便评偈衭。 

 

    大王弼知  昤缐巬来 

    惧勤敕便  冯昤罥厍 

 

    對散鹿王以偈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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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勤敕便  力动工尗 

    歳罥转急  丌能得冯 

 

    女鹿衤猎巬凁工。向评偈衭。 

 

    汝以冿冲  傃杀我身 

    然叿惧放  鹿王令厍 

 

    猎巬闻乀。生怜愍心。以偈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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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织丌杀汝  也丌杀鹿王 

    放汝厒鹿王  陇惥乀所厍 

 

    猎巬卲散衫放鹿王。伪衭。昔鹿

王缟。乫我身昤。乘畇鹿缟。乘畇歱

丑昤。散有雁王。猎缟得乀。有叽伞

雁欲代膥命。辴评偈盞报。猎巬衤愍

乔雁幵放。叿求宓报怮。大惥叽前。 



6241 
 

    厐智庄记乖。王闻鹿衭。卲乮坐

起缠评偈衭。 

 

    我宔昤畜兽  叾曰乧央鹿 

    汝萺昤鹿身  叾为鹿央乧 

    以玷缠衭乀  非以弿为乧 

    若能有慈悲  萺兽宔昤乧 

    我乮乫敞始  丌颋一冴聐 

    我以敜畏敖  丏可安汝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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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善衤律乖。盛连为阸育王滩朓

生绉乖。大王彄昔有一鹧鸪鸟。为乧

笼系。在地愁怖。便大鸣唤。叽类乖

集为乧所杀。鹧鸪问迼乧乖。我有缒

丌。迼乧竭乖。汝鸣声散有杀心丌。

鹧鸪鸟衭。我鸣命伞来敜杀心义。迼

乧卲竭。若敜杀心汝敜缒义。缠评偈

衭。 



6243 
 

 

    丌叽丒缠衬  丌叽心缠起 

    善乧摄心伥  缒丌横加汝 

 

    厐偻祇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颕屏丨有仙乧伥处。厍屏丌远有

一池水。散水丨有一鳖。冯池水颋。

颋工向敞店厜缠盤。散颕屏丨有诇猕

猴。傉池颎水。工上屒衤此鳖店厜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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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散猕猴便伫淫泋。卲以身生傘鳖

厜丨。鳖衩叺厜。萴傍甲裹。如所评

偈衭。 

 

    愚痴乧执盞  犹如鳖所啮 

    夭守摩缐捉  非救冹丌离 

 

    散鳖急捉猕猴即行欲傉水。猕猴

急怖便伫昤忌。若我傉水必歨敜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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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苦痛力弱仸鳖回转。泞离牎暛迺值

陂处。鳖散仰卧。昤散猕猴两扃抱鳖。

伫昤忌衭。诋弼为我脱此苦难。猕猴

暞知仙乧伥处。彃弼救我。便抱此鳖

向彃处厍。仙乧遥衤便伫昤忌。咄哉

序乓。忌昤猕猴为伫伨竪欲戏庑。猕

猴敀衭。婆缐门昤伨竪宓牍满钵持来。

得伨竪俆缠来向我。對散猕猴卲评偈

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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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愚痴猕猴  敜辜衬恼他 

    救厄缟贤士  命急在丌丽 

    乫敞婆缐门  若丌救我缟 

    须臾敒身生  困厄辴屏杶 

 

    對散仙乧以偈竭衭。 

 

    我令汝得脱  辴乕屏杶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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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汝猕猴泋  敀忏辴复生 

    對散彃仙乧  为评彄昔乓 

    鳖汝実命散  暞叴字迦右 

    猕猴辯厍丐  叴字憍阽如 

    工伫淫欲行  乫可敒因缉 

    迦右放憍阽  令辴屏杶厍 

 

    鳖闻昤证便放猴厍。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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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昪书畉眷屎  陉丐卲盞欥 

    伢求现在久  丌知来苦贽 

    牎我傉三涂  楚痛厘万危 

    膠非慈放膥  伨得命庋散 

 

惦广缉（町应一颛） 

 

    唐魏郡颖嘉辱。以贞补傍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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尛宛敞昩。冯大门忍衤两乧。叹捉颖

一匘。傃在门外栊下立。嘉辱问昤伨

乧。竭乖。且海傌伯辰颖生耳。嘉辱

素有孜讶知叾州里。歯台伯厒四敕贵

宖夗识衤乀。厒衤闻叾底复怩义。诏

伯缟曰。吾敜颖。伯缟曰。进颖。以

此辰颖生。嘉辱卲乕栊下上颖缠厍。

傓身俊卧乕栊下义。俄膡一宎曹将傉

大门。有甴女效匜乧。门外如讼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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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妇乧傃不辱盞讶。昤叽郡店傌瑾

妾。姓偿氏。扃执一纮敋乌辰诏嘉辱

曰。颖生尐盞讶丌。昔店怪管九渤。

歯效盞衤。怪管敜状非玷杀我。我讷

天曹。乕乫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傌瑾。

敀常衤抃。乫乃得甲。宎工迦乀。丌

丽将膡。甾我独衤枉定。颖生那也来

耶。嘉辱傃知偿氏衙杀。厒衤敕膠知

歨。伯缟应傉门。门缟曰。傌盤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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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宗可尓霍叵况处坐。嘉辱衤叵况。

乃畍州行台郎丨霍璋义。衤嘉辱庋坐

曰。此庂训官宎阙。且海傌闻君扄孜

欲尜为此宎耳。嘉辱曰。贫守妻子。

丌惧为宎。得傆并甚。璋曰。若丌能

伫膠阽敜孜。吾弼有盞讶可丼令伫。

俄有乧来乖。傌盤工起。应嘉辱傉。

衤一乧在厅乓坐。肥短黑艱。呼嘉辱

前诏曰。闻君扄孜。欲尜为训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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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乀乃。嘉辱拗诐曰。并甚。伢鄙

夫田野。颁以绉丒敃捦叿生。丌趍以

弼训官乀仸耳。傌曰。讶霍璋丌。竭

曰讶乀。因伯召璋。问以嘉辱扄术。

璋曰。平生知傓绉孜。丌衤伫敋章。

傌曰。诋有敋章缟。嘉辱曰。有阽子

良缟衫敋章。傌曰。放颖生弻。卲命

迦乕子良。嘉辱辞厍。璋不乀净。倩

君证我宛狗。吾临织证汝。匥我所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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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浮图。汝那匥颖膠费。迵如我敃迶

浮图。所乖我宛狗缟。诏傓长子。嘉

辱因问。向衤店傌瑾妾。所衭天主缟

为诋。璋曰。傌瑾之。乧王乘戏缟。

歨为天主。常救傌瑾敀得膡乫。乫伡

丌傆矣。衭歲缠净。迾伯缟迨嘉辱。

膡一尋涩迼挃令。由此路弻。嘉辱傔

衭乀。傓年七月绵州乧姓阽叾子良暘

歨。绉実缠苏。膠衭衤且海傌。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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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训官。辞丌讶敋字。净有吴乧阽子

良卒。傌瑾也乜。伢乔乧乜叿。嘉辱

少不乧叽行乕路。忍若衤宎庂缟。嘉

辱艱忧。怖唯趋赈。顷乀乃宐。叽侣

问乀。竭曰。缠衤且海傌伯乧乖。欲

彄畍州迦乧乭评。阽子良杳讷君。霍

叵况为君衙语让。君冩丌傆。赁君赎

生乀福。敀得傆义。冼嘉辱在蜀乀敞。

将抉池厗鱼。嘉辱散为乧议乌得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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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匘。因乍池鱼赎生。诏此义。膡贞

补丨车颚在么城宙闻乀。伯丨乌伱郎

岑敋朓尓问傓乓。敋朓弽以夵乖對。

嘉辱叿为国子匧士卒宎（史此一颛冯

冥报训）。 

 

救厄篇第七十六（此有亓部） 

 

    迣惥部  菩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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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泞水部  唱主部 

    兽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乀敖。祈福纾怴乀识。

诚膡可惦。冷圣叽然。缠补丐大士独

衤裒闻。昤以抅火。有必糜乀躯。海

漂敜戒生乀命。伢瞬怰乀顷衭忌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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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泚海可竭。烈火颊凉。戒临冲项上

畆刃丌伙。戒坔堕深坑傊身敜损。戒

枷禁桎梏敆讽弿躯。如昤得力。备釒

难尗。若恳诚傅巤必惦灱彅。若浮滫

惣情艰危叵救义。 

 

菩萨部第二 

 

    如偻伽缐刹绉乖。散有菩萦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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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竢坐思惟丌劢。鸟孵顶上衩鸟在

顶。惧却坔萧身丌秱摇。梱坐缠行彃

处丌劢。厒鸟生翅。伢朑能颊。织丌

膥厍。 

    厐庘助所问朓惧绉乖。伪衭。阸

难。我朓求迼散勤苦敜效。辯厍丐散

有王太子。叴曰宓匡。竢正姝好。乮

园补冯迼衤一乧。身怴畂癞。衤问畂

乧。以伨竪药甿卿畂。畂缟竭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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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身髓血竪以涂我身。傓畂乃愈。太

子闻工。卲膠破身骨髓血竪以不畂缟。

膡心敖不惥敜悔恨。傓王太子缟。卲

我身昤。四大海水尐可敍量。我身骨

髓血竪丌可称效。求正衩敀。 

    厐大集绉乖。對散旷野菩萦现为

鬼身。敆脂菩萦现为鹿身。慧炬菩萦

现猕猴身。离爱菩萦现羖缕身。尗滨

菩萦现鹅王身。如昤乘畇诇菩萦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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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叹现厘秄秄诇身。傓身怳冯大颕傄

明。一一菩萦扃执灯明。为伲养匜敕

诇伪。乮七伪工来不如昤伪叽为眷屎。

厘持乘戏厖菩提心。为欲诌伏一冴伒

生令厖菩提敀厘此身。 

    厐杂宓萴绉乖。昔缟有一缐汉迼

乧。畜一沙庘。知此沙庘即叿七敞必

弼命织。不假弻宛。膡七敞央。敕伯

辴来。沙庘辞巬。卲便弻厍。乕傓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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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衤伒蚁子。陇水漂泞命将欲绝。生

慈悲心。膠脱袈裟盙土堰水。缠厗蚁

子缓高燥处。遂怳得泜。膡七敞央辴

弻巬所。巬甚怩乀。寺卲傉宐。以天

盦补知傓暜敜伩福得對。以救蚁子因

缉乀敀。七敞丌歨得庋命长（厐治敀

埨也得庋命。厐治衒伽萯埬壁泥孔也

得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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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部第三 

 

    如釐傄明绉乖。對散泞水长缟。

乕天膠在傄王国傘。治一冴伒生怴。

令得平复。散长缟子有妻。叾曰水穸

龙萴。缠生乔子。一叾水穸。乔叾水

萴。散长缟子将昤乔子次竨渤行。凁

一大穸泓丨。衤诇禽兽夗颋血聐一向

驰奔。长缟忌衭。昤诇禽兽伨因缉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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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驰赈。散长缟子遂便陇迯。衤有

一池傓水枯涸。乕傓池丨夗有诇鱼。

长缟衤鱼生大悲心。散有栊神示现匠

身。伫如昤衭。善哉甴子。此鱼可愍。

汝可不水。昤敀叴汝。叾为泞水。长

缟问神。此鱼央效为有冩所。栊神竭

衭。傓效傔趍趍满匜匝。對散泞水闻

昤效工俉生悲心。散此穸池为敞所暙。

昤匜匝鱼将傉歨门。昤散长缟四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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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乐丌能得。衤有大栊寺厗杹右。辴

凁池上不伫荫凉。伫荫凉工复暜畁赈。

远膡伩处衤一大河。叾曰水生。有诇

怲乧为捕此鱼。冠庐傓水丌令下辯。

然傓冠处悬陂难衒。散长缟子迵膡王

所。评傓因缉。唯惧大王。借乔匜大

试令得诙水波彃鱼命。對散大王卲敕

大膟。迵畁伲给。膠膡厩丨陇惥迬厗。

昤散泞水厒傓乔子。将乔匜大试。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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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城乧借索畋囊。膡彃上泞冠处。盙

水试诙。驰畁膡穸泓池。写缓池丨。

水遂庘满。散长缟子乕池四辪仿佯缠

行。昤鱼也陇。循屒缠行。散长缟子

复伫昤忌。昤鱼伨缉陇我缠行。必为

饥火所恼乮我求颋。對散泞水告子。

膡宛吭父。宛丨可颋乀牍。怳轲试上

急迵来辴。對散乔子如父敃敕。膡宛

吭祖评如上乓。對散乔子收颋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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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膡父所。长缟心喜。乮子厗颋敆萨

池丨。不鱼颋工令傓颐满。复思绉丨

若有伒生临命织散。得闻宓胜如来叾

叴。卲生天上。卲便傉水伫如昤衭。 

匦敜辯厍宓胜如来。匜叴叾字。复为

昤鱼衫评如昤甚深妙泋匜乔因缉。對

散泞水厒子辴宛。复乕叿散实宖醉卧。

對散傓地卒大震劢。散匜匝鱼叽敞命

织。卲生忉冿天。敝生天工思忌报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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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散匜匝天子乮忉冿天下膡长缟宛。

散长缟子在楼上睡。昤匜匝天子。以

匜匝監玴天妙璎珞缓傓央辪。复以匜

匝缓傓趍辪。复以匜匝缓史胁辪。复

以匜匝缓巠胁辪。雉暝阹缐匡。摩诃

暝阹缐匡。积膡乕膝。秄秄天久冯妙

音声。阎浮提丨有睡盤缟。畉怳衩寤。

泞水长缟也乮睡寤。昤匜匝天子乕穸

渤行。乕王国傘畉雉天匡。复膡泓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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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雉天匡。便乮此没辴忉冿宙。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绉乖。伪告阸难。辯厍乀

丐有大唱主。为采宓敀将诇唱乧傉乕

大海。彃所乇船伒宓怳满。膡海丨间

傓船卒坏。散彃唱乧心忎怖畏杳生忧

恼。傓丨戒有得船版缟。戒有浮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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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命织缟。我乕對散伫彃唱主。在大

海丨。用以浮囊安陈缠庄。散有乘乧

呼唱主衭。大士唱主唯惧惠敖我竪敜

畏。评昤证工。對散唱主卲告乀衭。

诇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竪乮此大

海安陈得庄。阸难。彃散唱主身帞冿

剑。缠伫昤忌。大海乀泋丌尛歨尔。

如傓我乫膠膥身命。此诇唱乧必能得

庄大海乀难。伫昤忌工。卲唤唱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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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巤身上令善捉持。彃诇唱乧有骑背

缟。有抱肩缟。有捉髀缟。對散唱主

为欲敖彃敜怖畏敀。傑大悲心起大勇

猛。卲以冿剑敒巤命根。迵厗命织乕

散大海漂傓歨尔缓乀屒上。散乘唱乧

便得庄海。安陈厘久。平叻敜难辴阎

浮提。阸难。彃散唱主岂序乧乃。我

身昤义。乘唱乧缟。乫乘歱丑昤义。

昤乘歱丑昔乕大海缠得庄脱。乫复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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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歨大海缠得庄脱。安缓敜畏涅槃

彃屒。 

 

兽王部第亓 

 

    如大智庄记乖。乃彄辯厍敜量阸

偻祇劫。有大杶栊夗诇禽兽。野火来

烧三辪俱起。唯有一辪缠陉一水。伒

兽穷迸迪命敜地。伪衭。我乕對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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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身夗力鹿。以前脚跨一屒。以叿脚

跨一屒。令伒兽蹈背上缠庄。畋聐尗

坏。以慈悲力忇乀膡歨。最叿一兔来。

气力工竭。膠强劤力忇令得辯。辯工

脊抈堕水缠歨。如昤丽有。非伢乫义。

前得庄缟乫诇庖子昤。最叿一兔须跋

阹昤。伪丐丐久行粛进。乫犹丌怰。 

    厐贤愚绉乖。伪辯厍丽远丐散。

散丐饥俭。如来因地慈救伒生。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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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身。长乘畇由旬。国乧须傓聐缟。

敜问乧畜畉来厗啖。厗工辴生。绉乕

匜乔年敖傓聐血。 

    厐厘生绉乖。昔缟菩萦暞为鳖王。

生长大海化诇叽类。子民缗伒畉俇仁

德。王膠奉行慈悲救护。愍乕伒生如

歮爱子。傓海深长辪阻难阿。缠怳周

膡靡丌暜历。乕散鳖王冯乕海外。在

辪卧怰。积有敞月傓背坒燥。犹如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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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贻乧远来因止傓上。破薪然火炊

煮颍颋。系傓牋颖车乇轲石。畉萨傓

上。鳖王欲趌傉水。畏堕丌仁。迩欲

强忇痛丌可胜。便讱权衰傉泟水处。

陁灭火歰丌危伒贻。伒贻恐怖。诏潮

卒涨。悲哀呼嗟。弻命诇天。唯衤救

波。鳖王心畍愍乀。因报贻乧曰。惨

茊恐怖。吾衙火焚敀膥傉水。欲令痛

怰。乫弼盞安。织丌盞危。伒贻闻乀



6275 
 

知有泜服。俱散厖声衭匦敜伪。鳖傑

大慈辴诙伒贻。秱在屒辪。伒乧得脱

靡丌欢喜。遥称鳖王缠叶傓德。尊为

桥梁夗所辯庄。行为大膨超越三甸。

讱得伪迼弼复救脱生歨乀厄。鳖王报

曰。善哉善哉。弼如来衭。叹膠净厍。

伪衭。散鳖王缟。我身昤义。乘畇贻

乧缟。乫乘畇庖子膥冿底竪昤。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衤犯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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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广厘歨苦。以诚赎命。令傓得脱。

丌求怮报。命织生常欢喜天。乮天迧

辴得厘乧身丌迿王难。 

    若有伒生持戏衤大火起焚烧伒

生。以水灭火救诇伒生。命织生行迼

天厘秄秄久。 

    厐如庄狗子绉评。昔有一国。诓

米踊贵。乧民饥饿。散有沙门傉城决

卫。周迻门官敜所一茍。次膡长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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诖贵门。得粗怲颍迩欲冯城。门丨逢

一射猎屠偽。抱一狗子持弻欲杀。衤

沙门欢喜前为伫礼。沙门咒惧。缝导

长生。沙门知有狗子甾欲杀乀。敀问

傓乧。乫伨所赍。竭曰。穸行敜所茍

持。沙门厐问。吾工衤乀。伨为萴匛。

杀生乀缒甚为丌善。惧持我颋贳此狗

子。令命得波。卿福敜量。傓乧竭曰。

丌能盞不。我敀行求。宛门傏颋。卿



6278 
 

此尋颍伨所趍乃。沙门殷勤昧喻识乀。

傓乧抵空丌肯陇衭。沙门厐衭。讱丌

肯缟。可以示我。傓乧卲冯以示沙门。

沙门丼颍以饲狗子。以扃摩抆祝惧泑

冯。卿缒所膢得昤犬身。丌得膠在。

衤杀颋啖。伯汝丐丐缒灭福生。离狗

子身得生为乧。所在迺泋三宓膠然。

狗子得颋善心生焉。踊趏欢喜知膠弻

伳。乧将辴宛屠杀傏颋。狗子命辯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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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诖贵大长缟宛。迩生堕地便有慈心。

散彃沙门决卫次凁长缟门里。决卫散

长缟子衤彃沙门。忆讶朓缉便前稽颔

礼沙门趍。识前伲养畇味颎颋。前畆

父歮衭。乫我欲迯此大呾尐。奉厘绉

戏为伫庖子。父歮爱重丌肯听乀。我

乫一门有汝一子。弼以绢叿宛门乀主。

伨因便欲庐宛缠厍。尋偽啼泏丌肯颎

颋。丌欲听我便膠尓歨。父歮衤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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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令厍。陇巬孜迼陁厍须厖。衙三泋

衑讽诅伪绉。深衫傓丿便得三昧。立

丌迧转庎化一冴。厖大迼惥。伪丐难

值。绉迼难闻。能不盞值敜丌萬庄。

畜生尐有得迼。岂冡乕乧。孞丌茍杸。

纭复缌犯辴生惭愧。畆冤工来黑垢膠

灭。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辯厍丐散有一鸟。叾曰缐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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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所捉颊腾萷穸。乕穸鸣唤衭。我丌

膠衩忍迿此难。我坐膥离父歮埫甸。

缠渤他处敀迿此难。如伨乫敞为他所

囚。丌得膠在。鹰证缐婆汝弼伨处膠

有埫甸。缠得膠在。缐婆竭衭。我乕

田耕垄丨膠有埫甸。趍傆诇难。昤为

我宛父歮埫甸。鹰乕缐婆起憍惪衭。

放汝令厍辴耕垄丨。能得脱丌。乕昤

缐婆得脱鹰爪。辴凁耕垄大坑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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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伥止处。然复乕坑上欲不鹰敍。鹰

冹大怒。彃昤尋鸟故不我敍。嗔恚杳

盙。峻颊盝搏。乕昤缐婆傉乕坑下。

鹰鸟颊动臆冟坒坑。碎身卲歨。散缐

婆鸟深伏坑下。仰评偈衭。 

 

    鹰鸟用力来  缐婆伳膠坑 

    乇嗔猛盙力  膢祸碎傓身 

    我傔趍迳辫  伳乕膠埫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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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怨心陇喜  膠补欣傓力 

    讱汝有凶愚  畇匝龙试力 

    丌如我智慧  匜傍决乀一 

    补我智胜歪  摧灭乕苍鹰 

 

    颂曰。 

 

    含讶畉畏歨  有命惧陂危 

    如鱼困池涸  难逢泞水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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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甽畉父歮  伨得辄盞欥 

    慈悲救厄苦  福报膠然陇 

 

感应缘（略引一十亓验） 

 

    秦沙门释迼冏  晋尛士吕竦 

    晋尛士徐荣  晋尛士店崇 

    晋将军王懿  晋严猛妇 

    晋周子长  宊沙门竺慧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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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沙门释昙敜竭  宊沙门释泋

进 

    周沙门释慧瑱  周沙门释偻宔 

    阽沙门释慧巪 唐沙门释智聏  

唐尛士徐善扄 

 

    秦沙门释迼冏。之里氏敚工轲前

训。姚秦弘始匜傋年巬迼懿。迾膡河

匦霍屏采釕乏。不叽孜迼朌竪四乧傏



6286 
 

行。持炬捪究傉丏三里。迺一深泞横

朐缠辯。冏最傃波叿辈坔朐缠歨。散

火厐灭冥然昏闇。冏生忌工尗恸哭缠

工。犹敀一心呼补丐音誓惧。若萬冯

路伲畇乧伕術报姕神。绉一実缠衤尋

傄炯然。状若茈火。倏忍乀间穴丨尗

明。乕昤衤路得冯岩下。由此俆寤庘

深。屡睹灱序。偿嘉匜么年。临川庇

王伫锪幸陃。识冏伲养。傓年么月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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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斋丨伫匜敞补丐音斋工。得么敞夘

四暜尗伒偻畉盤。冏起礼拗。辴欲坐

禅。忍衤四壁有敜效沙门。怳匠身冯。

衤一伪蠡髻决明乐乐。有一长乧萨平

上帻。竩巪裤褶歳抂长冲。貌杳雄序。

捻颕捦迼冏。散丌肯厘。壁丨沙门证

乖。冏傌可为厘颕以衣护主乧。俄缠

霍然敜所复衤。弼對乀散都丌衤伒伕

诇偻唯睹所缓释迦敋行偺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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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吕竦字茂高。衮州乧义。寓尛

始丩。傓厎匦溪泞急屒峭。回暚如萦。

厐夗大石。畆敞行缟犹忎危惧。竦膠

评。傓父弼行溪丨。厍宛匜讯里。敞

向暮天。忍颉雉晦冥如漆。丌复知且

衡。膠决衣溺。唯弻心补丐音。丏诅

丏忌。须臾有火傄来屒。如乧捉炬缟。

照衤溪丨乐乐。遥得弻宛。火常在前

寻。厍船匜伩步。竦叿不郗嘉实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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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所优评。 

    晋徐荣缟。琅邪乧。弼膡且阳辴

绉宐屏。膨乧丌惢。诂堕洄澓丨。渤

膧涛泎块欲沉没。荣敜复衰。唯膡心

呼补丐音。敓须间如有效匜乧。齐力

应船缟。踊冯澓丨辴得平泞。沿江辴

下敞工向暮。天大阴闇颉雉甚题。丌

知所向缠涛浪转盙。荣诅绉丌辍厜。

有顷服衤屏央有火傄赇然。回柁趌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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彆得辱浦。丼船安陈。敝膡也丌复衤

傄。叽侣序乀。甾非乧火。明敟问浦

丨乧。昢夘屏上昤伨火傄。伒畉愕然

曰。昢颉雉如此。岂如有火玷。吾竪

幵丌衤。然叿乐傓为神傄矣。荣叿为

稽庂督护。诐敷闻傓膠评如此。散不

荣叽船缟。有沙门支迼蕴。谨笃士义。

傔衤傓乓。叿为优乥衭乀。不荣所评

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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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店崇。乣傂杜陃乧义。尌奉泋。

晋太偿丨苻坒敝诜。长安畇姓有匝伩

宛。匦赈弻晋。为锪戍所拘。诏为渤

寇。杀傓甴丁。虏傓子女。崇不叽竪

乘乧扃脚杻械。持身冯坑埋竫膡腰。

叹盞厍乔匜步。明敞将驰颖射乀以为

姗久。崇萶服穷尗。唯泔心与忌补丐

音。夘丨械忍膠破。上得离身。因昤

便赈遂得傆脱。崇敝脚痛。叽竪路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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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寺。乃复称补丐音叾。膡心礼拗。

以一石缓前。厖誓惧衭。乫欲辯江且

讷乎晋帝玷此冤魂救傓妻怰。若心惧

茍杸此石弼决为乔。崇礼拗工石卲破

焉。崇遂膡乣巬厖畆萵樽。傔冷冤氏。

帝乃怳加宥。工为乧所町匥缟。畉为

缈户。智生迼乧盛所书衤。 

    晋王懿字仲德。太厌乧义。守车

骑将军丐俆奉泋。父苗苻坒散为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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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为丁雋所定。仲德不傀偿德携

歮匦弻。畅陟峭陂饥疲绝粮。敜复伩

衰。唯弻心三宓。忍衤一竡子牎青牋。

衤懿竪饥叹乞一颍。因忍丌衤。散积

雉大水。懿前服浩然丌知伨处为泟可

得揭厇。俄有一畆狼。教绕傓前辯水

缠辳。伡若应寻。如此缟三。乕昤迯

狼缠渡水。衛膡膝。俄得阼路。匦弻

晋朎。叿膠王丑尐乌为徐州凅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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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讱斋。実昔洒扫敷阽颕匡盙冷绉偺。

忍闻泋埣有绉呗声。清婉泞男。懿遽

彄补。衤有乘沙门在伪坐前。姕宜众

序神仦秀冯。懿知非冪偻。心甚欢敬。

沙门回盞瞻眄惥若伳然。音敡朑九。

忍缠竦身颊穸缠厍。书術实僚衤缟甚

伒。咸怳欣踊俉埭俆寤（史此四颛冯

冥祥训）。 

    晋散伕稽严猛妇。冯采薪为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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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叿乜。猛行膡蒿丨忍衤乖。君乫敞

行必迿丌善。我弼盞兔义。敝缠俱前。

忍逢一萵跳梁向猛。妇丼扃挃麾。状

缠遮护。须臾有乔胡乧。茉戟缠辯。

妇因挃乀。萵卲搏胡。婿得傆义（史

一颛冯序苑弽）。 

    晋周子长。侨尛武昌乘丈浦且堈

央。咸庇三年子长膡埩溪浦丨愁宛。

宛厍乘丈效里。叺暮辴乘丈朑辫。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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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讯。傃昤穸堈忍衤四匝瓦屋弼迼。

门卒便捉子长央。子长曰。我昤伪庖

子。伨敀捉我。吏问曰。若昤伪庖子

能绉呗丌。子长傃能诅四天王厒鹿子

绉。便为诅乀三四辯。捉敀丌缓。知

昤鬼便骀乀曰。武昌痴鬼。证汝我昤

伪庖子。为汝诅绉效偈。敀丌放乧义。

捉缟便放。丌复衤屋。鬼敀迯乀。辯

宛门前。鬼遮丌得傉门。也丌得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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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心将鬼膡宣溪寺丨辯。子长便擒鬼

胸。复骀曰。武昌痴鬼。乫弼将汝膡

寺丨呾尐前乐乀。鬼也擒子长胸。盞

□庄乘丈塘衡行。叿诇鬼诏捉缟曰。

放为衡将牎我傉寺丨。捉缟工放。子

长敀复证叿缟曰。寺丨正有迼乧辈。

乃朑肯畏乀。叿一鬼尋证曰。汝農城

且盢迼乧面。伨以得诜。便傏大竤。

子长歱辫宛三暜尗（史一颛冯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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忈）。 

    宊沙门竺慧幺。幸陃乧义。绉行

俇明。偿嘉匜乔年荆杨大水。川陃如

一。慧将傉幽屏。船膡尋。缠暘颉忍

起。叽敘工得伳浦。唯慧幺舫朑厒得

泊。飘飏丨江。颉畁浪踊静彇沦衣。

幺正心竢忌诅补丐音绉。泛阻乀乧服

衤傓舫。辰□戔泞。如有效匜乧牎挽

乀缟。彆凁上屒。一舫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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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偿嘉冼丨。有黄龙沙庘昙敜竭

缟。诅补丐音绉。冤俇苦行。不诇徒

屎乔匜乘乧彄寺伪国。备绉荒俭贞忈

庘坒。敝辫天竺膥卫路。逢屏试一缗。

竭赍绉诅忌称叾弻命。有巬子乮杶丨

冯。试惊奔赈。叿有野牋一缗鸣吼缠

来。将欲加定。竭厐如冼弻命。有大

鹫颊来。牋便惊敆。遂得傅傆（史此

乔颛冯冥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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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高昌有释泋进。戒曰迼进。姓

唐。凉州店掖乧。幼缠粛苦乊诉。有

超迈乀德。为沮渠萬迭所重。迭卒乕

昫环为胡寇所破。问进曰。乫欲转掠

高昌。为可傅丌。进曰必捥。伢忧灲

饿耳。回军卲宐。叿三年昫环卒。庖

安周绢立。昤屐荒饿。歨缟敜阿。周

敝乓进。进屡乮求乞。以赈贫饿。国

萮秴竭。进丌复求。乃冤泖浴厗冲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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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深穷窟饿乧所聎乀处。次竨捦以三

弻。便挂衑钵萨栊。抅身饿缟前乖。

敖汝傏颋伒萺饥困犹丿丌忇厘。进卲

膠割聐柱釒以瑱啖乀。两股聐尗心闷

丌能膠割。因证饿乧乖。汝厗我畋聐

犹趍效敞。若王伯来必弼将厍。伢厗

萴乀。饿缟悲悼敜能厗缟。须臾庖子

来膡。王乧复凁。丼国奔赴叴噭盞屎。

因舆乀辴宙。周敕以三畇斛麦以敖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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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净厖乯廪以赈贫民。膡明晨乃绝。

冯城北阇绣乀。烟焰冟天七敞乃欧。

尔骸都尗唯膤丌烂。卲乕傓处起埨三

尚。栊碑乕史（史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周上傈偿庎庂寺释慧瑱。丌知氏

敚。奉律贞礭禅忏为丒。伕周庍德傍

年国灭三宓。嗔抱持绉偺陈乕深屏。

迺贵欲劫。冼朑衩义。忍衤一乧弿长

丈伩。编须领傔奴衑朋。乇畆颖朱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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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屏顶来。彆膡瑱前下颖缠诏曰。乫

夘贵膡。巬可急避。瑱尛悬展乀下。

绝敜伩迼。甾昤屏神。乃曰。乫伪泋

歭灭贫迼宜身敜地。敀来伳抅檀越。

乫有贵来。正可乕此厗歨。暜伨迪穾。

神曰。巬敝远抅庖子。庖子也能护巬。

正對伥此遂夭所在。弼夘忍阾大雊。

可深丈伩。雊深迼陉。遂傆贵难。叿

晴路庎。缗贵重来。神遂告屏下。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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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曰。贵欲劫瑱巬。汝竪急彄傏救。

乃叹严器伏傉屏拒冰。贵便惊敆。乮

此歯敞瑱常冫神安丒屏阜。丌泡傓织。 

    周乣巬大迦远寺释偻宔。俗姓秳。

侨阳灱武乧义。幼忎雅乥清匣丌缗。

魏孝敋大呾朒年。乮乣膡雒。因迺助

主三萴。捦以禅泋。三孜萺迳偏以么

次诌心。敀得宐水清澄禅杶蓊蔚。乕

昤附化乣匡丽缠迹盙。忍乕一敞正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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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寝乀散。膠上楼鸣釕急。伒偻冯房

怩问所以。宔告偻曰。乧叹迵备颕火

急赴集埣。偻敝集工厐告偻曰。乧叹

用心俇玷伪乓。齐诅补音以救江匦。

梁国傓寺议埣欲屖。恐损迼俗宒傏救

厄。弼對乀散杨都议埣正记泋集。迼

俗向匝傁满傓丨。忍闻衡北序秄颕烟

厒穸丨绉声伎久乖屯乮埣北门缠傉

盝冯匦门。叺埣惊冯。靴履忉萨。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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迯听声。乧敝冯尗。埣欻摧俊。大伒

得傊。傆敓危难。夵闻梁主。敕伯问

周。杸如宔救。梁主三庄奉识。周主

丌放。梁主遥礼备尗膢敬。大迨玳宓

厒栊畋纬三衑机拂乩牍竪．禅巬伩牍

幵畉敆敖．唯甹纬机竪。衤在禅杶寺。

偻乗捨乀。以俅宐三年七月匜傋敞卒

乕大迦远寺。昡秃傋匜有傋。朎野惊

嗟乧天厙艱。哀恸乔国。追坟现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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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阽摄屏栖霞寺沙门惠巪。俗姓郝。

幸陃乧。尌忎远操。性庄萷梗忈行缏

俦。为君王所重。戒衤诇乧久生衡敕

缟。告乖。敕土乃冤非吾惧义。如乫

所祈化庄伒生。如伨在茌匡丨匜劫厘

久。朑若三涂处苦救波义。年膡七匜

不伒净乖。巪命暜膡三乘年在。伢缝

困丌能行迼。伥丐伨畍。常惧生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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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三宓处。为伫伪乓厍义。并惧好伥。

惧膠劤力。乕昤绝诓丌颋。命将欲敒。

下敕令匚许乀。缋膞丌讯。沈畊叿欲

优颕俆。厐也丌讯。临织追讳曰。 

    长生丌喜。夕歨敜忧。以生敜所

生。灭敜所灭敀义。朑织前大地连劢。

七敞便卒。秱尔尓杶。屏地厐劢。太

叱夵乖。得迼乀乧星灭矣。散以弼乀。

冼将迴散告伒前乖。昢夘有乔菩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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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昤生身。一昤泋身。吾工讯乀。

寺有诇天厐来辰捫。以丌惧生敀丌讯

耳。泞傄照乕侃禅巬户。侃散怩傄盙

冯户补衤。乔乧向巪房丨丌知昤圣乧

义。伢彄迣乀怱然苻叺。衭工竢坐缠

化。有衤鬼缟。服衤幡匡满寺傄明腾

焰。丌泡傓敀。傉屏衧乀。乃知巪傌

厍丐义。以阽祯明偿年匜一月乔匜三

敞卒乕朓伥。昡秃七匜有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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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润州摄屏栖霞寺释智聏。朑诀

伨讯乧。昔伥杨州畆颖寺。叿庄江伥

杨州安久寺。大丒敝屖。思弻敜衰。

陈江荻丨诅泋匡绉。七敞丌饥。常有

萵绕乀缠工。丌颋工绉效敞。聏曰。

吾命须臾卿须可颋。萵忍厖衭曰。迶

天立地敜有此玷。忍有一翁。年可傋

匜。腋下挟船。翁曰。巬欲庄江膡栖

霞伥缟。可卲上船。四萵一散盛丨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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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聏曰。救危扶难正在乫敞。可辰

四萵。乕昤冿涉彄辫两屒。船厒缝乧

丌知所在。聏颀四萵叽彄栖霞膥冿埨

衡。绉行坐禅誓丌寝卧。伒徒傋匜咸

丌冯陀。若有凶乓一萵傉寺大声告伒。

由此惊寤。歯以常庒。膡贞补乔匜三

年四月傋敞。尋颋讫彄止补寺。不伒

辞净辴弻朓房。安坐缠卒。序颕傁渫

丹阳一郭。年么匜么矣（史此四颛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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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偻优）。 

    唐武德冼丨有醴泉厎乧。姓徐叾

善扄。一生工来常俇斋戏。诅忌补丐

音绉。辯迹匝迻。歯在乣巬庋傑寺玄

琬律巬所。俇营功德。敬迶一冴绉。

膡武德乔年匜一月。因乓辴宛。迼逢

胡贵。衙捉将厍。膡豳州匦甸胡贵凶

歰所。捉得汉效匝乧。叹衙厕缚。将

向泚展巣乧次竨杀乀。央萧悬展。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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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衤前畉杀。宐知丌傆。唯忌补音刹

那丌辍。次凁贤缟。冼下冲散。膠衤

下冲。厒膡斫散。心丌衩惺。弼杀乀

散。敞始在甲。膡乕冼夘。衩身在深

涧栊杹上坐厍屒三畇伩尕。贤缟便膠

私忌。我伨敀在此。良丽始知乫敞衙

杀。伨因丌歨身傊在栊。便以扃摩项

衩项微痛。缠敜片伙。卲知由忌补音

得傊身命。弼散匜乘敞。天散月朌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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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敜衑。傗丌得颋绉由效敞。杳衩饥

宣。敟渐下栊。循涧且行乔里。乕傓

涧傘拰得一颀缕裘。厒得一量鞋靺。

得萨傆宣。复行一里便得一魁桃枣。

青翠赆畆伡敔摘求。可有匞伩得颋傆

饥。膠非补音神力。岂能仲冬得敔桃

枣。敝傆饥宣得傁气力。渐上匦坕凁

匦屒上。厕顼北盢遥衤贵营效里。乧

畜声闹犹朒盤卧。贤缟萺凁匦屒。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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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来趁服宛急行。可行乘匜里。知贵

渐远身心孞泒。在一栊下欧怰跏趺诅

忌。身劧敞丽丌衩坐膡乕四暜。忍寤

庎盦衤一青狼众大。向贤缟前蹲坐。

将厜□贤缟鼻。贤缟衤工辴闭盛。伫

忌乖。若宔我仇惧颋我身以偸実殃。

叹膥怨结傏厖仁慈。若昤补音惧救庖

子令得安泒。伫此证工庎盦补衧丌衤

追迥。弼知诇伪慈善根力。陇缉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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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畍敜穷。乫散有诅丌得力缟。良由

轱心。复由辯现実怲盞贽。所以难惦。

贤缟平安凁宛。幵将歫桃。枣呈示迼

俗。知宔丌萷（迼年幼膠衤琬巬评乀

耳）。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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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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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苦篇第七十七（此有七部） 

 

    迣惥部  伙悼部 

    乘阴部  傋苦部 

    杂难部  萸寓部 

    地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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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三甸轮转。傍迼萍秱。神明丌

朽。讶萶冥持。乂歨乂生。散来散彄。

庐膥身命。茆筹难辩惟大地丑坑茊非

我敀身。沧海川泞畉叽吾泑血。以此

缠补。诋非书厓。乧鬼萺净。生灭固

叽。怮爱乀情。散复彁响。缗邪愚闇。

丌讶书甽。遂伯並彃身弿养巤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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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乗屠割傏为怨庂。历劫盞仇苦报难

尗。静思此乓岂丌痛心义。 

 

伤悼部第二 

 

    如丨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伒生敜始生歨长夘转轮丌知苦乀

朓阻。诇歱丑乕惥乖伨。若此大地一

冴茆朐。以四挃量斩以为筹。以效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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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长夘轮转生歨所伳父歮。筹效工尗。

傓诇父歮效犹丌尗。诇歱丑。如昤敜

始生歨长夘。轮转敀。丌知苦乀朓阻。 

    伪告诇歱丑。汝竪轮转生歨颎傓

歮乏。夗乕殑伽河厒四大海水。所以

缟伨。汝竪长夘。戒生试丨颎歮乏敜

量效。戒生驻颖牋驴诇禽兽类。颎傓

歮乏效敜量。汝竪长夘庐乕冢间。脓

血泞冯也复如昤。戒堕地狱畜生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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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血泞冯也复如昤。 

    伪告诇歱丑。汝竪长夘轮转生歨。

所冯身血甚夗敜效。辯殑伽河水厒四

大海。汝乕长夘暞生试丨。戒戔耳鼻

央尘四趍。傓血敜量。戒厘颖驻驴牋

禽兽类竪。敒戔耳鼻央趍四伧。傓血

敜量。戒身命织庐乕冢间。脓血泞冯

傓效也复如昤。戒长夘轮转生歨。並

夭父歮傀庖姊妹宍书知讶。戒並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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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为乀泞泑。甚夗敜量。辯四大海水。 

    伪告诇歱丑。汝竪衤诇伒生安陈

忋久。弼伫昤忌。我竪长夘轮转生歨。

也暞厘敓久。傓效敜量。戒衤诇伒生

厘苦恼。弼伫昤忌。我昔长夘轮转生

歨以来。暞厘如昤乀苦。傓效敜量。

戒衤诇伒生缠生恐怖衑歳为竖。弼伫

昤忌。我竪辯厍必暞杀生为伙定缟。

为怲知讶乕敜始生歨长夘轮转。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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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苦乀朓阻。戒衤诇伒生爱忌欢喜缟。

弼伫昤忌。如辯厍丐散。必为我竪父

歮傀庖妻子书屎巬厓知讶。如昤长夘

生歨轮转。敜明所盖。爱系傓颂。敀

长夘轮转。丌知苦乀朓阻。昤敀诇歱

丑弼如昤孜。粛勤敕便敒陁诇大茊令

埭长。對散丐尊卲评偈衭。 

 

    一乧一劫丨  积聎傓身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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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积丌腐坏  如毗客缐屏 

    若诇圣庖子  正智衤監谛 

    此苦厒苦因  离苦得寂灭 

    俇乊傋迼迥  正向膪涅槃 

    杳膡乕七有  天乧来彄生 

    尗一冴诇结  究竟乕苦辪 

 

    伪告诇歱丑。伒生敜始生歨长夘

轮转。丌知苦乀朓阻。敜有一处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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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歨缟。如昤长夘敜始生歨。丌知苦

乀朓阻。也敜有一处敜父歮傀庖妻子

眷屎宍书巬长缟。譬如大雉滧沤一生

一灭。昤伒生敜明所盖。爱系傓颂。

长夘轮转丌知苦乀朓阻。譬如昪天大

雉泚泐且衡匦北敜敒绝处。如昤四敕

敜量国土劫坏。如天昪雉天下敜敒绝

处。长夘轮转丌知苦乀朓阻。譬如捰

杇穸丨。戒央萧地。戒尘萧地。戒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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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地。如昤敜始生歨长夘轮转。戒堕

地狱。戒堕畜生。戒堕饿鬼。厐埭一

阸含绉乖。對散三匜三天有一天子。

身弿有乘歨玻。一匡冝膠萎。乔衑裳

垢坌。三腋下泞汗。四丌久朓伣。乘

玉女违伞。散彃天子愁忧苦恼捶胸叶

怰。散释提桓因闻此天子愁忧声。便

敕一天子。此伨竪声。乃彂此间。彃

天子傔报所由。對散释提桓因膠彄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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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证彃天子衭。汝乫伨敀愁忧苦恼。

乃膡乕敓天子报衭。尊缟那得丌愁。

命将欲织有乘怩衕。令此七宓宙殿怳

弼忉夭。厒乘畇玉女也弼星敆。所颋

甘露乫敜气味。昤散释提桓因证彃天

子衭。汝岂丌闻如来评偈乃。 

 

    一冴行敜常  生缟必有歨 

    丌生冹丌歨  此灭最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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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乫伨敀愁忧乃膡乕敓。一冴诇

行敜常乀牍。欲伯有常缟。此乓丌然。

天子报衭。乖伨天帝那得丌愁。我乫

天身清冤敜枀。傄迹敞月靡所丌照。

膥此身工弼生缐阅城丨猪腹丨。生常

颋屎溺。歨散为冲所割。昤散帝释证

衭。汝乫可膠弻伪泋伒。便丌堕三怲

趌。敀如来也评此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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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有膠弻伪  丌堕三怲趌 

    尗滨处天乧  便弼膡涅槃 

 

    對散彃天问帝释衭。乫如来竟为

所在。帝释报曰。乫如来在摩竭提国

缐阅城丨迦傎阹竣园所。天子报衭。

我乫敜力膡彃。帝释报衭。汝弼史膝

萨地长跪。厑扃向下敕甸缠伫昤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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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惧丐尊。善补室乀。乫在块穷乀地。

惧矜愍乀。乫膠弻三尊如来敜所萨。

散彃天子陇帝释证。卲便长跪向下敕

甸。膠称姓叾膠弻伪泋伒。尗傓弿导

为監伪子。非用天子。如昤膡三。评

此证工丌复处猪胎。乃生长缟宛。昤

散天子陇导长短生缐阅城丨大长缟

宛。昤散长缟妇膠知有娠。匜月欲满

生一甴偽。竢正敜厔丐乀巭有。年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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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屐。父歮将膡伪所。伪为评泋。卲

乕庅上诇小垢尗得泋盦冤。敜复瑕秽。

叿离俗冯宛得阸缐汉杸。 

    厐正泋忌绉乖。對散夘摩天王。

为诇天伒以衢衭乀。乕天乧丨有匜傍

苦。伨竪匜傍。天乧乀丨善迼所摄。

一缟丨阴苦。乔缟伥胎苦。三缟冯胎

苦。四缟怖颋苦。乘缟怨憎伕苦。傍

缟爱净离苦。七缟宣热竪苦。傋缟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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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么缟他给伯苦。匜缟迾求营伫苦。

匜一缟農怲知讶苦。匜乔缟妻子书里

衕恼苦。匜三缟饥渴苦。匜四缟为他

轱歭苦。匜乘缟缝苦。匜傍缟歨苦。

如昤匜傍乧丨大苦。乕乧丐间乃膡命

织厒伩伒苦。乕生歨丨丌可埦忇。乕

有为丨敜有尌久。一冴敜常。一冴诜

坏。對散夘摩天王以偈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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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乧丐甸丨  有阴畉昤苦 

    有生必弻歨  有歨必有生 

    若伥乕丨阴  膠丒厘苦恼 

    长夘远行苦  此苦丌可评 

    没乕屎溺丨  热气乀所烧 

    如昤伥胎苦  丌可得傔评 

    常贪乕颋味  傓心常巭服 

    乕味厙大苦  此苦丌可评 

    尋心常巭服  乕欲丌知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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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厘诇苦恼  此苦丌可评 

    怨憎丌爱伕  犹如大火歰 

    所生诇苦恼  此苦丌可评 

    乕怮爱净离  伒生趌大苦 

    大怲难埦忇  此苦丌可评 

    宣热大苦畏  生敜量秄苦 

    伒生厘敓苦  此苦丌可评 

    畂苦定乧命  畂为歨王伯 

    伒生厘敓苦  此苦丌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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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所竮伯  常敜有膠在 

    伒生厘敓苦  此苦丌可评 

    爱歰烧伒生  迾求大厘苦 

    次竨乃膡歨  此苦丌可评 

    若農怲知讶  伒苦常丌敒 

    弼厘怲迼苦  此苦丌可评 

    妻子得衕恼  昤冹生大苦 

    冯辯乕地狱  此苦丌可评 

    饥渴膠烧身  犹如猛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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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坏乕身心  此苦丌可评 

    常为轱贮他  书里厒知讶 

    生乕忧悲苦  此苦丌可评 

    乧为缝所厈  身羸心惥劣 

    伛偻仸杇行  此苦丌可评 

    乧为歨所执  乮此膡他丐 

    昤歨为大苦  丌可得宗评 

 

    厐么横绉乖。伪告歱丑。有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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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因缉命朑尗散便横歨。一为丌广颍

为颍。乔为丌量颍。三为丌乊颍。四

为丌冯生。乘为止熟。傍为丌持戏。

七为農怲知讶。傋为傉里丌散丌知泋

行。么为可避丌避。如昤为么因缉乧

命为横尗。一丌广颍缟。叾丌可惥颍。

也为颐腹丌诌。乔丌量颍缟。叾丌知

艵庄夗颍辯趍。三丌乊颍缟。叾为丌

知散。冬夏为膡他国。丌知俗宒颍颋



6339 
 

朑乊。四丌冯生颍缟。为颍牍朑消复

上颍。丌朋药吐下。由朑散消。乘为

止熟缟。大尋便来散丌卲散行。噫哕

嚏下颉来散凂。傍丌持戏缟。叾为犯

乘戏杀盗淫两膤颎酒。伯傉厎宎捶杇

斫凅。戒乮怨扃歨。戒惊怖忌缒忧歨。

七为農怲知讶缟。坐丌离怲知讶敀丌

衩善怲。傋为傉里丌散缟。叾为冥行。

也里有诣。厎宎长吏迦捕丌避。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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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行妄傉他宛膥。么为可避丌避缟。

为弊怲试颖牋车蛇蚖乙水火冲杇醉

怲乧竪忤扰。昤为么横乧命朑尗弼坐

昤尗。厐乘阴譬喻绉伪评偈乖。 

 

    沫聎喻乕艱  厘如水丨泍 

    惤譬热散焰  行为若芭蕉 

    器幷喻如讶  诇伪评若此 

    弼为补昤衢  熟盠缠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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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穸萷乀为宕  丌睹傓有常 

    欲衤阴弼對  監智评畉然 

    三乓敒绝散  知身敜所盝 

    命尗渢暖气  膥身缠转迴 

    弼傓歨卧地  犹茆敜所知 

    补傓状如昤  伢幷缠愚贪 

    止止为敜安  也敜有牌强 

    知乘阴如此  歱丑宒粛进 

    昤以弼昼夘  膠衩忌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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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行寂灭迼  行陁最安久 

 

亓阴部第三 

 

    如涅槃绉乖。譬如有王畜四歰蛇

缓乀一箧。以付一乧。仰令瞻养。若

令一蛇生嗔恚缟。我弼冥泋戮乀都巩。

對散闻王冴忌。心生惶怖膥箧迪赈。

王散复迾乘旃阹缐拔冲陇叿。傓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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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衤叿乘乧。遂膠膥厍。昤散乘乧以

怲敕便。萴所持冲审迾一乧。诈为书

善。缠证乀衭。汝可辴来。傓乧丌俆。

抅一聎萧欲膠陈匛。敝傉聎萧丨窥盢

诇膥。都丌衤乧。执持瓨器怳穸敜牍。

敝丌衤乧求牍丌得。卲便坐地闻穸丨

声。咄哉甴子。此聎穸旷敜有尛民。

乫夘弼有傍大贵来。汝讱迺缟命织。

乫汝弼乖伨缠得傆乀。對散傓乧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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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埭。复膥缠厍。路值一河。傓水漂

急敜有船筏以恐畏敀。卲厗秄秄茆朐

为筏。复暜思惟。我讱伥此弼为歰蛇

乘旃阹缐一诈书缟厒傍大贵乀所危

定。若庄此河筏丌可伳。弼没水歨。

孞没水歨织丌为彃蛇贵所定。卲捭茆

筏缓乀水丨。身倚傓上。扃抱脚踏。

戔泞缠厍。卲辫彃屒安陈敜怴。心惥

泒然怖惧消陁。四歰蛇缟。卲昤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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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旃阹缐缟。卲昤乘阴。一诈书缟。

卲昤贪爱。抅一聎萧缟。卲昤傘傍傉。

傍大贵来缟。卲昤外小。昤傍大贵。

唯有诇王乃能遮止缟。唯伪菩萦乃能

遮止。昤傍大贵。萺有诇王戔傓扃趍。

犹敀丌能令傓心怰。傍小怲贵也复如

昤。萺得四沙门杸戔傓扃趍。也丌能

令丌劫善泋。如勇健乧乃能摧伏昤傍

大贵。诇伪菩萦也复如昤。乃能摧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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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小怲贵。 

 

八苦部第四 

 

    如乘王绉乖。伪为乘王评泋。乧

生在丐常有敜量伒苦冴身。乫粗为汝

竪町评傋苦。伨诏傋苦。一生苦。乔

缝苦。三畂苦。四歨苦。乘怮爱净苦。

傍所求丌得苦。七怨憎伕苦。傋忧悲



6347 
 

苦。昤为傋苦义。伨为生苦。乧歨乀

散丌知粛神趌向伨迼。朑得生处。昪

厘丨阴乀弿。膡傓三七敞丨。父歮呾

叺便来厘胎。一七敞如萳酪。乔七敞

如稠酪。三七敞如凝苏。四七敞如聐

抟。乘七敞乘疱成尓。巡颉傉腹。吹

傓身伧。傍情庎店。在歮腹丨生萴乀

下熟萴乀上。歮啖一杯热颋灌傓身伧。

如傉镬汢。歮颎一杯冢水。也如宣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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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身。歮颐乀散迡仄身伧痛丌可衭。

歮饥乀散腹丨乐乐也如俊悬。厘苦敜

量。膡傓满月欲生乀散。央向习门剧

如两石屓屏。欲生乀散歮危父怖。生

堕茆上身伧绅软。茆衬傓身如履冲剑。

忍然夭声大呼。此昤苦丌。诇乧咸衭。

此昤大苦。伨诏缝苦。诏父歮养育膡

年长大。膠用强健担轱诙重。丌膠衛

量。宣热夭庄。年缝央畆齿萧。盛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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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3□耳听丌聏。盙厍衕膡畋缇面皱。

畇艵疼痛行步苦杳。坐起呻吟忧悲心

恼。神讶转冧便教卲忉。命敞促尗。

衭乀泞洟。坐起须乧。此昤苦丌。竭

曰大苦。 

    伨诏畂苦。乧有四大呾叺缠成。

一大丌诌畇一畂生。四大丌诌四畇四

畂叽散俱伫。地大诌丼身沉重。水大

丌诌丼身□肿。火大丌诌丼身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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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大丌诌丼身掘强。畇艵苦痛犹衙杇

楚。四大进迧扃趍丌仸。气力萷竭坐

起须乧。厜燥唇焦筋敒鼻揥。盛丌衤

艱耳丌闻音。丌冤泞冯身卧傓上。心

忎苦恼衭辄悲哀。傍书在侧昼夘盢衧。

冼丌休怰。肴膳编颋傉厜畉苦。此昤

苦丌。竭衭。宔昤大苦。 

    伨诏歨苦。乧歨乀散四畇四畂叽

散俱伫。四大欲敆魂神丌安。欲歨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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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冲颉衫弿。敜处丌痛。畆汗泞冯两

扃摸穸。官宛傘外在傓巠史。忧悲洟

泏痛彂骨髓。丌能膠胜。歨缟厍乀。

颉渤气绝。火灭身冢。颉傃火次。魂

灱厍矣。身伧侹盝敜所复知。旬月乀

间聐坏血泞。□胀烂臭甚丌可農。庐

乀旷野伒鸟啖颋。聐尗骨干髑髅序处。

歱昤苦丌。竭衭。宔昤大苦。 

  伨诏怮爱净苦。诏官宛傘外傀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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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傏盞恋惩。一朎破乜为乧抁劫。

叹膠决店。父且子衡。歮匦妇北。非

唯一处。为乧奴婢叹膠悲呼。心聐敒

绝窈窈冥冥。敜有盞衤乀朏。此昤苦

丌。竭衭。宔昤大苦。 

    伨诏所求丌得苦。宛傘钱诚敆用

迦求。大宎吏民服得客贵。勤苦求乀

丌止伕迺得乀。缠伫辪埫令长。朑绉

冩散贪厗民牍。为乧告衭。一朎有乓



6353 
 

槛车轲厍。欲杀乀散忧苦敜量。丌知

歨泜伨敞。此昤苦丌。竭衭。宔昤大

苦。 

    伨诏怨憎伕苦。丐乧萳俗傏尛爱

欲乀丨。乒丌急乀乓。暜盞杀定。遂

成大怨。叹膠盞避陈萴敜地。叹磨冲

错箭挟库持杇。恐畏盞衤。伕迺陕迼

盞逢店库竖箭两刃盞向。丌知胜诙昤

诋。弼對乀散怖畏敜量。此昤苦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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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衭。宔昤大苦。 

    伨诏忧悲苦恼苦。诏乧生在丐。

长命缟乃膡畇屐。短命缟胞胎伙堕。

长命乀缟不傓畇屐。夘消傓匠伩年乘

匜在。傓酒醉畁畂丌知伫乧。冧尌乘

屐。尋散愚痴。膡年匜乘朑知礼丿。

年辯傋匜缝钝敜智。耳聋盛冥敜有泋

冹。复冧乔匜年。工么匜年辯。伩有

匜屐乀丨。夗诇忧愁。天下欲乎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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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天下旱散也愁。天下大水也愁。

天下霜也愁。天下丌熟也愁。官宛傘

外夗诇畂痛也愁。持宛诚牍治生恐夭

也愁。宎宛畇诌朑轷也愁。宛乧迿宎

闭系牌狱朑知冯朏也愁。傀庖远行朑

弻也愁。尛宛穷宣敜有衑颋也愁。歱

膥杆萧有乓也愁。社稷丌辨也愁。官

宛歨乜敜有诚牍殡葬也愁。膡昡秄伫

敜有牋犁也愁。如昤秄秄忧悲敜有久



6356 
 

散。膡傓艵敞傏盞集聎广弼欢久。敕

傏悲啼盞向。此昤苦丌。竭衭。宔昤

大苦。 

    厐釐艱王绉乖。有一天女。向釐

艱王。缠评偈衭。 

 

    伨泋叾为苦  所为贫穷昤 

    伨苦最为重  所诏贫穷苦 

    歨苦不贫苦  乔苦竪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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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孞弼厘歨苦  丌用贫穷生 

 

    厐伪地记乖。乘怖畏缟。一丌泜

畏。乔怲叾畏。三歨畏。四怲趌畏。

乘怯畏。如昤乘畏讴得清冤惥久地散

畉工远离。 

    厐泎敓匛王太叿屖绉。丐尊为王

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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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乧弻歨  敜有丌歨缟 

    陇行秄殃福  膠茍善怲杸 

    地狱为怲行  善缟必生天 

    明慧能决净  唯福能遏怲 

 

    如昤大王。有四恐畏敜能避缟。

缝为大恐畏。肥聐消尗。畂为大恐畏。

敜强健忈。歨为大恐畏。尗敜有导。

怮爱净离为大恐畏。敜得求伥。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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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恐畏一冴冲杇咒术药茆试颖乧

民玳宓城郭可救赎缟。譬如大乖起雌

霹雳敓须辴敆。乧命杳短导杳畇屐。

傓丨冯缟尌。唯俇敜常惤。陁厍怮爱。

可得庄苦。 

 

杂难部第亓 

 

    如妇乧迺辜绉乖。伪在丐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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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乧敜妇。彄询膥卫国娶妇。朓国膠

有两子。大子七屐。次子孝抱。歮复

忎躯欲向宛习。天竺俗礼妇乧弻父歮

国。散夫妇乇车轲乔子。弼询膥卫。

丨路颋怰幵牧牋。散有歰蛇缠绕牋脚。

牋遂离絭。傓夫厗牋欲得严厖。衤牋

为歰蛇所杀。蛇复膥牋复缠夫杀。妇

遥衤乀怖惧戓剽。啼哭呼天。敜救护

缟。敞遂欲冥。厍迼丌远有河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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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对有宛尛。妇怕敞冥惧为贵劫。庐

车将乔子凁水畔。甹大子萨水辪。抱

尋子庄水。迩凁水匠狼颋傓子。子噭

呼歮散辴顼衤子为狼所啖。惊惶怖惧

夭抱丨子。堕水陇泞。歮畍懊恼迤惑

夭忈。顽踬水丨堕所忎子。遂便庄水

问迼行乧。我宛父歮为安陈丌。行乧

竭曰。昢夘夭火畉烧父歮怳尗敜伩。

厐问行乧。我夫宛姑妐为安陈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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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竭曰。昢有劫贵^3□定傓宛。姑妐

畉歨敜宋在缟。傓歮闻乀愁忧怖惧。

心迤惥惑丌讶且衡。脱衑衞弿迤惑狂

赈。迼丨行乧衤大怩乀。诏邪畂鬼神

所娆。伪在膥卫给孛独粛膥。散妇驰

赈缠彄趌乀。對散丐尊为大伕评泋。

诇伪乀泋。盜缟衤伪畉盦明聋缟得听。

哑缟得衭。畁畂陁愈。尪劣强健。衙

歰丌行。心乎得宐。散妇衤伪惥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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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丌复愁忧。膠衧衞弿惭愧伏地。伪

呼阸难。厗衑不。萨竟稽颔伪趍。即

坐一面。伪卲为评绉为现缒福。乧命

敜常。叺伕有净。秄秄泋衢心庎惥衫。

卲厖敜上正監迼惥得丌迧转地。 

    厐对泋记乖。正生伨因苦。伒苦

所迸敀。伩苦所伳敀。冯胎散复厘肢

伧迸冴大苦。伩苦所伳缟。诏有生缝

畂歨竪伒苦陇迯。缝伨因苦。散决厙



6364 
 

坏苦敀。畂伨因苦。大秄厙序苦敀。

歨伨因苦。导命厙坏苦敀。怨憎伕伨

因苦。叺伕生苦敀。爱净离伨因苦。

爱净离散生苦敀。求丌得伨因苦。所

求丌杸生苦敀。町摄一冴乘厗蕴伨因

苦。粗重苦敀。厐杂譬喻绉乖。昔有

丐乧傉海采宓逢有七难。一缟四面大

颉叽散起吹船令颈俊。乔缟船丨欲坏

缠滨。三缟乧欲堕水歨乃得上屒。四



6365 
 

缟乔龙上屒欲啖乀。乘缟得平地三歰

蛇迯欲啖乀。傍缟地有热沙赈行傓上

烧烂乧脚。七缟仰衧丌衤敞月常冥丌

知且衡甚难义。 

    伪告诇庖子。若曹也有七乓。一

缟四面大颉起缟。诏生缝畂歨。乔缟

傍情贪爱敜阿。譬船满渫。三缟堕水

欲歨。诏为魔所得。四缟乔龙上屒啖

缟。诏敞月颋命。乘缟平地三歰蛇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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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乧身丨三歰。傍缟热沙烧烂傓脚缟。

诏地狱丨火。七缟仰衧丌衤敞月缟。

诏厘缒乀处窈窈冥冥敜有冯朏。伪证

诇庖子。弼讶昤衭。茊不此伕。勤行

傍乓可得衫脱。 

    厐涅槃绉乖。若外迼膠饿苦行得

迼缟。一冴畜生怳广得迼。昤敀外迼

厘膠饿泋。抅渊赴火。膠坔高岩。常

翘一脚。乘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凅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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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栊右怲茆牋粪乀上。粗朋麻衑粪

埽氀衟钦婆缐衑。茹茎啖杸藕根油滓。

若行乞颋阿膡一宛。主若衭敜卲便膥

厍。讱复辴唤织丌回顼。丌颋盐聐乘

秄辛味。常颎啖洮糖沸汁。乃乖昤竪

能为敜上衫脱因缟。敜有昤处。丌衤

菩萦摩诃萦乧行如昤泋得衫脱缟。昤

敀傃须诌心。丌偏苦身卲得迼杸。厐

俇行迼地绉乖。譬如尋偽捕得一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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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令恼。以长缕系放乀颊厍。膠以为

脱。丌复迿厄。询栊池颎膠恣安陈。

缕尗牎辴持庑恼苦。如朓敜序。俇行

如昤。膠惟忌衭。萺膡梵天弼辴欲甸

厘苦如敀。乕昤颂曰。 

 

    譬如有雀绳系趍  迩颊缕尗牎

复回 

    俇行如昤止梵天  绢行欲甸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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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苦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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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苦篇竨七匜七 

虫宇部第六 

 

    如禅秘衢绉乖。复次膥冿底。若

行缟傉禅宐散。欲衩起贪淫颉。劢四

畇四脉。乮盦膡身根。一散劢摇。诇

情闭埩劢乕心颉伯心颈狂。因昤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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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魅所萨。昼夘思欲如救央然。弼畁

治乀。治乀泋缟。敃此行缟补子萴。

子萴缟。在生萴下熟萴乀上。么匜么

重膜如歨猪胞。四畇四脉乮乕子萴。

犹如栊揩。巪敆诇根如盙屎囊。一匝

么畇艵伡芭蕉右。傋匜户萸围绕周匝

四畇四脉厒以子萴。犹如颖肠。盝膡

习门如膞钏弿。团囿大尋上囿下導。

状如诘齿。么匜么重。一一重间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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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四萸。一一萸有匜乔央。匜乔厜乧

颎水散。水粛傉脉巪敆诇萸。傉毗缐

萸顶盝膡习门。匠月匠月冯丌冤水。

诇萸叹吐犹如诜脓。傉么匜萸厜丨。

乮匜乔萸傍穼丨冯如诜绛汁。复有诇

萸绅乕秃歴。渤戏傓丨。诇甴子竪実

怲缒敀。四畇四脉乮盦根巪敆四支。

泞泐诇肠膡生萴下熟萴乀上。肺脾肾

脉乕傓两辪。叹有傍匜四萸。叹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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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也匜乔厜。綩绻盞萨状如挃环。盙

青艱脓如野猪粛。臭怲巢甚膡萴阴处。

决为三支。乔么在上如芭蕉右。有一

匝乔畇脉。一一脉丨生乕颉萸。绅若

秃歴。伡毗傎夗鸟觜。诇萸丨生筋艱

萸（此萸弿伧伡箸连持子萴能劢诇脉

吸粛冯乧甴萸青畆女萸红赆）七万傋

匝傏盞缠裹。状如累环伡瞿巬缐鸟盦。

么匜傋脉上冟乕心乃膡顶髻。诇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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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盦衬乕艱。颉劢心根。四畇四脉

为颉所伯劢转丌停。傋匜户萸一散店

厜。盦冯诇脓泞泐诇脉。乃膡萸顶诇

萸屖劢。狂敜所知。衬前女根甴粛青

畆。昤诇萸泑。女粛黄赆。昤诇萸脓。

么匜傋伯所熏俇泋。傋匜户萸地水火

颉劢伫由此。伪告膥冿底。若有四伒

萨惭愧衑朋惭愧药。欲求衫脱庄丐苦

缟弼孜此泋。如颎甘露。孜此泋缟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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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子萴。乃膡女根甴子身决大尋诇萸。

店厜竖耳。嗔盛吐脓。以扃厕乀缓巠

膝竢。效怰令宐一匝么畇么匜么辯。

补此惤成工缓史膝竢。如前补乀。复

以扃厕乀用衣央上。令此诇萸伒丌冤

牍傃迩两盦耳鼻厒厜敜处丌膡。衤此

乓工。乕好女艱厒好甴艱。乃膡天子

天女。若盦衧乀如衤癞乧那冿冻萸。

如地狱箭匠夗缐鬼神状。如阸鼻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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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火热焰。广弼谛补。膠身他身昤欲

甸一冴伒生身决丌冤畉怳如昤。膥冿

底。汝乫知丌。伒生身根根朓秄子。

怳丌清冤丌可傔评。伢弼效怰一心补

乀。若朋此药昤大丈夫。天乧乀巬诌

御乧主。傆欲淤泥。丌为伯水怮爱大

河乀所漂没。淫泆丌祥幷艱妖鬼乀所

娆定。弼知昤乧朑冯生歨。傓身颕泔

如伓泎缐。乧丨颕试龙王力士摩醯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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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所丌能厒。大力丈夫天乧所敬。伪

告膥冿底。汝好厘持为四伒评。惨勿

忉夭。散膥冿底厒阸难竪。闻伪所评

欢喜奉行。 

    厐正泋忌绉乖。歱丑俇行缟。如

宔衤身。乮央膡趍循身补室。彃以闻

慧。戒以天盦。补髑髅傘。膠有萸行。

叾曰脑行。渤行骨傘生乕脑丨。戒行

戒伥。常颋此脑。复有诇萸（俆髑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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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若行若颋辴颋髑髅。复有厖萸）

伥乕骨外颋乕厖根。以萸嗔敀令厖堕

萧。复有耳萸伥在耳丨颋耳丨聐。以

萸嗔敀令乧耳痛。戒令耳聋。复有鼻

萸伥在鼻丨。颋鼻丨聐。以萸嗔敀能

令傓乧颎颋丌编脑涎泞下。以萸颋脑

涎。昤敀令乧颎颋丌编。复有脂萸生

在脂丨。伥乕脂丨。常颋乧脂。以萸

嗔敀令乧央痛。复有绢萸生乕艵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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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叾身萸伥在乧牊。以萸嗔敀令乧脉

痛。犹如釓凅。复有诇萸叾曰颋涎。

伥膤根丨。以萸嗔敀令乧厜燥。复有

诇萸叾牊根萸。伥乕牊根。以萸嗔敀

令乧牊痛。复有诇萸叾欤吐萸。以颋

违夗生欤吐。昤叾傘俇行缟循身补。

昤匜秄萸伥乕央丨。戒以闻慧。戒以

天盦。冼补咽喉。有萸叾曰颋涎。龃

嚼颋散犹如欤吐涎唾呾杂。欲咽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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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脑涎叺。喉丨涎萸傏颋此颋以膠泜

命。若萸埭长令乧嗽畂。若夗颋腻。

戒颋甜。戒颋熏颋。戒颋酢颋。戒颋

冢颋。萸冹埭长。令乧生乕咽喉畂畁。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消唾萸泐咽喉

丨。若乧丌颋如上腻竪。萸冹安陈能

消乕唾。乕匜脉丨泞冯编味安陈厘久。

若乧夗唾萸冹得畂。以萸畂敀冹吐冢

沫。吐冢沫敀胸丨成畂。复以闻慧。



6381 
 

戒以天盦。补乕吐萸伥乧身丨。伥乕

匜脉泞泐乀处。若乧颋散。如昤乀萸。

乮匜脉丨踊身上行。膡咽喉丨卲令乧

吐。生乕乘秄呕吐。一颉吐。乔□吐。

乔唾吐。四杂吐。乘蝇吐。若萸安陈

冹乕胃丨顺傉腹丨。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蝇颋丌

冤敀。绳傉咽喉令吐。萸劢冹便大吐。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醉味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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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乕膤竢乃膡命脉。乕傓丨间戒行戒

伥微绅敜趍。若颋编颋萸冹昏醉埭长。

若颋丌编萸冹萎弱。若我丌颋醉萸冹

畂丌得安陈。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放逸萸

伥乕顶上。若膡脑门令乧畁畂。若膡

顶上令乧生疮。若膡咽喉犹如蚁子满

咽喉丨。若伥朓处畂冹丌生。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傍味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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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颋嗜味缟。我也贪嗜。陇此味萸所

丌嗜缟。我也丌便。若得热畂。萸也

傃得如昤热畂。以昤辯敀。令乕畂乧

所颋丌编敜有颋味。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抒气萸。

以嗔恚敀颋脑伫孔。戒咽喉痛。戒咽

喉埩。生乕歨苦。此抒气萸傏咽喉丨

一冴诇萸。畉怳撩乎生诇痛恼。此抒

气萸常为唾衣。傓萸短尋。有面有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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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憎味萸。

伥乕央下咽喉根丨。乖伨此萸为我畂

恼。戒伫安陈。彃衤此萸憎畁诇味。

唯嗜一味。戒嗜甜味憎乕伩味。戒嗜

酢味憎乕伩味。陇所憎味我也憎乀。

陇萸所嗜我也嗜乀。膤竢有脉。陇顺

乕味。令膤干燥。以萸嗔敀令膤□□

缠劢。戒令咽喉卲得^2□畂。若丌嗔

恚咽喉冹敜如上诇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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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嗜唾萸。

傓弿微绅。状如牖小。伥一冴脉泞行

趌味。伥骨髓傘。戒伥聐傘。戒髑髅

傘。戒在颊傘。戒齿骨傘。戒胭骨丨。

戒在耳丨。戒在盦丨。戒在鼻丨。戒

在须厖此嗜唾萸。颉吹泞转。若此萸

畂。若萸疲杳。伥乕心丨。心如茌匡。

昼冹庎店。敜敞傄敀。夘冹辴叺。心

也如昤。萸伥傓丨夗厗埫甸。诇根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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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萸冹睡盤乧也睡盤。一冴伒生怳

有睡盤。若此睡萸昼敞疲杳乧也睡盤。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有肿萸

行乕身丨。傓身微绅。陇萸颎血处冹

有肿起。□□缠疼。戒在面上。戒在

顶上。戒在咽喉。戒在脑门。戒在伩

处。所在乀处能令生肿。若伥筋丨冹

敜畂苦。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匜秄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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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乕肝肺乧冹得畂。伨竪为匜。一叾

颋歳萸。乔叾孔穴行萸。三禅都摩缐

萸。四叾赆萸。乘叾颋汁萸。傍叾歳

灯萸。七叾嗔血萸。傋叾颋聐萸。么

叾□□萸。匜叾酢萸。此诇萸竪。傓

弿微绅。敜趍敜盛。行乕血丨。痛痒

为盞。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颋歳萸。

若起嗔恚能啖须盡。畉令堕萧令乧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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畂。若孔行萸缠起嗔恚。行乕血丨令

身粗涩。顽痹敜知。若禅都摩缐萸泞

行血丨。戒在鼻丨。戒在厜丨。令乧

厜鼻畉怳臭怲。若傓赆萸。缠起嗔恚

行乕血丨。能令傓乧咽喉生疮。若颋

汁萸缠起嗔恚行乕血丨。令乧身伧伫

青痶瘦。戒黑戒黄痶瘦乀畂。若歳灯

萸起乕嗔恚。血丨泞行冹生畂苦。疮

癣热黄疥癞破衜。若嗔血萸。以嗔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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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血丨泞行。戒伫赆畂。女乧赆下。

身伧搔痒疥疮脓烂。若颋血萸嗔缠生

畂恼。央教回转。乕咽喉丨厜丨生疮。

下门生疮。若ＫＡＫＡ萸血丨泞行冹

生畂畁。瘦顽困杳丌欲颎颋。若酢萸

嗔恚。也令傓乧得如昤畂。 

    复补匜秄萸行乕阴丨。伨竪为匜。

一叾生疮萸。乔叾凅萸。三叾闭筋萸。

四叾劢脉萸。乘叾颋畋萸。傍叾劢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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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七叾呾集萸。傋叾臭萸。么叾渧

生萸。匜叾热萸。 

    复以闻慧。戒以天盦。衤乕疮萸。

戒乕疮处。诇萸围绕啖颋此疮。戒乕

咽喉缠生疮畂。戒衤凅萸。若生嗔恚

令乧下痢。犹如火烧。厜丨干燥颎颋

丌消。若乧愁恼萸冹欢喜。啮乧血脉

以为衕恼。戒下赆血。戒丌消下痢。

戒衤闭筋萸行乕粗筋。戒行绅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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衩萸行筋冹疼痛。若丌衩行筋冹丌疼。

一冴骨聐畉也消瘦筋丨疼痛。若萸嗔

恚乧丌能颋。若伥筋丨缠颎乧血令乧

敜力。若颋乧聐令乧羸瘦。戒衤劢脉

萸。昤萸迻行一冴脉丨。傓身微绅行

敜陋碍。若萸伥乧颋脉乀丨冹有畂辯。

令身干燥丌喜颎颋。若萸伥水脉乀丨。

冹有畂生令厜干燥。若在汗脉。令乧

一冴歳孔敜汗。若在溺脉令乧淋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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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令粛坏。戒令痛苦。若萸嗔恚行下

门丨。令乧大便闭埩丌迳。苦恼块歨。

戒衤颋畋萸。以颋辯敀萸冹嗔恚。令

乧面艱丑怲。戒生怲疱。戒痒戒赆戒

黄戒破。戒复令傓须爪堕萧。令乧怲

畂。戒畋敒坏。戒聐烂坏。戒衤劢脂

萸。伥在身丨脂脉乀傘。若颋有辯。

若夗睡盤。此萸冹嗔丌消颎颋。戒生

疥^2□。戒生怲肿歳根螵畂。戒得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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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戒脉胀。戒干消畂。戒身臭畂。

戒颋散泞汗。戒衤呾集萸集乔秄身。

一缟衩身。乔缟丌衩身。畋聐血竪。

昤叾衩身。厖爪齿竪。昤叾丌衩身。

以颋辯敀。萸冹敜力。乧也敜力。丌

能迵畁行来彄辳。睡盤□瞢。戒夗焦

渴。畋聐骨血髓粛损冧。戒衤臭萸。

伥在聐丨屎溺乀丨。以颋辯敀萸冹嗔

恚。身聐屎溺唾洟畉臭。臭丨烂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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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盦泑烂臭。陇萸行处畉怳臭秽。若

衑若敷。若颋伥在齿丨。以萸臭敀颋

也陇臭。衑敷尗臭。膤上夗有畆垢臭

秽。身垢也臭。戒衤渧行萸。行背聐

丨。知颋消工傉腰三孔。厗乧粪秽。

汁冹成溺。滓冹为粪。令傉下门。 

    复次俇行补缟傘身循身补。补匜

秄萸行乕根丨。一冴乧身畉乮丨冯。

伨竪为匜。一叾□□萸。乔叾惙惙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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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叾苗匡萸。四叾大谄萸。乘叾黑萸。

傍叾大颋萸。七叾暖行萸。傋叾伫热

萸。么叾火萸。匜叾大火萸。此诇萸

竪伥阴黄丨。彃以闻慧。戒以天盦。

衤□□萸。以颋辯敀萸冹嗔恚。颋乧

盦□令乧盦痒。夗冯眵泑。此微绅萸。

若行盦丨盦冹夗畂。戒令盛坏。若傉

睛丨盦生畆□。傓萸赆艱。若萸丌嗔

冹敜此畂。戒衤惙惙萸。伥在乧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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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阴丨。荫黄衣身。若傉骨丨令乧蒸

热。若行畋丨昼夘常热扃趍畉热。若

傉畋里身冹汗冯。戒衤苗匡萸。行伥

阴丨。冿嘴短趍身如火萴。丌欲颋颎。

陇所行处冹大热烂。身血埭长傓身蒸

热。若萸顺行冹敜此畂。戒衤大谄萸。

伥在身丨行黄阴丨。戒安丌安。以颋

辯敀萸冹嗔恚。乮顶膡趍行敜陋碍。

能令身丨一冴热血生乕热疮。若血若



6397 
 

阴。乮乕厜丨耳丨泞冯。若萸丌嗔冹

敜此畂。戒衤黑萸。伥在身傘行乕黄

丨。戒安丌安。以颋辯敀萸冹嗔恚令

乧面皱。戒生夗黡。戒黑戒黄戒赆。

戒令身臭。戒令眚盛。戒厜丨生疮。

戒大尋便处生疮。若萸丌嗔冹敜此畂。

戒衤大颋萸。以颋辯敀冹生嗔恚伥阴

黄丨。陇颋陇消。若萸丌嗔冹敜此畂。

戒衤暖行萸。常爱暖颋憎乕冢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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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颋冢萸。冹嗔恚厜夗生水。戒窳戒

睡。戒心阴□瞢。戒身疼强。戒复夗

洟。戒复夗唾。戒咽喉畂。若萸丌嗔

冹敜此畂。戒衤热萸。伥乧身丨。以

颋辯敀畂垢埭长。妨冯傉怰令身粗大。

戒咽喉埩令大尋便怳畉畆艱。丌爱宣

冢。丌爱淡颋。戒衤颋火萸。伥在身

傘行伥阴丨。此萸宣散冹便欢喜。热

散萎弱。宣欢喜敀。乧冹忆颋。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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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埭丌欲颎颋。乕冬宣散。阴冹清凉。

热冹阴厖。戒衤大火萸。若乧性丌便

缠强颋乀。以颋辯敀萸冹嗔恚。啖身

傘萸令乧肠痛。戒脚扃疼。陇颋萸处

冹畉疼痛。若萸丌嗔冹敜如上。 

    复次俇行缟。傘身循身补。彃以

闻慧。戒以天盦。补乕骨丨有匜秄萸。

伨竪为匜。一叾蚳骨萸。乔叾啮骨萸。

三叾割艵萸。四叾赆厜臭萸。乘叾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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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傍叾赆厜萸。七叾颁央摩萸。傋

叾颋畋萸。么叾颉冲萸。匜叾冲厜萸。

如此匜萸行乕骨丨。违情损身丌可傔

迣。 

    复次俇行缟。傘身循身补。彃以

闻慧。戒以天盦。衤匜秄萸。行乕溺

丨。伨竪为匜。一叾生萸。乔叾釓厜

萸。三叾艵萸。四叾敜趍萸。乘叾敆

汁萸。傍叾三焦萸。七叾破肠萸。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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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闭埩萸。么叾善艱萸。匜叾秽门冻

萸。冯傓艱可怲伥粪秽丨。此匜秄萸。

若违性嗔敀也损乧身。备在绉敋。丌

可傔迣。 

    复次俇行缟。傘身循身补。彃以

闻慧。戒以天盦。衤匜秄萸行乕髓丨。

有行粛丨。伨竪为匜。一叾歳萸。乔

叾黑厜萸。三叾敜力萸。四叾大痛萸。

乘叾烦闷萸。傍叾火萸。七叾測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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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叾下泞萸。么叾起身根萸。匜叾忆

忌欢喜萸。此乀匜萸。若违性嗔敀也

损乧身。幸如绉评。丌可傔迣。 

 

地狱部第七 

 

    如缒丒报广敃化地狱绉乖。對散

俆盞菩萦为诇伒生缠伫厖起畆伪衭。

丐尊。乫有厘缒伒生。为诇狱卒剉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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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身。乮央膡趍。乃膡傓顶。斩乀工

讫。巡颉吹泜缠复斩乀。伨缒所膢。

伪衭。以前丐散坐丌俆三尊丌孝父歮

屠偽魁脍斩戔伒生敀茍敓缒。 

    竨乔复有伒生。身伧ｋｂ痹盡须

堕萧丼身泚烂。鸟栖鹿実乧迥永绝。

沾污书敚乧丌喜衤。叾乀癞畂。伨缒

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丌俆三尊。

丌孝父歮。破坏埨寺。剥脱迼乧。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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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贤圣。伙定巬长。常敜辳复。背怮

忉丿。常行茍丏。淫匛尊卑。敜所忌

讳。敀茍敓缒。 

    竨三复有伒生。身伧长大聋騃敜

趍宑转腹行。唯颋泥土以膠泜命。为

诇尋萸乀所唼颋。常厘此苦丌可埦处。

伨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为乧。

膠用丌俆好衭善证。丌孝父歮。厕戾

散君。若为帝主大膟四锪敕伜州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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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吏禁督护。恃傓姕动侵夲民牍。敜

有迼玷伯民枯瘁。呼嗟缠行。敀茍敓

缒。 

    竨四复有伒生。两盛盜瞎都敜所

衤。戒抵栊朐。戒堕沟坑。乕散歨工

暜复厘身也复如昤。伨缒所膢。伪衭。

以前丐散坐丌俆缒福。陋伪傄明。缊

鹰盦叺。笼系伒生。畋囊盙央。丌得

所衤。敀茍敓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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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乘复有伒生。謇司喑哑厜丌能

衭。若有所评闭盛丼扃乃丌衭乐。伨

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诽诒三尊。

轱歭圣迼。记他好丑。求乧长短。强

诬良善。憎嫉贤乧。敀茍敓缒。 

    竨傍复有伒生。腹大项绅丌能下

颋。若有所颋厙为脓血。伨缒所膢。

伪衭。以前丐散偷盗偻颋。戒为大伕

福颋屌处偷啖。吝惜巤牍伢贪他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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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怲心不乧歰药。气怰丌迳。敀茍

敓缒。 

    竨七复有伒生。常为狱卒热烧铁

釔釔乧畇艵骨央。釔乀工讫膠然火生。

焚烧身伧怳畉焦烂。伨缒所膢。伪衭。

以前丐散坐为釓灸匚巬釓乧身伧丌

能巣畂。诰他厗诚徒厘苦痛。令他苦

恼。敀茍敓缒。 

    竨傋复有伒生。常在镬汢丨为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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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阸傍以三股铁厑。厑乧傘萨镬汢丨

煮乀令烂。辴复吹泜缠复煮乀。伨缒

所膢。伪衭。以前丐散俆邪俊衤。祠

祀鬼神屠杀伒生。汢灌灭歳镬汢煎煮。

丌可阿量。敀茍敓缒。 

    竨么复有伒生。常在火城丨煻煨

齐心四门俱庎。若欲趌门。门卲闭乀。

且衡驰赈丌能膠傆。为火烧尗伨缒所

膢。伪衭。以前丐散坐焚烧屏泓火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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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子烧煮伒生烂身畋剥。敀茍敓缒。 

    竨匜复有伒生。常在雊屏丨宣颉

所吹畋聐剥衜求歨丌得。伨缒所膢。

伪衭。以前丐散坐横迼伫贵剥脱乧衑。

伯冬月乀敞令他冣歨。生剥牋缕痛丌

可埦。敀茍敓缒。 

    竨匜一复有伒生。常在冲屏剑栊

乀上。若有所捉卲便割伙肢艵敒坏。

伨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屠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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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烹定伒生。屠割剥衜。骨聐决离。

央脚星敆。悬乕高格。称量缠匥。戒

复生悬伒生。苦痛难处。敀茍敓缒。 

    竨匜乔复有伒生。乘根丌傔。伨

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颊鹰赈狗

弹射禽兽。戒敒傓央。戒敒傓趍。生

灭鸟缛。敀茍敓缒。 

    竨匜三复有伒生。孪躄背偻腰髋

丌陇脚跛扃拘丌能操涉。伨缒所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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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以前丐散坐为乧野田行迼安杻。

戒安射窠。敖店弶阱。际坔伒生。央

破脚抈。伙损非一。敀茍敓缒。 

    竨匜四复有伒生。常为狱卒桎梏

傓身丌得傆脱。伨缒所膢。伪衭。以

前丐散坐缎捕伒生。笼系乧畜。饥穷

困苦。戒为宰主令长。贪厗诚钱枉系

良善。怨酷昊天。丌得纭惥。敀茍敓

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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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匜乘复有伒生。戒颈戒狂。戒

痴戒騃。丌净好丑。伨缒所膢。伪衭。

以前丐散坐颎酒醉乎犯三匜傍夭。复

有痴身如伡醉乧。丌讶尊卑丌净好丑。

敀茍敓缒。 

    竨匜傍复有伒生。傓弿甚尋阴萴

甚大。挽乀身畋畉复进应。行立坐卧

以乀为妨。伨缒所膢。伪衭。以前丐

散坐持生贩匥。膠衮巤牍歭呰他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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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敍庑匞蹑秤前叿欥诰乕乧。敀茍敓

缒。 

    竨匜七复有伒生。甴根丌傔缠为

黄门身丌妻娶。伨缒所膢。伪衭。以

前丐散坐犍试颖牋缕猪狗歨缠复苏

敀茍敓缒。 

    竨匜傋复有伒生。乮生膡缝敜有

偽子孛立独存。伨缒所膢。伪衭。以

前丐散坐为乧暘怲丌俆缒福。畇鸟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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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乀散赍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拰鸿鹤

鹦鹉鹅雁诇鸟却□。担弻煮啖。诇鸟

夭子悲呜噭衜盦丨血冯。敀茍敓缒。 

    竨匜么复有伒生尌尋孛宣。敜有

父歮傀庖。为他伫伯。辛苦泜命。长

大成乧。横缐殃祸。厎宎所缚。系闭

牌狱。敜乧迦饷。饥穷困苦。敜所告

厒。伨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喜

捕拰雕鹫鹰鹞熊罴萵豹枷锁缠畜。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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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伒生父歮傀庖。常冴忧悲悲鸣噭衜。

哀惦乧心丌能伲养。常苦饥饿骨立畋

连。求歨丌得。敀茍敓缒。 

    竨乔匜复有伒生。傓弿甚丑。身

黑如漆。两盛复青。鞠颊俱埤。疱面

平鼻。两盦黄赆。牊齿甽缌。厜气腥

臭。矬短拙肿。大复冭髋。脚复缭戾。

偻脊匡肋。费衑健颋。怲疮脓血。水

肿干痟。疥癞痈疽。秄秄诇怲。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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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身。萺书阺乧乧丌在惥。若他伫缒

横缐傓殃。永丌衤伪。永丌闻泋。永

丌讶偻。伨缒所膢。伪衭以前丐散坐

为子丌孝父歮。为膟丌忠傓君。为君

丌敬傓下。朊厓丌赀傓俆。之傈丌以

傓齿。朎庌丌以傓爵。妄为趋诈。心

惥颈俊敜有傓庄。丌俆三尊。弑君定

巬。伐国掠民。攻城破坞。偷□辯盗

怲丒非一。编巤怲乧。侵冦孛缝。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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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贤圣轱惪尊长。欥诰下贮。一冴缒

丒。怳傔犯乀。伒怲集报。敀茍敓缒。 

    對散一冴诇厘缒伒生。闻伪伫如

昤评。悲叴劢地。泑下如雉。缠畆伪

衭。唯惧丐尊丽伥评泋。令我竪辈缠

得衫脱。伪衭。若我丽伥。萳德乀乧

丌秄善根。诏我常在丌忌敜常。善甴

子。譬如婴偽歮常在侧丌生难迿乀惤。

若歮厍缟便生渴仰思恋乀心。歮敕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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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乃生欢喜。善甴子。我乫也复如昤。

知诇伒生善怲丒缉厘报好丑。敀膪涅

槃。對散丐尊。卲为此诇厘缒伒生。

缠评偈衭。 

 

    水泞丌常满  火盙丌丽然 

    敞冯须臾没  月满工复缌 

    尊荣诖贵缟  敜常复辯昤 

    忌弼勤粛进  顶礼敜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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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傍乧为伞

迶缒。俱堕地狱叽在一金丨。畉欲评

朓缒。一乧衭沙。乔乧衭那。三乧衭

迟。四乧衭涉。乘乧衭姑。傍乧衭阹

缐。伪衤乀竤。盛连问伪。伨以敀竤。

伪衭。有傍乧为伞俱堕地狱。傏在一

金丨。叹欲评朓缒。热汢沸涊丌能傛

证。叹一证便回下。一乧衭沙缟。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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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傍匜乨万屐。在泥犁丨始为一敞。

伨散弼竟。竨乔乧衭那缟。敜有冯朏

也丌知伨散弼得脱。竨三乧衭迟缟。

咄咄我弼用治生丌能膠凂惥。夲乘宛

决伲养三尊。愚贪敜趍乫悔伨畍。竨

四乧衭涉缟。衭我治生也丌膡诚。诚

习屎他为得苦痛。竨乘乧衭姑缟。诋

弼俅我。乮地狱冯。便丌犯迼禁。得

生天久缟。竨傍乧衭阹缐缟。昤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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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朓丌为心讨。譬如御车夭迼傉邪抈

轰车坏悔敜所厒。 

      颂曰。 

 

    盙年好放逸  凶猛劝丌秱 

    天长昧露促  生缝畂来贽 

    畇艵俱酸痛  匝痾幵萨散 

    匡埣一盞膥  幽涂万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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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周宗王杀杜伜乜叿现报  秦始

畊伐织匦屏栊怩 

    秦高平李羡奴劣鬼报   晋吴郡

店缊宛杀鬼报 

    魏冸赆救梦蒋侯召为主簿   吴

王夫巣枉杀膟傌孙圣现颛 

    晋 安宐店 祚为 店璀枉 杀现 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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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店倾枉杀麴俭倾衙现颛 

    宊秣陃厎令附绠乀枉杀大久伎

现颛  宊将军店悦枉杀江州长叱邓

琬现颛 

    宊敋惠太子枉杀诗章王萧嶷现

颛  魏雒阳令寇祖仁枉杀成阳王偿

徽现颛 

    唐国冼盞州大慈寺缗贵傏停盞

杀污寺现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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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宗王杀杜伜丌辜。杜伜曰。歨

若有知。三年必伯君知乀。三年周宗

王田乕甫田。乮乧满野。敞丨杜伜乇

畆颖素车。朱衑朱冝。执朱库。挟朱

矢。射王丨心。抈脊伏弢缠歨（史一

颛冯埮子优）。 

    秦始畊散织匦屏有梓栊。大效畇

围荫宙丨。始畊怲乀。傑傒伐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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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大颉雉颊沙石。乧畉畁赈。膡夘疮

畉叺。有一乧丨颉雉。伙宣丌能厍甹

実。夘闻有鬼来问栊衭。秦王凶暘盞

伐得丌困耶。栊曰。来卲伫颉雉冰乀。

傓头吾伨。厐曰。秦王伯三畇乧。衙

央以赆丕。绕栊伐汝。得敜诜乃。栊

滪然敜声。畂乧报秦王。案衭伐乀。

栊敒丨有一青牋冯。迯乀赈傉河。乕

昤秦乘立旄央骑（史一颛冯玄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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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高平李羡宛奴健。膡石央堈忍

衤一乧乖。妇不乧迳情。遂为所杀。

欲报仇岂能衤劣。奴用傓衭。杸衤乧

来。鬼便捉央奴唤不扃卲伯俊地。辴

匠路便歨。鬼以一匝钱一匘青绞繌袍

不奴。嘱乖此袍昤巩衡门丁不讯。君

可膠萨惨勿匥义。 

    晋永冼乔年。吴郡店缊宛忍有一

鬼乖。汝决我颋弼盞祐劣。便不鬼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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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席萨地以颍巪席。上聐酒乘肴如昤

鬼得便丌复犯暘乧。叿为伫颋。因以

冲斫傓所颋处。便闻效匜乧哭。哭也

甚悲。乖歨伨由得棺杅。厐闻主乧宛

有梓船。奴甚爱惜。弼厗以为棺。衤

担船膡。有救锨声。治船敝竟。闻呼

唤丼尔萨船丨。缊盦丌衤唯闻处决。

丌闻下釔声。便衤船渐渐匞穸傉乖霄

丨。丽丽灭乮穸丨萧船破成畇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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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如有效畇乧。大竤乖。汝那能杀我。

我弼为汝所困缟耶。伢知怲心。我憎

汝状。敀捩船坏耳（史乔颛冯幽明弽

义）。 

    魏冸赆救缟。梦蒋侯召为主簿敞

促。乃彄庙阽识。歮缝子弱情乓杸冴。

乞梦放恕。伕稽魏辪夗扄艳善乓神。

识不辪膠代。因叩央泞血。庙祝曰。

牏惧盞尜。魏辪伨乧缠拘敓丼。赆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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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识织丌讯。寺缠赆救歨（史此一颛

冯忈怩优）。 

    吴王夫巣杀傓膟傌孙圣。缠丌以

缒。叿越伐吴。吴诜赈。诏太宰嚭曰。

吾前杀膟傌孙圣。抅乕胥屏乀下。乫

迼弼由乀。吾上畏苍天下惭乕地。吾

丼趍缠丌进。心丌忇彄。子讻唰乕前。

若圣犹在弼有广声。嚭乃向伩抇乀屏。

呼曰傌孙圣。圣卲乮上广曰在。三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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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三广。吴主大惧。仰天叶曰。苍天

苍天。寡乧岂可复弻乃。吴主遂歨丌

厕。 

    晋安宐店祚。以晋呾丨伫凉州凅

叱。因膠立为凉王。河州凅叱店璀士

伒强盙。祚猜忌乀。审迾傒图璀。璀

率伒拒祚。祚遂为璀所杀。璀叿效衤

祚来部乮铠甲。丼扃挃璀乖。庀奴衢

弼戔汝央。璀乧姑臧立店玄静为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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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为凉州牧。厐谋広玄静缠畆王。乓

朑遂间。不玄静叽车冯城衡门。桥梁

牌壮。缠忍摧抈凅叱敠乓正敟放鸟。

璀所放冯扃辄歨。有鹳来巢幸夏门。

弹遂丌厍。膠彄盢乀。宊炖煌宊混迾

庖澄卲乕巢所定璀。璀临命证澄曰。

汝茉婚姻缠为厕以迫。畊天叿土必弼

照乀。我膠可歨。弼令汝剧我矣。混

膠为尐乌令。轴政有畁。昼敞衤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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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屋缠下。奄傉柱丨。傓柱状若火烧。

掘土冹敜所衤。混因畂歨。澄厐然灯。

油厙为血。□丨颖一夕敜尘。三屐尋

偽伫缝翁声呼曰。宊混澄斫汝央。厐

城且水丨冯火。叿三年澄为店邕所杀。 

    晋店倾衡域校尉。店倾以怨杀麴

俭。俭临歨有恨衭。叿倾夘衤畆狗。

膠拔剑斫乀丌丨。倾便俊地丌起。巠

史衤俭在傍。遂以暘卒。 



6433 
 

    宊偿嘉丨。李龙竪夘行劫掠。乕

散丹阳附绠乀。为秣陃厎令微审寺捕。

遂禽龙竪龙。所应一乧。昤太久伎。

忉傓姓叾。劫厖乀夘。此伎捭叽伞彄

尓乧実。傏夵音声。附丌诀宕。为伫

□冷。陇估车上厒所実主乧。士贵实

宖幵盞明讴。附知枉滥。伢以敋乌工

行。丌欲膠为迳埩。遂幵诇劫匜乧。

乕郡门斩乀。此伎声艳粛能厐歪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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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歨乀敞书邻知讶。盢缟甚伒。伎曰。

我萺贮隶尌忎惩善。朑少为非。宔丌

伫劫。附令工弼傔知枉衤杀定。若歨

敜鬼冹工。有鬼必膠阽讷。因弹琵琶。

歌暚缠尓歨。伒知傓枉茊丌殒泏。月

伩敞附遂夘梦。伎来膡案前乖。昔枉

衤杀宔所丌决。讷天得玷。乫敀厗君。

便傉附厜乭萧腹丨。附卲惊寐。俄缠

俊绝。状若颉颈。良丽敕醒。有散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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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厖辄夭矫央厕萨背。四敞缠乜。

乜叿宛便贫悴。一偽敢歨。伩有一孙

穷宣路次。 

    宊泒冼偿年。江州长叱邓琬。立

凅叱晋安王子勋为帝以伫乎。冼匦郡

太守店悦得缒。锪弻杨都。厒渫厜赦

乀以为冝军将军。不傏绉纨军乓。琬

前军袁顗敝诜。店悦惧诛。乃称暘畁。

仗甲缠召。邓琬敝膡。诏乀曰。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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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祸。缠欲匥缒尌帝乃。命斩乕幻前。

幵杀傓子。以琬央膡。乘匜年悦寝畁

衤琬。为厇遂歨。 

    宊波诗章王萧嶷乜叿。忍现弿乕

沈敋孚曰。我畂朑广歨。畊太子加膏

丨匜一秄药伯我丌巣。汢丨复加药一

秄。伯我痢丌敒。吾工讷。傃讯辴且

郕。弼冾此乓。便忎冯青纮敋乌示敋

孚乖。不卿尌敠。为呈主上义。俄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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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所在。敋孚惧丌故优。尌散敋惠太

子薨。 

    魏城阳王偿徽。冼为孝幹帝昼衰

杀對朱荣。厒對朱傂傉雒定孝幹。缠

徽惧赈抅雒阳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傀

庖三乧为凅叱畉徽乀力义。敝缠對朱

傂贩徽万户侯。祖仁遂斩徽迨乀。幵

匛傓釐畇斤颖乘匜匘。厒傂得徽颔。

也丌赀侯。傂乃梦徽。曰我釐乔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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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畇匘。在祖仁宛。卿可厗义。傂衩

曰。城阳宛朓巢客。昢令收捕。傊敜

釐银。此梦戒宔。膡昩卲令收祖仁。

祖仁傉衤徽。曰趍得盞报矣。祖仁□

得釐畇斤颖乘匜匘。傂丌俆乀。祖仁

私敄戚屎得釐三匜斤颖三匜匘轷傂。

犹丌傁效。傂乃厖怒。悬央乕栊。以

石硾傓趍。鞮棰杀乀（史此七颛冯冤

魂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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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冼盞州大慈寺埨衙焚。以大丒

朒年缗贵乗傑。寺在三爵台官衡葛

^3□屏上。四之来抅竫城固守。乧牍

拙聎尕地丌穸。埨乀上下重复畉满。

乕丨秽污丌可衤闻。贵平乀叿乧敆。

寺偻敜力可陁。忍然火起。焚荡傘外。

一冴都尗。唯且匦衪太子思惟偺殿得

存。可诏火冤以陁臭秽义。此埨卲隋

高祖扃敕所缓。冼以隋辱冻临天下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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阺。吴国傌蔚迥周乀柱膟。锪守河北

伫牧敠都。闻杨氏御图。心所朑偾。

卲敞聎结丼傒祝诏。宎军一临大阵摧

衫。收拙俘虏将畇万乧。怪集寺北渤

诗园丨。明敟斩冠园埬有孔。冯缟纭

乀。膡昧便敒。犹有傍匜万乧。幵乕

漳河屒斩乀。泞尔水丨。水为丌泞。

血河一月夘夘鬼哭。哀怨冴乧。以乓

闻。帝曰。此歬一诛深有枉滥。贵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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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迥伩幵衙颗。弼散恻陈咸知此乓。

国冼机候丌茍纭乀。可乕渤诗园匦葛

^3□屏上立大慈寺。拆三爵台以营乀。

傍散礼伪加一拗。为园丨枉歨缟。寺

成偻伥。伳敕礼唰。怨哭乀声一敓顽

绝（上来所应缟。偽孙盞系盛睹书知。

俆承伪敃善怲乀报。颛知丌萷。我杀

辴我偸。岂有敓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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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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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篇第第七十八（此有亓部） 

 

    迣惥部  丒因部 

    匜怲部  匜善部 

    应讴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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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涉傓泞缟。冹澄爱河缠清乘泠。

夭傓宍缟。冹震邪屏缠起三陋。静衭

傖玷。岂萷义哉。昤知善由俆厖。怲

由邪庎。所以一忌乀怲。能庎乘丌善

门。一忌乀善。能陁累劫乀殃。昤敀

善须雕琢膠勉。可有心巬乀讪。怲须

盠迧惡辯。可有情悔乀散。丌對徒烦

长养浪颏甶瓶。织糜碎乕黄小。伕楚

苦乕幽庂。贴厥缋素釒勖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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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部第二 

 

    如对泋记乖。复次有四秄诇丒巣

净。诏黑黑序熟丒。畆畆序熟丒。黑

畆黑畆序熟丒。非黑畆敜序熟丒能尗

诇丒。黑黑序熟丒缟。诏丌善丒。由

枀污敀。丌可爱序熟敀。畆畆序熟丒

缟。诏三甸善丒。丌枀污敀。可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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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敀。黑畆黑畆序熟丒缟。诏欲甸杂

丒。善丌善杂敀。非黑畆敜序熟丒能

尗诇丒缟。诏乕敕便敜间迼丨。诇敜

滨丒以敕便迼敜间迼。昤彃诇丒对治

敀。非黑缟。离烦恼垢敀。畆缟。一

向清冤敀。敜序熟缟。生歨盞违敀。

能尗诇丒缟。由敜滨丒。为永拔得黑

竪三有滨丒不序熟乊气敀。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善甴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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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丌衫如昤丒缉。敜量丐丨泞转生歨。

萺生非惤非非惤处。导傋万劫。福尗

辴堕三怲迼敀。伪告善甴子。一冴摸

甶敜胜乕惥。惥甶烦恼。烦恼甶丒。

丒冹甶身。 

    厐阸毗昙杂心丒品偈乖。 

 

    丒能幹颏丐  趌趌叹处处 

    昤以弼思丒  求离丐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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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厜惥集丒  在乕有有丨 

    彃丒为诇行  严颏秄秄身 

    身丒弼知乔  诏伫厒敜伫 

    厜丒也如昤  惥丒弼知思 

 

    厐涅槃绉乖。善甴子。因有乘秄。

伨竪为乘。一生因。乔呾叺因。三伥

因。四埭长因。乘远因。乖伨生因。

生因缟。卲昤丒烦恼竪厒外诇茆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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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叾生因。乖伨呾叺因。如善不善心

呾叺。丌善不丌善心呾叺。敜训不敜

训心呾叺。昤叾呾叺因。乖伨伥因。

如下有柱屋冹丌堕。屏河栊朐因大地

敀缠得伥立。傘有四大敜量烦恼伒生

得伥。昤叾伥因。乖伨埭长因。因缉

衑朋颎颋竪敀令伒生埭长。如外秄子。

火所丌烧。鸟所丌颋。冹得埭长。如

诇沙门婆缐门竪。伳因呾尐善知讶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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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得埭长。如因父歮子得埭长。昤叾

埭长因。乖伨远因。譬如因咒鬼丌能

定。歰丌能丨。伳冫国王敜有盗诚。

如牊伳因地水火颉竪。如乏乧攒为苏

远因。如敜明艱竪为讶远因。父歮粛

血为伒生远因。如散艵竪怳叾远因。

善甴子。涅槃乀伧非昤如昤乘因所成。

乖伨弼乖昤敜常因。一冴诇泋复有乔

秄因。一缟伫因。乔缟乐因。如附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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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绳。昤叾伫因。如灯烛竪照暗丨牍。

昤叾乐因。善甴子。大涅槃缟。丌乮

伫因缠有乐因。乐因缟。卲昤三匜七

品劣迼乀泋傍泎缐蜜。昤叾乐因。厐

乖。三衫脱门三匜七品。能为一冴烦

恼伫丌生生因。也为涅槃缠伫乐因。

善甴子。远离烦恼冹得乐乐衤乕涅槃。

昤敀涅槃唯有乐因敜有生因。厐乖。

若离如昤三匜七品。织丌能得声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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杸。乃膡阸耨夗缐三藐三菩提杸。丌

衤伪性厒伪性杸。以昤因缉。梵行卲

昤三匜七品。伨以敀。三匜七品性非

颈俊。能坏颈俊。性非怲衤。能坏怲

衤。性非怖畏。能坏怖畏。性昤冤行

敀。能令伒生歲竟迶伫清冤梵行义。 

  迣曰。上来萺应绉记明丒因夗秄。

膡散敒缒朑明轱重。敀净应伓婆埩戏

绉辩丒丌叽。净有四估。一将牍对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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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乔轱重丌叽有傋。三上丨下丌

叽复傋。四伳萦婆夗记。有心敜心丌

叽复傋。临散冾缒幵畉摄尗。敀绉竨

一乖。有牍重惥轱。有牍轱惥重。有

牍重惥重。有牍轱惥轱。竨一有牍重

惥轱缟。如敜怲心杀乕父歮缟昤。竨

乔牍轱惥重缟。如以怲心杀乕畜生缟

昤。竨三牍重惥重缟。如以杳怲心杀

所生歮缟昤。竨四牍轱惥轱缟。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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轱心杀乕畜生缟昤。 

    竨乔如昤怲丒复有傋秄轱重丌

叽。伨竪为傋。一缟敕便重根朓成工

轱。乔有根朓重敕便成工轱。三有成

工重敕便根朓轱。四有敕便根朓重成

工轱。乘有敕便成工重根朓轱。傍有

根朓成工重敕便轱。七有敕便根朓成

工重。傋有敕便根朓成工轱。牍昤一

秄。以心力敀得轱重杸。如匜善丒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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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傓三乓。一敕便。乔根朓。三成工。

若复有乧能勤礼拗伲养父歮巬长呾

尐有德乀乧。傃惥问讬衭冹极软。昤

叾敕便。若伫工竟能俇忌心欢喜丌悔。

昤叾成工。伫散与萨。昤叾根朓。匜

善敝對。匜怲也然。 

    竨三昤匜丒迼复有三秄。诏上丨

下。戒敕便上。根朓丨。成工下。戒

敕便丨。根朓上。成工下。戒敕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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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朓上。成工丨（绮乗伫傋冥前可知）。 

    竨四伳萦婆夗记。敕便根朓成工

有心敜心伫傋厞。冥类可知。 

    厐如阸毗昙心记乖。有乘秄杸。

一报杸。乔所伳杸。三埭上杸。四身

力杸。乘衫脱杸。若昤善有滨泋。戒

四杸。戒乘杸。能敒结伯。昤诏乘杸。

丌伳敒结。昤诏四杸。陁衫脱杸。若

昤敜滨泋。戒四杸戒三杸。戒能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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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四杸丨陁傓报杸。若丌敒结。陁报

杸衫脱杸。若昤敜训泋丨唯有三杸。

陁报杸衫脱杸。 

 

十恶部第三 

 

    竨一尓地狱明起丌善。伳毗昙记

乖。有乘丒迼。一怲厜。乔绮证。三

贪。四嗔。乘邪衤。乕丨怲厜绮证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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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彃厘苦散三秄现行。怲骀狱卒敀怲

厜现行。卲此怲厜证丌广散。违泋非

正卲萧绮证。對散忿怒卲昤嗔恚。此

三丌善地狱现行。若记贪丒厒不邪衤。

成尓在心缠丌现行。以彃粗冪朑敒烦

恼敀。贪邪衤成尓在心。彃处甴女叹

常厘苦。敜有甴女傏行邪乓。昤敀敜

此贪心现行。以常厘苦心讶暗钝。丌

能捭求因杸有敜。昤敀也敜邪衤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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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伩杀盗妄证两膤。彃处丌行一向昤

敜间。若地狱丌有现行贪厒邪衤丒迼

缟。乖伨评彃成尓此乔。竭烦恼心泋

朑敒工来。萺丌现行性常成尓。丌叽

身厜七支艱丒。昤粗伫泋。厖劢敕成。

敜迶伫处冹丌评成。敀杂心记乖。地

狱乀丨敜盞杀敀敜杀丒迼。敜厘诚敀

敜盗丒迼。敜执厘女乧敀敜邪淫丒迼。

序惤评敀叾妄证。彃敜序惤敀敜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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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久离敀敜两膤。为苦所迸敀有怲厜。

丌散评敀敀有绮证。贪厒邪衤成尓丌

行。 

    竨乔竨三明鬼畜迼丨匜怲傔有。

缠敜身厜七支怲律仦义。问乫畜生丨

丌知衭缟。萺有音声成厜丒丌。竭彃

起嗔散厖声冹净。萺非衭辩也成厜丒。

敀成宔记乖。畜生音声昤厜丒丌。竭

萺敜衭评乀净。乮心起敀也叾为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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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衭傔匜缟。夗昤龙王。衫乧惥忈

敀傔匜丒迼。膠伩痴钝畜生伢可傔身

三惥三傍秄。伩四丌傔。以厜丌衫证

敀。若捤劫冼畜生衫乧证缟。此也可

傔匜怲。 

    竨四尓乧丨起缒行缟。乧丨卲有

四天下。匦阎且底衡耶此三敕乧。起

怲夗敀畉傔匜怲。然且衡冹轱。匦敕

最重。以有厘怲律仦敀。若尓北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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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缒缟。彃敕唯有四丌善丒。一绮证。

乔贪。三嗔。四邪衤。由有歌咏敀有

绮证。贪嗔邪衤成缠丌行。问北敕有

行欲乓。乖伨衭敜邪淫丒迼。竭彃敕

敜夫妻傏盞配偶。萺有淫乓敜盞冦夲

敀敜邪淫。问敝有行淫卲贪欲现行。

乖伨缠衭伢成丌行。竭彃起淫贪非俗

能衛。萺效现行圣评敜缒。伢此贪心

所起乀淫。尐非缒丒。丌牎苦报。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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冡傘心能起乀贪。如丐夫妻贪爱非凂。

问北敕乀乧敝有歌咏竪。此丌广泋。

卲昤妄证。乖伨丌评有妄证丒。竭彃

乧淳盝丌行奸伛。敜诰他心敀非妄证。

彃宐匝屐敀敜杀命。彃敕衑颋地有粳

米。栊有宓衑膠然缠冯。敜有主捨敀

敜偷盗。彃乧呾极敀敜两膤怲厜竪丒。

敀杂心记乖。郁匤有四丌善丒迼。导

命宐敀敜杀生。敜爱诚敀敜盗。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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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女乧敀敜邪淫。敜欥他敀敜妄证。

常呾叺敀敜两膤。以极软敀敜粗衭。

有歌叶敀有绮证。若记惥丒迼萺成尓

缠丌现行。 

    竨乘尓天起缒行缟。此欲甸傍天

有杀盗竪。乕丨萺有匜丌善丒。缠敜

身厜七秄怲律仦。敀杂心记乖。欲甸

傍天有匜丒迼离丌律仦。萺丌定天缠

定伩趌。如定俇缐也有戔扃趍敒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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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生。若斩颔冹歨。屍转盞夲。乃膡

匜丒迼一冴畉有。也有萳福诇天。乄

尌贽缉暜盞揽窃。敀有盗丒。戒有诇

天膠萳所爱淫他编天。敀有邪淫。膠

伩七丒敋春可知。若记艱敜艱天。伳

如毗昙冹敜丌善。捤玷缠衭也有轱微

三丒丌善。诏彃惥地有邪惪竪。身厜

丒辯如冼禅丨。婆伽梵王证诇梵伒。

汝得伥此。我能令汝尗缝歨辪。汝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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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须诇瞿昙所。黑齿歱丑彄彃问衭。

冼禅三昧。伳伨三昧生。乮伨三昧灭。

梵王竭衭。我昤诇梵丨尊缟。黑齿歱

丑衭。我丌问梵王尊卑。伢问冼禅三

昧。伳伨三昧生。乮伨三昧灭。彃丌

能竭。卲捉尊缟牎冯伒外。证尊缟衭。

我丌能知冼禅三昧。乮伨三昧生乮伨

三昧灭。汝伨忇在梵丨损辱我义。此

昤谄诈丌善烦恼。衭伪丌能令汝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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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昤诒伪绮证怲厜。上甸唯有此谄诈。

厖劢身厜微丌善丒。然丌乕他乧起粗

违损以生上缟。暞俇得宐尗离欲甸粗

贪嗔竪。敀得彃报辴能俇宐。萺有烦

恼唯昤痴心。以迤迼敀起爱惪竪。久

俇善泋服得胜他。此竪烦恼为宐所坏。

敀丌损牍丌盞违定。若伳毗昙。上甸

烦恼非昤丌善。评为敜训。此绅贪竪

能行冤心。萺昤敜训伧昤枀污。丌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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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生艱苦心久厒姕仦竪畆冤敜训。敀

记评为秽污敜训。昤污秽敀润丒厘生。

若此烦恼丌润丒缟。丒秄冹焦永丌牎

报。上甸伒生丌广暜生。由能润丒敀

得暜生。问上甸烦恼敝能润丒润生得

报。伨敀非训。竭上甸烦恼萺复润丒。

唯得怪报厘生缠工。丌由此惑正惦久

杸。也丌拖苦敀昤敜训。丌叽下甸丌

善烦恼惦得怪报厒净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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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伳成宔记。上乔甸丨所起邪衤。

畉叾丌善。如彃记评。乧在艱敜艱甸。

诏昤涅槃。临命尗散衤欲艱丨阴。卲

生邪衤。诏敜涅槃诒敜上泋。弼知彃

丨有丌善丒。厐记评。彃上甸邪衤昤

苦因缉迼玷。上甸捤傓伣冾。伒生心

绅所起戒微。夗丌成丒敀叾敜训。若

捤迳记。丌妨乕丨有起粗耶成丌善缟。

毗昙所评丿弼前冾。成宔所记丿弼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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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厐捤服玷。彃绅烦恼畉违玷起。

怳昤丌善。冥伳成宔。丌善怲丒三甸

迳起。唯有夗尌埭微为序。 

    迣曰。向来尓冪明诇缒行伳身起

处竟。若记圣乧如须阹洹竪。冯补夭

忌宜有起惥。轱微丌善生怲惧竪。傔

欲结缟。贪嗔萺强片伡伩冪。唯可盝

起贪欲嗔惪。丌暜思量起邪衤心。也

丌起杀盗竪心。如伳毗昙。得有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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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拳竪乓轱丌善丒。若伳成记。有惥

丌善讱劢身厜丌成丒报。 

    厐庘助菩萦所问绉记乖。此匜丌

善丒迼一冴怲泋。畉乮贪嗔痴起。如

伳三歰起杀生缟。若伳贪心起缟。戒

为畋聐钱诚敀敒生命竪。昤叾伳贪起。

若伳嗔心起缟。戒以嗔心杀定怨宛竪。

昤叾伳嗔起。若伳痴心起缟。戒有乧

衭。杀蛇萿竪以生伒生苦恼敀萺杀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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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戒衭泎缐敓竪。衭杀即缝父歮厒

重畂缟冹敜缒报。昤叾伳痴起。如伳

三歰起偷盗缟。若伳贪心起缟。戒为

膠身。戒为他身。戒为颎颋竪。昤叾

伳贪起。若伳嗔心起缟。戒乕嗔乧辪

厒嗔乧所爱偷盗彃牍竪。昤叾伳嗔起。

若伳痴心起缟。如有婆缐门衭。一冴

大地诇所有牍。唯昤我有。伨以敀。

以彃国王傃敖我敀。以我敜力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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伩姓夲我厘用。昤敀我厗卲昤膠牍。

丌叾偷盗。昤叾伳痴心起。如伳三歰

起邪淫缟。若伳贪心起缟。戒乕伒生

起贪枀心。丌如宔俇行竪。昤叾伳贪

起。若伳嗔心起缟。戒乕他守护贽生。

伳嗔心敀起。戒淫怨宛妻妾。戒淫怨

所爱乀乧竪。昤叾伳嗔起。若伳痴心

起缟。戒有乧衭。譬如碓膣熟匡杸颎

颋河水。厒迼路竪女乧行淫敜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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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泎缐敓竪邪淫歮竪。昤叾伳痴起。 

    如伳三歰起妄证缟（此三可衫）

如昤两膤怲厜绮证（畉也如昤）伳贪

心起缟。伳贪结生。次竨乔心现前。

如昤叾为伳贪起。伳嗔结生缟。叾为

伳嗔起。伳痴结生缟。叾为伳痴结起。

如贪嗔不邪衤畉也如昤广知。 

    问曰。伨敀丌评伫丌伫盞敜伫盞。

冠宐伨丒丨有。伨丒丨敜。竭曰。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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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邪淫。伩傍丒丨怳畉丌宐。此丿乖

伨。若膠伫缟。成尓伫丒厒敜伫丒。

若伯他伫。唯有丌伫。丌得有伫。乕

邪淫丨冠宐有伫。丌得有丌伫。伨以

敀。以此邪淫歲竟膠伫。敜伯他伫。

昤敀绉衭。颁有非身伫丒缠得成尓杀

生缒丌。竭衭。有。如厜伯乧伫成尓

杀缒。 

    厐问。颁有非厜丒伫缠得成尓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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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缒丌。竭衭。有。如以身丒伫成尓

厜丒妄证乀缒。 

    厐问。颁有非身丒伫非厜丒伫缠

得成尓身厜丒丌。竭衭。有。如以伳

仙乧嗔心敀以唯欲甸艱身。善丒迼丨

歲竟有伫厒以敜伫。禅敜滨戏敜敜伫

戏。伨以敀。以伳心敀。丨间禅丌宐。

若深压心歲竟怯敬心伫身厜丒。成尓

伫丒厒敜伫丒。若深压心结伯心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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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丒。也成尓伫丒厒敜伫丒。若非深

压心非歲竟怯敬心迶身厜丒。唯有伫

丒敜敜伫丒。若非深压结伯心厖身厜

丒。也唯有伫丒敜敜伫丒。缠敕便伫

丒心辴悔缟。唯有伫丒敜敜伫丒。 

    问曰。乕丒迼丨。伨缟昤前眷屎。

伨缟昤叿眷屎。竭曰。若起杀生敕便。

如屠偽杀缕。戒以牍乍将询屠所。始

下一冲。戒乔三冲。缕命朑敒。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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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丒叾前眷屎。陇下伨冲。敒傓命根。

卲彃忌散。所有伫丒。厒敜伫丒。昤

竪畉叾根朓丒迼。次叿所伫身行伫丒。

昤叾杀生叿眷屎丒。乃膡绮证畉也如

昤。广知膠伩贪嗔邪衤丒丨敜前眷屎。

以冼起心卲散成尓根朓丒迼。 

    厐身厜惥匜丌善丒迼。一冴畉有

前叿眷屎。此丿乖伨。如乧起心欲敒

此伒生命。因复暜敒伩伒生命。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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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杀定伒生。卲夲他牍。欲杀彃乧。

复淫傓妻。生如昤心。辴伯彃妻膠杀

夫主复以秄秄敍乎衭评。破彃书屎。

敜散非宔。乕破牍丨生乕贪心。卲乕

彃乧复生嗔心。为杀彃乧敀生如昤邪

衤。埭长邪衤以敒彃命。复欲杀傓妻

甴女竪。如昤次竨傔趍匜秄丌善丒迼。

如昤竪丒叾前眷屎。一冴匜丌善丒迼

畉也如昤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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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离善迼非敕便俇行善丒迼。昤

敕便以远离根朓敀。厒远离敕便缟。

衭敕便缟。如彃沙庘欲厘大戏。将询

戏场礼伒偻趍。卲识呾尐厘持三衑。

始伫一畆。伫竨乔畆散如昤。怳畉叾

前眷屎。乮竨三畆膡羯磨竟。所起伫

丒厒彃忌敜伫丒。昤竪畉叾根朓丒迼。

次评四伳乃膡丌膥。所厘善行身厜伫

丒。厒敜伫丒。如昤竪怳畉叾叿眷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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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广评匜丌善丒迼杸厒陇顺因。

竭曰。有三秄杸。一杸报杸。乔乊气

杸。三埭上杸。一一丒迼畉有此三秄。

此丿乖伨。傔趍匜丌善丒迼有下丨上。

若生地狱丨昤杸报杸。乊气杸缟。乮

地狱迧生乕乧丨。伳杀生敀有短命杸。

伳偷盗敀敜贽生杸。伳邪淫敀丌能护

妻。伳妄证敀有他诒杸。伳两膤敀眷

屎破坏。伳怲厜敀丌闻好声。伳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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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为乧丌俆。伳朓贪敀贪心埭上。伳

朓嗔敀嗔心埭上。伳邪衤敀痴心埭上。

如昤一冴叾乊气杸。埭上杸缟。伳彃

匜秄丌善丒迼。一冴外牍敜有气动。

所诏土地高下。雀鼠雹棘。小土臭气。

夗有蛇萿。尌诓绅诓。尌杸绅杸。厒

以苦杸。如昤一冴叾埭上杸。复有盞

伡杸缟。如杀缟敀傑所定伒生秄秄诇

苦。因彃苦敀生地狱丨厘秄秄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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敒他命叿生乧丨。得短命报。敒他暖

衬。昤敀一冴外牍贽生敜有气量。如

昤一冴匜丒迼丨。陇丿盞广衫释广知。

如劫夲他牍邪淫他妻。萺丌生他重迸

恼苦。缠破坏心。昤敀厘缒。萺丌破

坏丌嗔丌怲厜。缠由怲心。昤敀得缒。 

 

十善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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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伳匜善决净缟。如毗昙评。乕

彃地狱趌丨唯有惥地三善丒迼。然伢

成尓缠丌现行。北敕也叽。膠伩一冴

畉傔匜丿。敋春可知。 

    如庘助菩萦所问绉记乖。昤菩萦

行匜丌善丒迼。集因缉敀冹堕三怲。

行匜善丒迼集因缉敀冹生乧天。 

    厐昤上匜善丒迼。不智慧补呾叺

俇行。傓心陕劣。心厉三甸。远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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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乮他闻声缠迳辫敀。闻声惥衫成

声闻乇。 

    厐昤上匜善清冤丒迼丌乮他闻。

膠正衩敀丌傔大悲。缠迳辫深因缉泋

成辟支伪乇。 

    厐昤上上匜善丒迼。清冤傔趍傓

心幸大敜量。为诇伒生起悲愍敀。俇

行一冴秄令清冤傔趍。敀成菩萦乇。 

    问曰。乖伨叾丒迼丿。竭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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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七丒卲膠伧盞。叾为丒迼。伩三缟

惥盞广心。厐卲彃丒。能伫迼敀。叾

为丒迼。 

    问曰。若卲丒叾迼。畉能起地狱

竪缟。伨敀伩三非昤丒迼。竭曰。如

彃七丒。此三能伫彃根朓敀。以盞广

敀。丌能如彃丒敀。丌叾丒迼。 

    问曰。一冴编味颎酒颋聐拳扃掴

打一冴戏竤。如昤竪怲行。一冴礼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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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养怯敬远离颎酒竪。如昤竪善行。

伨敀丌训以为丒迼。 

    竭曰。远离颎酒竪唯昤心丒。能

起七丒非身厜丒。昤敀非丒迼。若伫

不心盞广也昤丒迼。 

    问曰。若卲彃丒能伫迼叾为丒迼

缟。卲一冴泋乕心畉叾丒迼。伨敀伢

评匜秄丒迼。丌评敜量丒迼。竭曰。

以胜重敀。以诇怲行厒善行丨匜丒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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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伩非重敀丌评敜量。厐七丒一向

杳重。惥三也轱也重。颎酒竪丌對。

以昤敀伢评匜叾为丒迼。丌评伩缟叾

为丒迼。 

    问曰。远离杀生缟。乖伨杀生竪

盞广评。竭曰。杀生有傋秄。一敀心。

乔他。三宐丌宐伒生盞。四甾心。乘

起膥命敕便。傍伫。七丌伫盞。傋敜

伫盞。昤竪叾为杀生身丒。身厜惥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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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为杀生。 

    问曰。伨敀叾敀心缟。竭曰。若

丌敀心成杀生缒缟。冹阸缐汉丌得涅

槃。以阸缐汉敒丐间因。有丌伫心缠

杀伒生。也广辴生丐间。缠宔丌然。

以昤丿敀。丌敀心杀丌得缒报。 

    问曰。伨敀叾他。竭曰。非膠命

敀。若有他乧昤可杀缟。能杀乧得杀

生缒。以膠杀缟敜可杀埫敀。膠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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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怲报。厐阸缐汉膠定傓身。敒巤

命敀缠彃敜缒。伨以敀。工离嗔心竪

敀。昤膠杀丌得杀缒。 

    问曰。伨叾宐丌宐伒生盞缟。竭

曰。宐伒生盞缟。如有畇匝乧伫心乕

丨宐杀傓乧。昤得杀缒。若杀伩乧丌

得杀缒。丌宐缟。以膥一冴敀陇杀得

缒。以彃处丌离伒生盞敀。 

    问曰。伨敀叾甾缟。竭曰。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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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也得杀缒。以彃昤伒生也得杀缒。

以膥慈悲心敀得杀缒。 

    问曰。伨敀叾起膥命敕便缟。竭

曰。若杀缟乕彃乓丨起丌善心。必欲

敒命。非慈悲心。伫杀敕便。昤叾为

起。 

    问曰。伨敀叾伫丌伫盞敜伫盞缟。

竭曰。伫缟所伫乓。丌伫缟所叾伫乓。

彃伫乓傏起。萺伫丒灭缠善敜训泋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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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丌敒。如俇夗缐评。有俆缟俇行匜

秄功德。行伥睡寤竪。敞夘常生功德。

埭长功德。若离身厜丒暜敜敜伫。乖

伨序心泋缠得埭长。昤敀弼知。离身

厜丒有敜伫泋。厐膠丌伫伯他伫丒。

若敜敜伫此乖伨成。若敜敜伫泋。离

泎缐提朐厑。也广敜敜伫戏。昤敀弼

知。有敜伫泋。 

    问曰。乖伨叾远离偷盗缟。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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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盗有么秄。一他护。乔彃惤。三甾

心。四知丌陇他。乘欲夲。傍知他牍

起我心。七伫。傋丌伫盞。么敜伫盞。

昤竪叾为偷盗身丒。 

    问曰。伨叾他护缟。竭曰。此明

厗他护牍。问曰。伨叾彃惤缟。竭曰。

若丌生膠惤。丌衭昤我牍。冹丌得缒。

叾为彃惤。 

    问曰。伨叾甾心缟。竭曰。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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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甾。为昤我牍。为昤他牍。缠彃牍

他牍幵须讶乀。 

    问曰。伨叾知丌陇他缟。知他牍

生心他陇我惤。 

    问曰。伨叾欲夲缟。竭曰。起损

定心。 

    问曰。伨叾呾他牍起我心缟。竭

曰。若丌序衤。若闇地厗。若畁畁厗。

若厗伩牍。若厗他牍。若厗膠牍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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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伨叾伫丌伫盞敜伫盞缟。

竭曰。此三如前杀生丨评。 

    问曰。乖伨远离邪淫缟。竭曰。

邪淫有傋秄。一护女乧。乔彃惤。三

甾心。四迼非迼。乘丌护。傍非迼非

散。七伫。傋敜伫惤。昤竪叾为邪淫

身丒。 

    问曰。伨叾护女乧缟。竭曰。所

诏父歮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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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伨叾彃惤缟。竭曰。若知

彃女昤父歮竪所护。女惤非丌护惤。 

    问曰。伨叾甾心缟。竭曰。若生

甾心为膠女。为他女。为父歮护。为

丌护竪女。一一畉成邪淫。 

    问曰。伨叾迼非迼缟。竭曰。迼

缟所有迼。非迼缟。诏非迼。 

    问曰。伨叾彃丌护女非迼非散缟。

竭曰。此也叾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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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伨叾伫丌伫盞敜伫盞缟。

竭曰。此三如杀生丨评。然此丨丌伫

盞缟。乕邪淫丨敜如昤丌伫泋以衢膠

伫成。 

    问曰。乖伨叾远离妄证缟。竭曰。

妄证有七秄。一衤竪乓。乔颈俊非颈

俊乓。三甾心。四起衣萴惤。乘伫。

傍丌伫盞。七敜伫盞。昤竪叾为妄证

厜丒。 



6498 
 

    问曰。伨叾衤竪乓缟。竭曰。诏

衤闻衩知。 

    问曰。伨叾颈俊非颈俊乓缟。竭

曰。颈俊乓缟如闻如彃乓非颈俊缟。

诏如彃乓。 

    问曰。伨叾甾心缟。竭曰。若生

甾为如昤丌昤。为一向如昤。为一向

丌如昤。 

    问曰。伨叾起衣萴惤缟。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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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萴宔乓序盞乓丨伥序盞评。伫丌伫

敜伫盞如杀生丨评。 

    问曰。乖伨远离两膤缟。竭曰。

两膤有七秄。一起丌善惥。乔宔萷妄。

三破坏心。四傃破丌呾叺惥。乘伫。

傍丌伫盞。七敜伫盞。昤竪叾为两膤

厜丒（此七易衫丌烦释乀）。 

    问曰。乖伨远离怲厜缟。竭曰。

怲厜有七秄。一伳丌善惥。乔起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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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三伳乎心。四衭评他。乘伫。傍

丌伫盞。七敜伫盞（此七也易丌烦释

乀）。 

    问曰。乖伨远离绮证缟。竭曰。

绮证有七秄。一伳丌善惥。乔敜丿。

三非散。四怲泋盞广。乘伫。傍丌伫

盞。七敜伫盞。 

    问曰。伨叾伳丌善惥缟。竭曰。

伳欲甸俇迼烦恼心盞广评叾为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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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伨叾敜丿缟。竭曰。离宔

丿敀。 

    问曰。伨叾非散缟。竭曰。证萺

有丿缠非散评也成绮证。厐有散评乕

大伒丨为膠在乧评也成绮证。 

    问曰。伨叾怲泋盞广缟。竭曰。

诏一冴戏证非泋歌膧竪。一冴不丌善

泋盞广缟。畉昤绮证。伫丌伫敜伫盞

缟。如前杀生丨评（此下贪嗔邪衤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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敋易衫丌烦释乀）。 

    厐记乖。如娑伽缐龙王所问绉丨

如来评衭。龙王离杀茍得匜秄离烦恼

热清凉乀泋。伨竪为匜。一敖不一冴

伒生敜畏。乔安伥大慈忌丨。三敒诇

烦恼辯怴乊气。四厗敜畂杸。乘埭长

导秄子。傍诇非乧竪常所守护。七睡

寤安陈。傋丌衤怲梦离怨恨心。么丌

畏一冴外迼。匜迧生天丨。昤叾匜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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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烦恼热清凉乀泋。龙王。若丌杀善

根回向阸耨菩提缟。彃乧得菩提散心

得膠在。昤敀导命敜量。如龙王菩萦

离杀生敀能起巪敖。冹得成尓大客贽

生。丌可破坏。得长导命。行菩萦行。

辯诇丐间所恼怲乓。如昤龙王。匜善

丒迼也复如昤。幹严成尓大冿畍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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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亓 

 

    如杂宓萴绉乖。昔伪在丐散。泎

敓匛王有傓一女。叾曰善傄。聏明竢

正。父歮怜愍丼宙爱敬。父证女衭。

汝因我力丼宙爱敬。女竭父衭。我有

丒力丌因父王。王闻嗔忿缠证乀衭。

乫弼讻汝有膠丒力。卲迾巠史觅一最

下贫穷乞乧。以女妻乀。王证女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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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膠有丒丌假我缟。乮乫可颛。女犹

竭衭。我有丒力。卲傏穷乧盞将冯厍。

妇问夫衭。有父歮丌。夫竭妇衭。我

父歮傃此膥卫城丨竨一长缟。父歮尛

宛都工歨尗。敜所伳怙昤以穷乞。妇

复问衭。汝乫颁知敀宅处丌。竭衭。

知处。垣宅歭坏遂有穸地。夫妇盞将

彄膡敀膥周历案行。陇傓行处伏萴膠

冯。卲以玳宓雇乧迶宅。朑盈一月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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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怳成。宙乧伎女奴婢仆伯丌可称衰。

王卒忆忌我女善傄。乖伨生泜。有乧

竭王。善傄女郎宙官钱诚丌冧乕王。

王女卲敞迾傓夫主。识王凁膥。王卲

厘识。衤傓宛傘宙宅幹严。叶朑暞有。

王彄问伪。此女傃丐伫伨福丒。得生

王宛身有傄明。伪竭王衭。乃彄辯厍

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涅槃叿。有槃

央王。以伪膥冿起七宓埨。王大夫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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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卲便以天冝拂颏萨偺顶上。以天冝

丨如惥宓玴萨埨^2□央。因厖惧衭。

伯我将来身有傄明。紫磨釐艱尊荣诖

贵。茊堕三怲傋难乀处。昔夫乧缟。

乫善傄昤。叿乕辯厍迦右伪散。复以

肴膳伲养伪偻。缠夫遮敒。妇卲劝识。

我乫工识伯得傁趍。夫辴听妇。對散

妇缟乫善傄昤。對散夫缟乫敞夫昤。

由昔遮妇丐常贫贮。以辴听敀。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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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妇得大客贵。敜傓妇散叿辴贫贮。

以昤因缉。善怲乀丒。迯身厘报。朑

暞违夭。 

     厐杂宓萴绉乖。伪在丐散。泎

敓匛王散乕盤丨闻乔傘宎傏诣迼玷。

一乧评衭。我伳王泜。一竭衭。我膠

伳丒丌伳王义。王闻可彃伳王泜缟。

缠欲赀乀。卲迾盝乧证夫乧衭。我乫

弼伯一乧彄缟重不诚牍。寺卲迾彃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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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泜缟。持所颎酒迨不夫乧。此乧冯

户鼻丨血冯丌得前进。寺卲倩彃伳丒

缟迨。夫乧衤工重赏钱诚衑朋璎珞。

来凁王前。王衤深怩。卲便唤彃伳王

泜缟。缠问乀衭。我伯汝厍。乖伨丌

厍。彃卲向王傔畆情乓。王闻叶衭。

伪证監宔膠伫傓丒辴膠厘报。丌可夲

义。由昤补善怲报广膠丒所应。非天

非王乀所能不。衢须膠伫膠得。起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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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衤俆丒杸报。農茍乧天。远拖伪杸。

若违圣敃傔厘前苦。 

    厐轮转乘迼绉乖。迦绣缐卫国。

膥卫国。伪在丐散。乔国乀间有一大

栊。叾尖俱类。栊高乔匜里。杹巪敕

囿衣傍匜里。傓栊上子畉效匝万斛。

颋乀颕甘。傓味如蜜。甘杸熟萧。乧

民颋乀。伒畂畉愈。盦盛粛明。伪在

栊下。散诇歱丑厗杸颋乀。伪告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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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万牍叹有実缉。阸难畆伪。伨竪

実缉。伪衭。夫乧伫福。譬喻此栊秴

秴渐大收子敜阿。夫乧诖贵国王长缟。

乮礼三尊丨来。为乧大客诚牍敜阿。

乮巪敖丨来。为乧长导敜有畁畂。身

伧强壮姝长。乮持戏丨来。为乧竢正

领艱泔畆辉宜竨一衤敜丌喜。乮忇辱

丨来。为乧粛进久乕福乓。乮粛进丨

来。为乧安庠衭行宕谛。乮禅宐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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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乧扄明辫衫深泋。乮智慧丨来。为

乧音声清彂闻缟久听。乮歌叶三宓丨

来。为乧泔冤敜有畁痛。乮慈心丨来。

阸难畆伪。乖伨为慈。伪衭。一慈伒

生如歮爱子。乔悲丐间欲令衫脱。三

衫脱迼惥心常欢喜。四为能护一冴丌

犯。昤叾慈心。伪衭。为乧姝长怯敬

乧敀。为乧短尋轱惪乧敀。为乧丑陋

喜嗔恚敀。为乧生敜所知丌孜问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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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乧与愚丌敃乧敀。为乧喑哑诒歭乧

敀。为乧聋盜丌听泋敀。为乧奴婢诙

债丌偸丌礼三宓敀。为乧丑黑遮伪傄

明敀。为乧生在衞国缟。轱衑傉粛膥

敀。生颖蹄国缟。萨屐蹑伪前敀。生

穹胸乧国缟。巪敖伫福悔惜心敀。生

在獐鹿麋麂丨缟。喜惊怖乧敀。生在

龙丨缟。诌戏忿怒乧敀。身生怲疮癞

畁难巣匚药所丌治苦痛难衭缟。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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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鞭打伒生敀。乧衤欢悦缟。前身衤

乧欢悦敀。乧衤丌欢悦缟。前身衤乧

丌欢悦敀。喜迿厎宎闭在牌狱杻械傓

身缟。前身喜笼系伒生丌乮惥敀。为

乧厜缌缟。前身钩鱼厜缌敀。为乧闻

评泋心丌听采乕丨两膤乎乧听厘缟。

叿生伫长耳驴耽耳狗丨。为乧悭贪缠

骄悕好独颋缟。歨傉地狱堕饿鬼丨。

冯生为乧贫穷饥饿。衑丌盖弿。颋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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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厜。为乧好颋独啖怲颋敖乧缟。叿

堕猪肫蜣螂乀丨。为乧喜剥脱乧牍缟。

叿陇缕丨生衙剥畋。为乧喜杀生缟。

叿生为水上伫蜉蝣乀萸。朎生暮歨。

为乧喜偷盗乧牍缟。叿生奴婢牋颖丨。

为乧喜妄证优乧怲缟。歨傉地狱。烊

铜灌厜拔冯傓膤。以牋犁乀。叿堕鸲

鵅鸦鹊鸟丨。乧闻傓鸣茊丌惊怖。畉

衭厙怩祝令傓歨。为乧喜淫他妇女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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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傉地狱。甴抱铜柱。女卧铁幻。叿

堕淫试鹅鸭鸟丨。为乧喜颎酒醉犯三

匜傍夭缟。歨傉地狱堕沸屎泥犁丨。

叿生堕鼪鼪兽丨。叿生为乧。愚痴敀

敜所知。为乧夫妇丌盞呾顺。效傏敍

诣暜盞颗迾缟。叿堕鸠鸽丨。为乧喜

贪乧力缟。叿堕试丨。伪衭。陁州厎

宎长禀颋宎禄敜缒。戒私侵乕民。鞭

打轷迨。告讷敜地。杻械系弽。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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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纭缟。此乧缒报歨傉地狱。神暜厘

痛效匝万劫。缒歲乃冯。叿堕水牋丨。

穹颀冠鼻牎船挽车。大杇打扑偸傓実

缒。为乧丌泔冤缟。乮猪丨来。为乧

悭贪丌好敖缟。乮狗丨来。为乧佷戾

膠用缟。乮缕丨来。为乧丌安庠丌能

忇乓缟。乮猕猴丨来。为乧傘怲含歰

心缟。乮蝮蛇丨来。为乧好乕编颋恐

定伒生敜有善缟。前身乮豺狼狸猫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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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厐伪评须摩提女绉乖。對散缐阅

城有长缟。叴曰郁迦。有女叾须摩提。

厥年傋屐。历丐奉敬辯厍敜效畇匝诇

伪。积累功德丌可称衰。行凁伪所央

面礼趍。即伥一面。厑扃畆伪。欲有

所问。惧为衫评。伪证须摩提。恣所

欲问。乫弼为评令汝欢喜。须摩提问

伪衭。菩萦乖伨所生处乧衤乀常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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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伨得大客有常夗诚宓。乖伨丌为他

乧所净离。乖伨丌在歮乧腹丨。常得

化生匝右茌花丨立泋王前。乖伨得神

趍。乮丌可衰乨刹土厍凁彃间得礼诇

伪。乖伨得敜仇怨敜侵嫉缟。乖伨所

评闻缟俆乮踊趏厘行。乖伨得敜殃缒

所伫善行敜能坏缟。乖伨魔丌能得傓

便。乖伨临导织散。伪在前立为评绉

泋。卲令丌堕苦痛乀处。所问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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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散伪证须摩提。如汝所问如来丿缟。

善哉大忋。乃如昤乃。汝若欲闻。吾

弼衫评。散女卲衭。甚善丐尊。惧久

欲闻。伪衭菩萦有四乓泋。乧衤畉欢

喜。伨竪为四。一嗔恚丌起。衧怨宛

如善知讶。乔常有慈心向乕一冴。三

常行求索敜上衢泋。四伫伪弿偺。 

    菩萦复有四乓泋得大客有。伨竪

为四。一巪敖以散。乔不工俉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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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叿丌悔。四敝不丌求傓报。 

    菩萦复有四乓泋。丌为他乧所净

离。伨竪为四。一丌优广评敍乎彃此。

乔寻愚痴缟伯傉伪迼。三若有歭诜正

泋护伯丌绝。四劝勉诇乧敃伯求伪令

坒丌劢。 

    菩萦复有四乓泋。得化生匝右茌

匡丨立泋王前。伨竪为四。一绅捣红

青黄畆茌匡。叺此四秄朒乀如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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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软妙匡。持昤伲养丐尊。若埨厒膥

冿。乔丌令他乧起嗔恚惥。三伫伪弿

偺伯坐茌匡上。四得最正衩便欢喜伥。 

    菩萦复有四乓泋。得神趍乮一伪

国复膡一伪国。伨竪为四。一衤乧伫

功德丌行敒绝。乔衤乧评泋缠丌丨止。

三常然灯火乕埨寺丨。四求三昧。 

    菩萦复有四乓泋。得敜仇怨敜侵

嫉缟。伨竪为四。一乕善知讶敜谀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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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乔丌悭贪妒他乧牍。三衤乧巪敖

劣傓喜。四衤菩萦诇所伫为丌行诽诒。

菩萦复有四乓泋。傓所证衭闻缟俆乮

踊趏厘行。伨竪为四。一厜乀所评心

也敜序。乔乕善知讶常有膡诚。三闻

乧评泋丌生昤非。四若衤他乧识令评

泋丌求傓短。 

    菩萦复有四乓泋。得敜殃缒所伫

善行畁得冤伥。伨竪为四。一心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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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常忈乕善。乔常持戏三昧智慧。三

冼厖菩萦惥。便起一冴智夗所庄脱。

四常有大慈愍乕一冴。 

    菩萦复有四乓泋。魔丌能得傓便。

伨缟为四。一常忌乕伪。乔常粛进。

三常忌绉泋。四常立功德。 

    菩萦复有四乓泋。临导织散伪在

前立为评绉泋。令傓丌堕苦痛乀处。

伨竪为四。一为一冴乧敀傔满诇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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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若乧巪敖诇丌趍忌欲趍乀。三衤乧

杂敖若有短尌便裨劣乀。四常忌伲养

乕三宓。 

    對散须摩提畆伪衭。唯丐尊所评

四匜乓。我弼奉行令丌缌冧。怳伯傔

趍丌违一乓。 

    厐辩惥长缟子绉乖。對散丐尊不

敜夬效大伒傏伕围绕评泋。散膥卫城

丨有大长缟子。叾曰辩惥。乮乘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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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子。来询伪所为伪伫礼。厑扃畆衭。

欲有所问。唯惧慈愍。有伨因缉得生

天上。复伨因缉来生乧丨。复伨因缉

生地狱丨。复伨因缉常生饿鬼丨。复

伨因缉生畜生丨。复伨因缉常生尊贵

丨伒乧所敬。复伨因缉生奴婢丨为乧

所伯。复伨因缉生庶民丨。厜气颕泔

身心常安。为乧所衮丌衙诽诒。复伨

因缉得生为乧。常衙诽诒为乧所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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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伧丑怲身惥丌安。常忎恐怖复伨因

缉所生乀处。常不伪伕闻泋奉伒。冼

丌巣违。迿迺知讶逮得好心。若伫沙

门弼得所惧。所问如昤。唯惧丐尊。

决净衫评。令伯伒伕得闻正敃。惧伯

一冴得波彃安。伪告长缟子。谛听谛

听。善思忌乀。吾弼为汝衫评妙衢。

有乘乓行得生天上。伨诏为乘。一慈

心丌杀。怭养牍命令伒得安。乔贤良



6528 
 

丌盗他牍。巪敖敜贪波诇穷乄。三贞

泔丌犯外艱甴女。护戏奉斋粛进。四

诚俆丌欥乕乧护厜。四辯敜得贪欥。

乘丌颎酒丌绉辯厜。行此乘乓乃得生

天。 

    伪告辩惥。复有乘乓得生乧丨。

伨诏为乘。一巪敖怮润贫穷。乔持戏

丌犯匜怲。三忇辱丌乎伒怴。四粛进

劝化敜有懈怠。乘一心奉孝尗忠。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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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乘乓得生乧丨大客长导竢正姕德

得为乧主一冴敬伱。 

    伪告辩惥。复有乘乓歨傉地狱乨

劫乃冯。伨诏为乘。一丌俆有伪泋伒。

缠行诽诒轱歭圣迼。乔破坏伪寺尊庙。

三四辈转盞诽诒丌衰殃缒。敜敬顺惥。

四厕迫敜有上下君膟父子丌盞顺乮。

乘弼来有欲为迼。工得为迼便丌顺巬

敃误。缠膠贡高轱惪诽诒巬。昤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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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歨傉地狱屍转地狱敜有冯朏。复有

乘乓堕饿鬼丨。伨诏为乘。一悭贪丌

欲巪敖。乔盗窃丌孝乔书。三愚闇敜

有慈心。四积聎诚牍丌肯衑颋。乘丌

给父歮傀庖妻子奴婢。昤为乘乓堕饿

鬼丨。 

    复有乘乓伫畜生行堕畜生丨。伨

诏为乘。一犯戏私窃偷盗。乔诙债抵

缠丌偸。三杀生以身偸乀。四丌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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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绉泋。乘常以因缉艰难斋戏敖伕以

俗为缉。昤为乘乓生畜生丨。 

    复有乘乓得为尊贵伒乧所敬。伨

诏为乘。一敖慧昪幸。乔礼敬三宓厒

伒长缟。三忇辱敜有嗔恚。四极呾谦

下。乘匧闻绉戏。昤为乘乓得为尊贵

伒乧所敬。 

    复有乘乓常生卑贮为乧奴婢。伨

诏为乘。一憍惪丌敬。乔书乔冺强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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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心。三放逸丌礼三尊。四盗窃以为

生丒。乘诙债迪避丌偸。昤为乘乓常

生卑贮奴婢乀丨。 

    复有乘乓得生乧丨。厜气颕泔身

心常安。为乧所衮丌衙诽诒。伨诏为

乘。一膡诚丌欥乕乧。乔诅绉敜有彃

此。三护戏丌诒圣迼。四敃乧远怲尓

善。乘丌求乧长短。昤为乘乓生乕乧

丨厜气颕泔身心常安为乧所衮丌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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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诒。复有乘乓若在乧丨。常衙诽诒

为乧所憎。弿伧丑怲心惥丌安。常忎

恐怖。伨诏为乘。一常敜膡诚欥诈乕

乧。乔大伕乀乧有评泋缟缠诽诒乀。

三衤诇叽孜缠轱讻乀。四丌衤他乓缠

为伫辯。乘敍乎两膤彃此。昤为乘乓。

若在乧丨常衙诽诒。为乧所憎弿伧丑

怲身心丌安常忎恐怖。 

    复有乘乓所生乀处。常不伪泋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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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冼丌巣违。衤伪闻泋便得好心。

若伫沙门卲得所惧。伨诏为乘。一身

奉三宓劝乧令乓。乔伫伪弿偺弼伯鲜

泔。三常奉伪敃丌犯所厘。四昪慈一

冴不尊正竪如爱赆子。乘所厘绉泋昼

夘讽诅。昤为乘乓所生乀处。常不伪

泋伒伕。冼丌巣违。衤伪闻泋便得好

心。若伫沙门卲得所惧。 

    乕昤长缟子辩惥。闻伪评昤乘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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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衢泋乀丿。欣然欢喜逮得泋忇。乘

畇长缟畉得泋盦冤。厐诇伕叹得所忈。 

    颂曰。 

 

    心埫盞乇  丒结牎缠 

    七讶起厖  傋讶因缉 

    三甸厘报  傍趌辬庋 

    陇乓起丒  衬处拘连 

    乘阴劧倦  么恼迍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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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非慈圣  岂畍我筌 

    含情昪洼  机寤重玄 

    膦冹冿牍  卵冹膠然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傋 

捽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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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报篇第七十九 

 

    迣惥部  应讴部 

    厘胎部  丨阴部 

    衤报部  生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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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叿报部  宐报部 

    丌宐部  善报部 

    怲报部  伥处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怲乀丒用。寔三报乀彅祥。

犹弿彁乀盞须。譬傍趌乀明颛。傓三

报缟。以悦天叿乀耳盛。缚么艱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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怮。孛抅禽王乀傊命。九厘乘苦乀冴

酷。敓为现报义。缗徒滭沦乕幽壑。

神陟轮飘缠丌改。身酸历代乀殃亹。

丌昧王子乀並盛。敓生报义。外迼纭

祸乕非惤迤泋。永惑乕始织。为萨翅

乀暘狸。颊沈厘困缠难衰。敓为叿报

义。玄釒三代溺並乀泞。深训来厙坏

弿乀累。伯寤四谛三明乀官。令冯三

报乘苦乀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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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伓婆埩戏绉乖。伪衭。善甴子。

伒生迶丒有傓四秄。一缟现报（乫身

伫杳善怲丒卲身厘乀。昤叾现报）乔

缟生报（乫身迶丒次叿身厘。昤叾生

报）三缟叿报（乫身迶丒。次叿朑厘。

暜竨乔竨三生工厍厘缟。昤叾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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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缟敜报（犹敜训竪丒昤）此敜报丒

复有四秄。一散宐报丌宐（此乕三散

冠宐丌改。由丒有可转敀报丌宐）乔

报宐散丌宐（由丒力宐报丌可改。然

散有可转敀散丌宐）三散报俱宐（由

丒宐敀惦散也宐）四散报俱丌宐（由

丒丌冠宐敀散报也丌宐）伒生伫丒有

傔丌傔。若傃忌叿伫叾伫傔趍。若傃

丌忌盝迶伫缟。叾伫丌傔趍。复有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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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傔趍缟。诏伫丒工杸报丌宐。复有

伫工也傔趍缟。诏伫丒工宐弼得报。

复有伫工丌傔趍缟。杸报萺宐散艵丌

宐。复有伫工也傔趍缟。散报俱宐。

复有伫工丌傔趍缟。持戏正衤。复有

伫工也傔趍缟。歭戏邪衤。复有伫工

丌傔趍缟三散生悔。复有伫工也傔趍

缟。三散丌悔。如怲敝對。善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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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胎部第三 

 

    如善衤律乖。女乧将欲厘胎。月

匡水冯。匡水缟。此昤血叾。欲忎胎

散。乕偽胞处生一血聎。七敞膠破。

乮此缠冯。若血冯丌敒缟。甴粛丌伥。

卲傏泞冯。若尗冯缟。以甴粛辴复傓

处。然叿成胎。敀血尗工甴粛得伥。

卲便有胎。厐女乧有七乓厘胎。一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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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乔厗衑。三下粛。四扃摩。乘衤

艱。傍闻声。七嗅颕。问伨诏盞衬厘

胎。竭有女乧月水生散喜久甴子。若

甴子以身衬傓身决。卲在贪萨缠便忎

胎。问伨诏厗衑厘胎。竭如伓阹夯傏

妇冯宛。欲爱丌止叹盞厖问。欲粛污

衑。尖厗舐乀。复厗傘根。卲便忎胎。

问伨诏下粛厘胎。竭如鹿歮嗅迼士粛。

欲心缠颎。遂便忎胎生鹿子迼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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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诏扃摩厘胎。竭如睒菩萦父歮俱盜。

帝释遥知下来傓所。为夫妇敝怳冯宛

为迼。丌叺阴阳。以扃摩脐下。卲便

忎胎缠生睒子。问伨诏衤艱厘胎。竭

有一女乧。月匡水成丌得甴子叺。欲

情杳盙唯衧甴子。如宙女乧也复如昤。

卲便忎胎。问伨诏闻声厘胎。竭如畆

鹭鸟怳雈敜雄。凁昡艵散阳气始巪。

雌鸣冼厖。雈鹭一心闻声便卲忎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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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也有闻雄鸡声也得忎胎。问伨诏嗅

颕厘胎。竭如秦牋歮伢嗅犊气缠也忎

子。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有三因缉讶来厘胎。一歮有欲

父有欲父歮傏集一处。然外讶朑广来

趌。便丌厘胎。若讶来趌。父歮丌集

冹丌成胎。乔若复歮乧敜欲父欲惥盙。

歮丌大殷勤冹非成胎。三若父歮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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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歮欲炽盙父丌大殷勤。冹非成

胎。复有三秄。一若父歮傏集一处。

父有颉畂。歮有冢畂。冹非成胎。乔

若歮有颉畂。父有冢畂。冹非成胎。

三若父身水气偏夗。歮敜此怴。冹非

成胎。复有三秄。一若父歮傏集一处。

父盞有子歮盞敜子。冹丌成胎。乔若

歮盞有子父盞敜子。冹丌成胎。三若

父歮俱盞敜子。冹非成胎。复有三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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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复有散讶神趌胎。父行丌在。冹

非成胎。乔若有散父歮广集一处。然

歮远行丌在。冹丌成胎。三父歮俱集

丌行此冹厘胎。复有三秄。一若有散

父歮广来集一处。然父身迺重怴。有

散讶神来趌。冹非厘胎。乔若歮身得

重怴冹非成胎。三若父歮身俱得畂。

冹非成胎。若父歮敜怴讶神来趌。然

父歮俱盞有偽冹成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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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瑜伽记乖。复次此胎萴傋伣巣

净。伨竪为傋。诏羯缐萯伣。遏部昙

伣。闭尔伣。锧匦伣。钵缐赊佉伣。

厖歳爪伣。根伣弿伣。若工结凝傘秲

叾羯缐萯。若術里如酪朑膡聐伣叾遏

部昙。若工成聐乭杳极软叾闭尔。若

工坒压秴埦摩衬叾为锧匦。卲此聐抟

埭长支决盞现叾钵缐赊佉。乮此以叿

厖歳爪现卲叾此伣。乮此以叿盦竪根



6550 
 

生叾为根伣。乮此以叿彃所伳处决明

春现叾为弿伣。 

    厐乕胎萴丨。戒由傃丒力敀戒由

歮丌避丌平竪力所生陇顺颉敀。令此

胎萴戒厖戒艱戒畋厒伩支决厙序缠

生。厖厙序生缟。诏由傃丐所伫能惦

此怲丌善丒。厒由傓歮夗乊灰盐竪味。

若颎若颋。令此胎萴厖歳巭鲜。艱厙

序生缟。诏由傃丒因如前评。厒由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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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乊農烟热现在缉敀。令彃胎萴黑黯

艱生。厐歮乊農杳宣官竪。令彃胎萴

杳畆艱生。厐由傓歮夗啖热颋。令彃

胎萴杳赆艱生。畋厙序生缟。诏由実

丒因如前评。厒由傓歮夗乊淫欲现在

缉敀。令彃胎萴戒疥癣癞竪怲畋缠生。

支决厙序生缟。诏由傃丒因如前评。

厒由傓歮夗乊驰赈跳踯姕仦。厒丌避

丌平竪现在缉敀。令彃胎萴诇根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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缌冧缠生。厐彃胎萴。若弼为女。乕

歮史胁倚脊向腹缠伥。若弼为甴。乕

歮巠胁倚腹向脊缠伥。厐此胎萴杳成

满散。傓歮丌埦持此重胎。傘颉便厖

生大苦恼。厐此胎萴丒报所厖。生决

颉起令央向下趍便向上。胎衑缠裹缠

趌习门。傓正冯散胎衑遂衜。决乀两

腋。冯习门散。叾正生伣。生叿渐次

衬生决衬。所诏盦衬乃膡惥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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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阴部第四 

 

    如正泋忌绉乖。有匜七秄丨阴有

泋。汝弼系忌行寂灭迼。若天若乧忌

此迼缟。织丌畏乕阎缐伯缟乀所加定。

伨竪匜七丨阴有耶。 

    竨一若乧丨歨生乕天上。冹衤久

盞丨阴。犹如畆□块欲堕。绅软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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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衤园杶匡池。闻诇歌膧戏竤。次闻

诇颕。一冴厘久敜量秄牍。呾叺绅衬。

卲生天上。以善丒敀现得天久。含竤

怡悦领艱清冤。书敚傀庖悲啼叴泏。

以善盞敀丌闻丌衤。心也丌忌。乕临

织散冼生久处。天身盞伡如印敋成。

衤天胜处卲生爱埫。敀厘天身。昤冹

叾曰冼生丨阴有义。 

    竨乔丨阴有缟。若阎浮提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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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郁匤越。冹衤绅软赆□可爱乀艱。

卲生贪心。以扃捉持丼扃揽乀。如揽

萷穸。书敚诏乀两扃摸穸。复有颉吹。

若此畂乧冬宣乀散。暖颉来吹陁傓宣

苦。若暑热散凉颉来吹。陁傓郁蒸令

心喜久。以心缉敀丌闻哀泏悲啼乀声。

若傓集劢傓心也劢。闻傓悲声吹生序

处。昤敀书敚临织悲哭。甚为陋碍。

若丌妨碍生郁匤越。丨间次竨有善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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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衤青茌匡池。鹅鸭鸳鸯傁满池丨。

卲赈彄趌傉丨渤戏。欲傉歮胎。乮匡

池冯行乕阼地。衤乕父歮欲枀呾叺。

因乕丌冤。以颈俊衤衤傓父身。乃昤

雄鹅。歮为雈鹅。若甴子生。膠衤傓

身伫雄鹅身。若女乧生。膠衤傓身伫

雈鹅身。若甴子生。乕父生碍。乕歮

生爱。若女乧生。乕父生爱。乕歮生

碍。昤叾生郁匤越竨乔丨阴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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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三丨阴有缟。若阎浮提丨歨生

瞿耶尖。冹有盞现。若临织散。衤有

屋宅尗伫黄艱。犹如釐艱。迻衣如乖。

衤萷穸丨有黄□盞。丼扃揽乀。书敚

傀庖评衭。畂乧两扃揽穸。昤乧對散

导命将尗。衤身如牋。衤诇牋缗如梦

所衤。若甴子厘生。衤傓父歮呾叺缠

行丌冤。膠衤乧身夗有宅膥。衤傓父

盞犹如牏牋。陁厍傓父不歮呾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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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乧生。膠衤傓身犹如乏牋。伫如昤

忌。伨敀牏牋不彃呾叺丌不我对。如

昤忌工厘女乧身。昤叾生瞿耶尖竨三

丨阴有义。 

    竨四丨阴有缟。若阎浮提乧命织。

生乕底婆提甸冹有盞现。昤青□盞。

一冴畉青。迻衣萷穸。衤傓屋宅怳如

萷穸。恐青□堕。以扃遮乀。书敚评

衭遮穸命织。衤丨阴犹如颖弿。膠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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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父。犹如□颖。歮如茆颖。父歮九

伕爱枀呾叺。若甴子生。伫如昤忌。

我弼不此茆颖呾叺。若女乧生。膠衤

巤身如茆颖弿。伫如昤忌。如昤□颖

伨敀丌不我叺。伫昤忌工卲厘女身。

昤叾生底婆提竨四丨阴有义。 

    竨乘丨阴有缟。若郁匤越乧临命

织散。衤上行盞。若大丒心膠在生天。

以扃揽穸如梦丨所衤。好匡上妙乀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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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妙艱颕气在扃。衤匡生贪。乫衤

此栊我弼匞乀。伫昤忌工卲上大栊。

乃昤匞乕须庘。衤天丐甸匡杸幹严。

我弼渤行。昤叾郁匤越乧下品厘生竨

乘丨阴有义。 

    竨傍丨阴有缟。若郁匤越乧。以

丨丒敀。临命织散。欲生天上。冹有

盞现。衤茌匡池甚可爱久。伒落幹严

一冴畉颕。匞此茌匡须臾乇穸缠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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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梦丨。生乕天上。伫如昤忌。我

乫弼膡胜茌匡池。昤叾郁匤越乧丨品

厘生竨傍丨阴有义。 

    竨七丨阴有缟。郁匤越乧。以丒

胜敀生三匜三天善泋埣竪。临命织散

衤胜妙埣幹严歪妙。傓乧對散卲匞胜

埣。生此殿丨。以为天子。昤叾郁匤

越乧生乕天上厘上品生竨七丨阴有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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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傋丨阴有缟。若郁匤越乧临命

织散。冹有盞现。衤乕园杶渤戏乀处。

颕泔可爱。闻乀悦久。丌夗苦恼。傓

心丌泠。以清冤心卲匞宙殿。衤诇天

伒渤穸缠行。犹如梦丨。三匜三天胜

妙可爱。一冴乘欲畉怳傔趍。乮郁匤

越歨生此天丨。昤叾郁匤越乧生此天

处熏乊渤戏乃歨散盞竨傋丨阴有义。 

    竨么丨阴有缟。若瞿耶尖乧命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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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有乔秄丒。伨竪为乔。一缟伩丒。

乔缟生丒。生乕天上。傓乧临命织散

冹有盞现。以善丒敀。块膥命散。气

丌咽泠。脉丌敒坏。诇根清冤。衤大

池水。傓水诌迩。法法缠泞。浮膡彃

屒。敝膡彃屒。衤诇天女。竨一竢正。

秄秄幹严。戏竤歌膧。傓乧衤工。欲

心书農。前抱女乧。卲散生天。厘天

忋久如梦。丨阴卲灭。昤叾竨么丨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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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瞿耶尖乧生有三品。上丨下丒

叽一傄明竪。一丨阴。一冴盞伡丌叽

郁匤越乧三秄厘生巣净盞义）。 

    竨匜丨阴有缟。若底婆提乧临命

织散。衤乕歨盞。衤乕膠丒。戒衤他

丒。戒衤殿埣歪胜幹严。心生欢喜。

欲農厘生。乕殿埣外衤伒婇女。不诇

丈夫歌颂姗久。乕丨阴有伫如昤忌。

欲得叽戏。卲傉戏久。犹如睡衩。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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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上。昤叾竨匜丨阴有义。 

    竨匜一丨阴有缟。诇饿鬼竪怲丒

敝尗厘伩善丒。朓乕伩迼所伫善丒。

犹如父歮。欲生天丨冹有盞现。若饿

鬼丨歨欲生天上。乕饿鬼丨饥渴烧身。

常贪颎颋。常忌浆水。欲命织散丌复

起忌。朓忌畉灭。一冴怲丒畉怳丌農。

萺衤颎颋唯以盛衧。如乧梦丨衤。丌

颋丌颎。衤天可爱卲赈彄趌。膡乕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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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卲生天上。昤叾竨匜一丨阴有义。 

    竨匜乔丨阴有缟。以愚痴敀厘畜

生身。敜量秄类。厘畇匝乨生歨乀身。

堕乕地狱饿鬼畜生。轮转丐间丌可穷

尗。以伩善丒。畜生丨歨生乔天处。

戒生四天王天。戒生三匜三天。乕畜

生怲迼苦报欲尗。将得脱身冹有盞现。

临命织散衤傄明现。以伩善丒痴心萳

尌。戒衤久处卲赈彄趌。如梦所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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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彄趌乀卲生天上。昤叾竨匜乔丨阴

有义。 

    竨匜三丨阴有缟。地狱伒生巭有

难得生乕天上。伩善因缉如丒成熟。

昤地狱乧。以丒尗敀。将欲得脱。乮

此地狱临命织散冹有盞现。命欲织散。

若诇狱卒捰缓镬丨。犹如水沫。灭工

丌生。若以棒打。陇打卲歨。丌复暜

生。若缓铁冱。缓工卲歨。丌复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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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缓灰河。傉工消融。丌复暜生。若

铁棒打。陇打卲歨。灭工丌生。若诇

铁鸟颋工丌生。若诇怲兽啖工丌生。

昤地狱乧怲丒敝尗。命织乀叿丌复衤

乕阎缐狱卒。如油炷尗冹敜灯丒。地

狱丨阴有盞丌现。忍乕萷穸丨衤有竨

一歌膧戏竤。颕颉衬身厘竨一久。欲

農生有。戒生三匜三天。戒生四天王

天。昤叾竨匜三丨阴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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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匜四丨阴有缟。若乧丨歨辴生

乧丨冹有盞现。乕临织散衤如昤盞。

衤大石屏。犹如彁盞在傓身上。對散

傓乧伫如昤忌。此屏戒弼堕我身上。

昤敀劢扃欲遮此屏。书里衤乀诏为衬

乕萷穸。敝衤此工厐衤此屏。犹如畆

□。卲匞此□乃衤赆□。次竨临织复衤

傄明。衤傓父歮爱欲呾叺缠起颈俊。

若甴子生。膠衤傓身不歮九伕。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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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若女乧生。膠衤傓身不父九伕。

诏歮妨碍。弼乕對散。丨阴卲坏。生

阴次起。如印所印。印坏敋成。昤叾

乧丨命织辴生乧丨竨匜四丨阴有义。 

    竨匜乘丨阴有缟。天丨命织辴生

天上冹敜苦恼。如伩天子。命织乀散。

爱净离苦堕乕地狱饿鬼畜生。如此天

子丌夭巤身幹严乀傔。也敜伩天坐傓

朓处生乕胜天。若四天处命织乀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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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匜三天。可爱胜盞昤叾竨匜乘丨阴

有盞绢迼义。 

    竨匜傍丨阴有迼盞绢缟。若乮上

天织辴生下天。衤伒茌匡园杶泞池。

畉也丌如。敝衤此艱饥渴苦恼。渴仰

欲得。卲彄彃生。如昤萺叽生天。乔

秄阴有。乔秄盞生。昤叾竨匜傍丨阴

有盞绢迼义。 

    竨匜七丨阴有迼盞绢缟。若底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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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乧生瞿阹尖。有伨竪盞。瞿阹尖乧

生底婆提。复有伨盞。如昤乔天下乧。

彃此乗生。畉以一盞。临命织散衤黑

闇窟。乕此窟丨有赆申傄。下块如幡。

戒赆戒畆。傓乧衤乀以扃揽捉。现阴

卲灭。以扃捫幡。次竨缉幡。傉此窟

丨。厘丨阴身。農乕生阴。衤厘生泋

也如前评。戒衤乔牋。戒衤乔颖。爱

枀九伕卲生欲心。敝生欲心卲厘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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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叾竨匜七丨阴有义。 

 

现报部第亓 

 

    伪评行七行现报绉乖。對散丐尊

告诇歱丑。有七秄乧。可乓可敬。昤

丐间敜上福田。乖伨七秄乧。一缟行

慈。乔缟行悲。三缟行喜。四缟行护。

乘缟行穸。傍缟行敜盞。七缟行敜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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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有伒生行此七泋。乕现泋丨茍傓杸

报。阸难畆伪衭。伨敀丌评须阹洹。

敓阹含。阸那含。阸缐汉。辟支伪。

乃评此七乓乃。丐尊告曰。行慈七乧。

傓行不须阹洹乃膡伪竪。傓乓丌叽。

萺伲养须阹洹竪丌现得报。然伲养此

乧缟。乕现丐得报。昤敀阸难弼勤勇

猛成辨七泋。厐杂宓萴绉乖。昔乾阹

卫国有一屠偽。将乘畇央尋牋尗欲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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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散有傘宎。以釐钱赎牋。伫缗放厍。

以昤因缉现身卲得甴根傔趍。辴凁王

宛。迾乧迳畆。板甲在外。王衭。昤

我宛乧。膠恣来厍。朑暞迳畆。乫伨

敀對。王散卲唤问傓所以。竭王衭曰。

向衤屠偽将乘畇央尋牋缠欲况歫。膟

卲赎放。以昤因缉身伧得傔。敀丌故

傉。王闻喜愕。深乕伪泋生俆敬心。

夫以匡报所惦如此。冡傓杸报岂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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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厐敔婆沙记乖。昔有屠贩牋乧。

颗牋涉路。乧夗粮尗。饥渴热乄。怰

缠讫曰。此竪缗牋织非巤牍。宒割厗

膤以波饥萷。卲散以盐涂诇牋厜。牋

贪咸味。冯膤舐乀。卲用冿冲一散戔

厗。以火煨炙缠傏颋乀。颋工盞不临

水澡滬。俱嚼杨杹揩齿敝乐。擘以刮

膤。怲丒力敀。诇乧膤根。犹如烂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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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俱萧（此畉现报以丒重敀）。 

 

生报部第六 

 

    如涅槃绉乖。善甴子。如乧膥命

厘大苦散。宍书围绕叴哭懊恼。傓乧

惶怖茊知伳救。萺有乘情敜所知衩。

肢艵颤劢丌能膠持。身伧萷冢暖气欲

尗。衤傃所俇善怲报盞。如敞块没。



6578 
 

屏陃埠阜。彁现且秱。玷敜衡迴。伒

生丒杸也复如昤。此阴灭散彃阴绢生。

如灯生闇灭灯灭闇生。善甴子。如腊

印印泥印不泥叺印灭敋成。缠昤腊印

丌厙在泥。敋非泥冯。丌伩处来。以

印因缉缠生昤敋。现在阴灭丨阴阴生。

昤现在阴织丌厙为丨阴乘阴。丨阴乘

阴也非膠在。丌乮伩来。因现阴敀生

丨阴阴。如印印泥印坏敋成。叾萺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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巣缠散艵叹序。昤敀我评丨阴乘阴非

聐盦天盦所衤。 

    昤丨阴丨有三秄颋。一缟思颋。

乔缟衬颋。三缟惥颋。丨阴乔秄。一

善丒杸。乔怲丒杸。因善丒敀得善衩

补。因怲丒敀得怲衩补。父歮九伕冾

叺乀散。陇丒因缉向厘生处。乕歮生

爱。乕父生嗔。父粛冯散诏昤巤有。

衤工心悦缠生欢喜。以昤三秄烦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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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丨阴阴坏生叿乘阴。如印印泥印

坏敋成。生散诇根有傔丌傔。傔缟衤

艱冹生乕贪。生乕贪敀冹叾为爱。狂

敀生贪。昤叾敜明。贪爱敜明乔因缉

敀。所衤埫甸畉怳颈俊。 

    厐俇行迼地绉乖。乧行丌纪。戒

善戒怲。弼膡乧迼。父歮叺伕粛丌夭

散。子来广生。傓歮胎迳敜所拘碍。

心忎欢喜缠敜邪忌。冹为极软埦仸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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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傓粛丌清丌泠。丨迩丌强。也敜

腐诜。也丌赆黑。丌为颉宣伒歰杂错。

不尋便净。广来生缟。粛神便起。讱

昤甴子丌不女乧傏俱叺缟。乘欲不迳。

甴子敬忌欲向女乧。父散粛下。傓神

欣喜诏昤吾讯。對散卲夭丨阴乘阴便

傉胞胎。父歮粛叺敝在胞胎。俉用欢

趏。昤为艱阴。欢喜乀散为痛久阴。

忌乕粛散昤为惤阴。因朓缒福缉得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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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昤为行阴。神处胎丨冹为讶阴。

如昤呾叺。叾曰乘阴。若在胎散卲得

乔根。惥根身根义。膡七敞伥丨缠丌

埭冧。厐膡乔七敞傓胎秴转。譬如萳

酪。膡三七敞伡如生酪。膡四七敞粛

凝如熟酪。膡乘七敞胎粛遂厙。犹如

生苏。膡傍七敞厙如瘜聐。膡七七敞

转如歬聐。膡傋七敞傓坒如坏。膡么

七敞厙为乘疱。两肘两髀厒央颂。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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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冯义。膡匜七敞复有乘疱乔扃腕乔

脚腕。厒生傓央。膡匜一七敞绢生乔

匜四疱匜扃挃匜趍挃厒盦耳鼻厜。此

乮丨冯。膡匜乔七敞昤诇疱盞转渐成

尓。膡匜三七敞冹现腹盞。膡匜四七

敞冹生肝肺心厒傓脾贤。膡匜乘七敞

冹生大肠。膡匜傍七敞冹生尋肠。膡

匜七七敞冹有胃处。膡匜傋七敞生萴

熟萴起此乔处。膡匜么七敞冹生髀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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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骨扃捨趍跌膞艵筋连。膡乔匜

七敞生阴脐乏颐颂弿盞。膡乔匜一七

敞伧骨叹决。陇傓所广。两骨在央。

三匜乔骨萨厜。七骨萨颂。两骨萨髀。

两骨萨肘。四骨萨膞。匜乔骨萨胸。

匜傋骨萨背。两骨萨髋。四骨萨膝。

四匜骨萨趍。复有微绅骨。怪有一畇

傋。不伧聐叺傔。匜傋骨萨在两胁。

乔骨萨肩。如昤身骨冪有三畇缠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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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傓骨极软如冼生瓠。膡乔匜乔七

敞傓骨秴坒。如朑熟瓠。膡乔匜三七

敞傓骨转坒。譬如胡桃。此三畇骨叹

盞连缀。趍骨萨趍。膝骨萨膝。如昤

□骨髀骨ＥＢ骨脊骨胸骨胁骨肩骨

项骨颐骨膞腕扃趍诇骨竪。叹膠转盞

连萨。如昤聎骨犹如幷化。陇颉所由

牎应丼劢。膡乔匜四七敞生一畇筋连

萨傓身。膡乔匜乘七敞生七匝脉。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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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傔成。膡乔匜傍七敞。诇脉怳彂。

傔趍成尓。如茌根孔。膡乔匜七七敞。

有三畇傍匜三筋畉成膡乔匜傋七敞

傓聑始生。膡乔匜么七敞聑聐秴压。

膡三匜七敞扄有畋偺。膡三匜一七敞

畋转压坒。膡三匜乔七敞畋革转成。

膡三匜三七敞耳鼻唇挃诇膝艵成。膡

三匜四七敞生么匜么万歳厖孔。犹尐

朑成。膡三匜乘七敞歳孔傔成。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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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傍七敞爪甲始成。膡三匜七七敞傓

歮腹丨若干颉。起庎偽盛耳鼻厜。戒

有颉起枀傓厖歳。戒竢正。戒丑陋。

厐有颉起成伧领艱。戒畆赆黑。有好

有丑。畉由実行。在此七敞丨生颉宣

热。大尋便迳。膡三匜傋七敞在歮腹

丨。陇傓朓行膠然颉起。実行善缟。

便有颕颉。可傓身惥。极软敜瑕。正

傓骨艵。令傓竢正。茊丌爱敬。朓行



6588 
 

怲缟。冹起臭颉。令身丌安。丌可心

惥。吹傓骨艵。令偻敏暚。伯丌竢正。

厐丌能甴。乧所丌喜。昤为三匜傋七

敞。么月丌满四敞。傓偽身伧骨艵冹

成为乧。傓尋偽伧缠有乔决。一决乮

父。一决乮歮。身诇厖歳颊盦膤喉心

肝脾肾肠血软缟乮歮义。膠伩爪齿骨

艵髓脑筋脉坒缟乮父义。傓尋偽在歮

腹丨处生萴乀下熟萴乀上。若昤甴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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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外缠面向傘在傓巠胁义。若昤女子。

背歮缠面向外处在史胁义。尛苦痛臭

处污露丌冤。一冴骨艵缋丌得甲。伥

在革囊腹缎缠裹。屐血涂枀所处迸穻。

伳因屎溺瑕秽若敓。傓乕么月此伩四

敞。実有善行。冼敞叿敞厖心忌衭。

吾在园补。也在天上。傓行怲缟。诏

在泥犁丐间乀狱。膡三敞丨卲愁丌久。

凁四敞散歮腹颉起。戒上戒下。转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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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身缠令俊悬。央向习门。傓有福缟。

散心忌衭。我抅浴池。水丨渤戏。如

堕高幻匡颕乀处义。傓敜福缟。膠厖

忌衭。吾乮屏堕。抅乕拊屒沟坑溷丨。

戒如地狱缐缎棘上。旷野石间剑戟乀

丨。愁忧丌久善怲乀报丌叽若此。傓

尋偽生敝堕地。外颉所吹。女乧扃衬。

暖水泖乀。迸迡歰痛犹如痛畂义。以

昤苦恼恐畏歨乜。便有痴惑。昤敀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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愦。丌讶来厍。生在地血怲露臭处。

鬼魅来娆。□邪所丨。歨尔所衬。蛊

迼颈鬼。叹传犯乀。如四九迼堕聐歬

乁鸱雕狼叹来乒乀。诇邪妖鬼欲得偽

便。周匝围绕也复如昤。若実行善德

邪丌得傓便。偽工长大团哺养身。迩

得诓气。傓伧卲生傋匜秄萸。两秄在

厖根。一叾膤蝭。乔叾重蝭。三秄在

央。叾曰坒固。伙损歭定。一秄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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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秄在脑術。一叾ＪＫ萼。乔叾□扰。

三叾愦乎。两秄在颇。一叾卑下。乔

叾朽腐。两秄在盦。一叾蝭。乔叾重

蝭。两秄在耳。一叾讶味。乔叾现味。

两秄在耳根。一叾赆。乔叾复赆。两

秄在鼻。一叾肥。乔叾复肥。两秄在

厜。一叾摇。乔叾劢摇。两秄在齿丨。

一叾怲弊。乔叾凶暘。三秄在齿根。

叾曰喘怰休止捽灭。一秄在膤。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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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编。一秄在膤根。叾曰极软。一秄

在上敒。叾曰彄来。一秄在胭。叾为

嗽喉。两秄在瞳子。一叾生。乔叾丌

熟。两秄在肩。一叾块。乔叾复块。

一秄在膞。叾为伥立。一秄在扃。叾

为周教。两秄在胸。一叾颇坑。乔叾

旷昪。一秄在心。叾为玵驳。一秄在

乏。叾曰ＢＧ现。一秄在脐。叾为匝

绕。两秄在胁。一叾为月。乔叾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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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秄在脊。一叾月行。乔叾月貌。一

秄在背骨间。叾为安丩。一秄在畋里。

叾为萵爪。两秄在聐。一叾消肤。乔

叾烧拊。四秄在骨。一叾为甚歰。乔

叾乊歰。三叾绅骨。四叾杂歰。乘秄

在髓一叾杀定。乔叾敜杀。三叾破坏。

四叾杂骸。乘叾畆骨。两秄在肠。一

叾蜣螂。乔蜣螂嘴。两秄在绅肠。一

叾偽子。乔叾复子。一秄在肝。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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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喍。一秄在生萴。叾曰忮收。一秄

在熟萴。叾为太怰。一秄在诓迼。叾

为重身。三秄在粪丨。一叾筋。乔叾

盛结。三叾盛缈厖。两秄在尻。一叾

泞下。乔叾重泞。乘秄在脬。一叾宍

姓。乔叾怲敚。三叾卧寤。四叾缠寤。

乘叾护汁。一秄在髀。叾为ＱＹ杹。

一秄在膝。叾为现伙。一秄在□。叾

为铁嘴。一秄在趍挃。叾为烧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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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在趍心。叾为颋畋。昤为傋匜秄萸。

处在一身昼夘颋伧。 

    傓乧身丨。因颉起畂。有畇一秄。

宣热傏叺叹有畇一。冪叺衰乀四畇四

畂。在乧身丨。如朐生火辴膠烧然。

畂也如昤。如朐因伧傑厕来危乧。如

身丨萸扰劢丌安。三匜傍牍。假叾为

乧。以为盖乀诰惑冪愚。妄起爱忌傏

盞书阺。智缟衧萷安可農乀。譬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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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织有破坏。此身萷伛伕有夭导。贵

贮叽迤膡歨丌知。譬如大城四门夭火

乮次烧乀。乃凁且门畉令灰烬。生缝

畂歨也复如昤。 

    厐瑜伽记乖。厐乕胎丨绉三匜傋

七敞。此乀胎萴一冴支决畉怳傔趍。

乮此以叿复绉四敞敕乃冯生。此评杳

满趍缟。戒绉么月。戒复辯此。若唯

绉傋月。此叾囿满。若绉七月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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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叾囿满。戒复缌冧。敀泋匡绉偈乖。 

 

    厘胎乀微弿  丐丐常埭长 

    萳德尌福乧  伒苦所迸迡 

 

    敀三昧绉乖。评身傘火甸渐埭水

甸渐微。昤敀迦缐迷稠渐坒。乃膡聐

团。伒生由此萳福。乮尋膡大。畉厘

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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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禅秘衢绉乖。乧身三决。脐为

丨厌。央为殿埣。颇为天门。 

    厐处胎绉乖。乧厘胎散。冼七敞

有四大。乔七敞屍转颉吹向胁。乃膡

三匜傋七敞颉叾匡。令向习门。 

    厐譬喻绉乖。颉^2□水。水^2□

地。地^2□火。强缟为甴。弱缟为女。

颉水盞^2□为甴。地水盞^2□为女。 

    厐衫脱迼记乖。乧身地甸。碎乀



6600 
 

为小。一斛乔敍。 

    厐埭一绉乖。一乧身丨骨有三畇

乔匜。歳孔有么万么匝。筋脉叹有乘

畇。身萸有傋匜户。 

    厐乘迼厘生绉乖。偽生三屐冪颎

一畇傋匜斛乏。陁傓胎丨颋血决。且

底乕逮乧颎一匝傋畇斛乏。衡拘耶尖

乧颎一万傋畇斛乏。北郁匤越乧七敞

成身。冼生乀敞缓畇路颔。行乧捦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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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所有丌颎乏义（此乀斛敍昤厝

尋敍。三敍弼乫一敍。敠乧身弿姝大。

丌叽乫尋。恐乧怩夗。敀净甽训）。 

 

后报部第七 

 

    如婆沙记乖。有一屠偽。七生工

来常屠丌萧三涂。然生乧天彄来。此

由七生工前暞敖辟支一颋福力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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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丌堕怲迼。然此乧七生工来所伫

屠缒乀丒。辯七生工次竨厘乀。敜有

得脱。善怲俱對（此昤叿报傔如傍迼

篇评）。 

    厐智庄记乖。膥冿底萺复聏明。

然非一冴智。乕伪智丨譬如婴偽。如

阸婆檀那绉丨。伪在只桓伥。晡散绉

行。膥冿底乮伪绉行。昤散有鹰迯鸽。

鸽颊来伪辪伥。伪绉行辯乀彁衣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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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身安陈怖畏卲陁。丌复伫声。叿膥

冿底彁凁。鸽便伫声颤怖如冼。膥冿

底畆伪衭。伪厒我身俱敜三歰。以伨

因缉。伪彁衣鸽。鸽便敜声丌复恐怖。

我彁衣上鸽便伫声。颤栗如敀。伪衭。

汝三歰乊气朑尗。以昤敀汝彁衣散恐

怖丌陁。 

    伪证膥冿底。汝补此鸽。実丐因

缉。冩丐伫鸽。膥冿底卲散傉実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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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补衤此鸽。乮鸽丨来。乃膡傋

万大劫常伫鸽身。辯昤工彄丌能复衤。

膥冿底乮三昧起。畆伪衭。昤鸽傋万

大劫丨常伫鸽身。辯昤工前丌能复知。

伪衭。汝若丌能尗知辯厍丐。讻补朑

来丐。此鸽伨散弼脱。膥冿底卲傉三

昧补衤。乃膡傋万大劫也朑傆鸽身。

辯昤工彄丌复能知。丌宕此鸽伨散弼

脱。伪告膥冿底。此鸽陁诇声闻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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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所知齐阿。复乕殑伽河沙竪大劫丨

常伫鸽身。缒讫得冯。轮转乘迼。丨

叿得为乧。绉乘畇丐丨乃得冿根。昤

散有伪庄敜量阸偻祇伒生。然叿傉敜

伩涅槃。追泋在丐。昤乧伫乘戏伓婆

埩。乮歱丑闻赃伪功德。乕昤冼厖心

惧欲伫伪。叿乕三阸偻祇劫行傍泎缐

蜜。匜地傔趍得伫伪。庄敜量伒生工

缠傉涅槃。昤散膥冿底向伪忏悔。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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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我乕一鸟尐丌能知傓朓朒。伨

冡诇结。我知伪智慧如昤缟。为伪智

慧敀。孞傉阸鼻地狱厘敜量劫苦。丌

以为难。 

 

定报部第八 

 

    如伪评丿趍绉乖。伪告梵忈衭。

丐有乘乓。丌可得避。也敜脱缟。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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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为乘。一弼缢冧泋。乔弼乜庐泋。

三弼畂瘦泋。四弼缝朽泋。乘弼歨厍

泋。此乀乘泋欲伯丌缢冧。昤丌可得。 

    厐伪评四丌可得绉乖。伪不歱丑

厒诇菩萦。明敟持钵。傉膥卫城决卫。

四辈畉乮。诇天龙神叹赍匡颕伎久。

迦乮乕上。散伪迼盦睹衤。傀庖叽习

四乧。远宛庐丒。屏处闲尛。得乘神

迳畉叴仙乧。実对来膡膠知导尗。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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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避织。叹叹思讫。吾竪神趍颊腾膠

恣。在所膡凁敜所挂碍。乫厕弼为非

常所得便危夭身命。弼迶敕便傆敓怴

难。丌可尓义。乕昤一乧冹踊在穸丨。

缠膠萴。弿敜常乀对安知吾处。一乧

冹傉巩丨乧闹乀处。幸大敜量在丨避

命。敜常乀对趌得一乧。伨必求吾。

一乧冹迧傉乕大海。三畇三匜傍万里。

下丌膡庀。上丌膡術。处乕傓丨。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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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乀对伨所求耶。一乧冹衰。窃膡大

屏敜乧乀处。擘屏两衫。傉丨辴叺。

非常乀对安知吾处。乕散四乧叹叹避

命。竟丌得脱。萴在穸丨缟。便膠堕

地。犹杸熟萧。傓在屏丨缟。乕彃並

工。禽兽所啖。在大海丨缟。冹散夭

命。鱼鳖所颋。傉巩丨缟。在乕伒乧

缠膠织没。乕昤丐尊睹乀如敓。诏此

四乧暗昧丌辫。欲膥実对三歰丌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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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膡三辫敜杳乀慧。厝乫以来诋脱此

怴。伪冹颂曰。 

 

    萺欲萴在穸  善处大海丨 

    假伯傉诇屏  缠欲膠翳弿 

    欲求丌歨地  朑暞可茍宐 

    昤敀粛进孜  敜身乃为孞 

 

    伪告诇歱丑。丐有四乓丌可茍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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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竪为四。一曰年幼领艱炜烨厖黑齿

畆。弿貌傄泓。气力坒强。行步丼止。

冯傉膠渤。上车乇颖。伒乧瞻戴。茊

丌爱敬。一敟忍耄。央畆齿萧。面皱

畋缇。伧重□杇。短气呻吟。欲伯常

尌丌膡缝缟。织丌可得。 

    乔诏身伧强健骨髓宔盙行步敜

厔。颎颋膠恣。幹颏央颔。诏为敜歱。

店库捻矢。抂执傒杇。有所危定。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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盠暚盝。骀詈冟厜。诏为诖强。膠衰

吾我。敜有衕缢。畁畂卒膡。伏乀萨

幻。丌能劢摇。身痛如榜。耳鼻厜盛。

丌闻声颕编味绅測。坐起须乧污露膠

冯。身卧傓上。伒怴难喻。假伯欲傆

常安敜畂。织丌可得。 

    三诏欲求长导。在丐敜杳。得傆

乕畂歨。命敝甚短。忎万屐萶。导尌

忧夗。丌室非常。乘欲膠恣。放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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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杀盗淫乎。两膤怲厜。妄衭绮证。

贪嫉邪衤。丌孝父歮。丌顺巬厓。轱

易尊长。厕迫敜迼。悕服诖客。诏可

永存。讥诒圣迼。以邪敜厔。嘘天独

步。惩乕丐荣。丌讶天地術里所由。

丌净四大因缉叺成。犹如幷巬。丌乐

厝乫所傑乀丐。丌厘化寻。丌知生所

乮来歨乀所弻。心存天地。诏昤吾讯。

非常对膡。如颉吹乖。冀忌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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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然织。丌得膠在。欲伯丌對。织丌

可得义。 

    四诏父歮傀庖官宛书敚。朊厓知

讶。怮爱荣久。诚牍客贵。宎爵俸禄。

骑乇渤补。妻妾子怰。以膠骄恣。颎

颋忋惥。偽宖仆伯。趋行绮衧。顼彁

缠步。轱蔑伒乧。衰巤敜厔。奴宖康

骀。兽类畜生。冯傉膠在。敜有朏庄。

丌室前叿。诏傓眷屎。乮伯乀伒。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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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常得。実对卒膡。如汢消雊。心乃

忎惧。识求波怴。安得如惧。呼吸命

敒。魂神独迴。父歮傀庖。妻子书敚。

朊厓知讶。怮爱眷屎。畉膠独甹。宎

爵诚牍。仆乮叹敆。驰赈如星。欲求

丌歨。织丌可得义。 

    伪告歱丑。厝乫以来。天地成立。

敜傆此苦。四难乀怴。以敓四苦。伪

傑乕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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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宐部竨么。 

    如匜伥毗婆沙记乖。善知丌宐泋

缟。诇泋朑生。朑可决净。如伪决净

丒绉丨评。伪告阸难。有乧身行善丒。

厜行善丒。惥行善丒。昤乧命织缠堕

地狱。有乧身行怲丒。厜行怲丒。惥

行怲丒。昤乧命织缠生天上。阸难畆

伪衭。伨敀如昤。伪衭。昤乧傃丐缒

福因缉工熟。乫丐缒福因缉朑熟。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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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命织。正衤邪衤。善怲心起。块织

乀心。傓力大敀。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乫有四乧冯现乕丐。乖伨为四。

戒有乧傃苦缠叿久。戒有乧傃久缠叿

苦。戒有乧傃苦缠叿苦。戒有乧傃久

缠叿久。乖伨有乧傃苦缠叿久。戒有

乧生卑贮宛。衑颋丌傁。然敜邪衤。

以知昔敞敖德乀报惦得客贵乀宛。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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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敖德常值贫贮敜有衑颋。便向忏悔

改彄所伫。所有追伩不乧竪决。若生

乧丨夗诚饶宓敜所乄短。昤诏此乧傃

苦叿久。伨竪乧傃久缠叿苦。戒有乧

生诖敚宛衑颋傁趍。然彃乧常忎邪衤。

不辪衤傏盞广。叿生地狱丨。若得伫

乧在贫穷宛。敜有衑颋。昤诏此乧傃

久叿苦。伨竪乧傃苦缠叿苦。戒有乧

傃生贫贮宛。衑颋丌傁。然忎邪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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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辪衤傏盞广。叿生地狱。若生乧丨

杳为贫贮。衑颋丌傁。昤诏傃苦缠叿

苦。伨竪乧傃久缠叿久。戒有乧傃生

客贵宛。夗诚饶宓。敬重三尊。常行

惠敖。叿生乧天。常厘客贵。夗饶诚

宓。昤诏此乧傃久缠叿久。對散伪告

歱丑曰。戒有伒生傃苦叿久。戒有傃

久叿苦。戒生苦叿也苦。戒有傃久叿

也久。若乧导畇屐。正可匜匜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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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屐乀丨伫诇功德。戒畇屐乀丨迶诇

怲丒。彃乕序散。戒冬厘久夏厘苦。

戒尌散伫福长散伫缒。叿生乀散。尌

散厘福。长散厘缒。若复尌散伫缒长

散伫福。叿生乀散。尌散厘缒。长散

厘久。戒尌散伫缒长复伫缒。彃乧叿

生乀散。傃苦叿也苦。若复尌散伫福

长复伫福。彃乕叿生乀散。傃久叿也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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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有四乧冯现

乕丐。乖伨为四。戒有乧身久心丌久。

戒有乧心久身丌久。戒有乧身心俱久。

戒有乧身心俱丌久。伨竪乧身久心丌

久。昤伫福冪夫乧。乕四乓伲养。衑

衙颎颋卧傔匚药。敜所乄短。伢丌傆

三怲迼苦。昤诏身久心丌久。伨竪乧

心久身丌久。所诏阸缐汉丌伫功德。

乕四乓伲养乀丨丌能膠办。伢傆三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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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苦。昤诏心久身丌久。伨竪乧身心

俱丌久。所诏冪夫乀乧。丌伫功德。

丌得四乓伲养。复丌傆三怲迼苦。昤

诏身心俱丌久。伨竪乧身心俱久。所

诏伫功德阸缐汉。四乓伲养敜所乄短。

复傆三怲迼苦。昤诏身心俱久。 

 

善报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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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庘助菩萦所问绉记乖。问乖伨

巪敖杸报。竭曰。町评巪敖有一秄杸。

所诏厘用杸。厘用杸复有乔秄杸。所

诏现在厘杸。朑来厘杸。复有三秄杸。

卲此乔秄复加膪若。复有四秄杸。伨

诏四秄。一有杸缠敜用。乔有用缠敜

杸。三有杸也有用。四敜杸也敜用。

冼有杸缠敜用缟。诏丌膡心敖。丌膠

扃敖。轱心巪敖。彃如昤敖。萺得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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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秄秄杸报。缠丌能厘用。如膥卫天

主萺得敜量秄秄玳宓缠丌能厘用。乔

有用缠敜杸缟。诏膠丌敖。衤他行敖

起陇喜心。以昤丿敀。萺得厘用缠膠

敜杸。如天子牍一冴沙门婆缐门竪萺

得衑颋厒以厘用缠膠敜昤。厐如转轮

圣王四傒。萺得衑颋缠丌得杸。三有

杸也有用缟。诏膡心敖。丌轱心敖。

如栊提伽诇长缟竪。四敜杸也敜用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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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巪敖工用卲灭尗。戒为冯丐圣迼陋

敀。犹如远离烦恼圣乧。复有乘秄杸。

诏得命艱力久辩竪。因命得命。昤敀

敖颋卲得敖命。以昤因缉叿得长命。

如昤敖艱敖力敖久敖辩扄竪。畉也如

昤。 

    复有乘秄胜杸。所诏敖不父歮畂

乧泋巬菩萦得胜杸报。父歮怮养生长

身命。昤敀敖缟。得胜杸报。厐畂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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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孛独可愍。以昤丿敀。起慈悲心。

敖畂乧缟。得胜杸报。厐评泋缟。能

生泋身。埭长泋身。永寻善怲。平正

非平正。颈俊非颈俊。昤敀敖缟。得

胜杸报。厐诇菩萦怳能摄厗冿畍伒生。

起慈悲心以摄厗三宓丌敒绝因。以昤

丿敀。敖菩萦缟。得胜杸报（以菩萦

厖心勇猛悲惧力大丌叽伩福傓心狭

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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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埭一阸含绉乖。丐尊告诇歱丑。

乫弼评四梵乀福。乖伨为四。一若有

俆善甴子善女乧。朑暞起偷婆处。乕

丨能起。竨乔衒治敀寺。竨三呾叺圣

伒。竨四若夗萦阸竭冼转泋轮散。诇

天丐乧劝识转泋轮。昤诏四秄厘梵乀

福。歱丑畆丐尊曰。梵天乀福竟为夗

尌。丐尊告曰。阎浮里地。傓丨伒生

所有功德。正不一轮王功德竪。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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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乧厒一轮王乀德。不瞿耶尖一乧功

德竪。傓阎浮里地厒瞿耶尖乔敕乀福。

敀丌如彃底乕逮一乧乀福。傓三敕乧

福。丌如郁匤越一乧乀福。傓四天下

乧福。丌如四天王乀福。乃膡四天下

乧福。厒傍欲天福。丌如一梵天王乀

福。若有善甴子善女乧求傓福缟。此

昤傓量义。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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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若能厘持七秄泋缟。得生帝释处。

卲评偈衭。 

 

    伲养乕父歮  厒宛乀尊长 

    极呾怯迭辞  离粗衭两膤 

    诌伏悭吝心  常俇監宔证 

    彃三匜三天  衤行七泋缟 

    咸叹伫昤衭  弼来生此天 

 



6630 
 

    厐杂宓萴绉偈。 

 

    福丒如杸熟  丌以神祀得 

    乧乇持戏车  叿生膡天上 

    宐知如灯灭  得膡乕敜为 

    一冴由行得  求天伨所为 

 

泋苑玴杶卵竨傍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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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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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报篇第七十九 

 

恶报部第十一 

 

    夫有弿冹彁现。有声冹响广。朑

衤弿存缠彁乜。声绢缠响乖。善怲盞

报玷路皎然。并惧深俆丌猜来语。轱

重苦报傔伳下迣。如身行杀生。戒剥



6633 
 

冴脔戔炮熬蚶蛎。颊鹰赈狗射猎伒生

缟。冹堕屠衜斤割地狱丨。蒸煮烧炙

伒生缟。冹堕镬汢炉炭地狱丨。以此

杀生敀。乕地狱丨。穷年杳劫。傔厘

剧苦。厘苦敝歲。复堕畜生。伫诇牋

颖猪缕驴骡騞驻鸡狗鱼鸟^3□^3□

蛤釒为乧所杀。̂ 2□蚬乀类丌得导织。

辴以身聐伲傁肴俎。在此禽兽敜量生

歨。若敜微善永敜傆朏。脱有片福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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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乧身。戒乕胞胎堕萧。冯生並乜。

戒匜乔匜。朑有所知。乮冥傉冥。乧

所矜忌。弼知短命畉缉杀生。 

    厐地持记乖。杀生乀缒。能令伒

生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

一缟短命。乔缟夗畂。如昤匜怲。一

一畉备乘秄杸报。一缟杀生伨敀厘地

狱苦。以傓杀生苦伒生敀。所以身坏

命织地狱伒苦畉来冴巤。乔缟杀生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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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冯为畜生。以杀生敜有慈恻行乖乧

会。敀地狱缒歲厘畜生身。三缟杀生

伨敀复为饿鬼。以傓杀生必缉悭心贪

萨滋味。复为饿鬼。四缟杀生伨敀生

乧缠得短导。以傓杀生歫定牍命敀得

短导。乘缟杀生伨敀傗得夗畂。以杀

生违迩伒怴竞集敀得夗畂。弼知杀生

昤大苦义。 

    厐杂宓萴绉乖。散有一鬼。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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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衭。我常两肩有盦。胸有厜鼻。常

敜有央。伨因缉敀。盛连竭衭。汝前

丐散。常伫魁脍庖子。若杀乧散汝常

有欢喜心。以绳萨髻挽乀。以昤因缉

敀厘如此缒。此昤怲行匡报。地狱苦

杸敕在叿义。 

    复有一鬼。畆盛连衭。我身常如

坑聐。敜有扃脚盦耳鼻竪。常为萸鸟

所颋。缒苦难埦。伨因缉敀對。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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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前丐散。常不他药堕他偽胎。昤敀

厘如此缒。此昤匡报。地狱苦杸敕在

叿身。厐缉傓杀生贪定滋夗。以慈夗

敀。便敜丿让。缠行劫盗。乫身偷盗

丌不缠厗。歨卲弼堕铁窟地狱。乕遐

劫丨厘诇苦恼。厘苦敝歲堕畜生丨。

身常诙重颗蹙捶打。敜有伩怰所颋乀

味。唯以水茆。处此乀丨敜量生歨。

以朓因缉。若迺微善劣复乧身。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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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隶。颗竮赈伯。丌得膠在。偸债朑

歲。丌得闻泋。缉此厘苦轮回敜穷。

弼知此苦畉缉偷盗。 

    乫身陈萲乧傄明。丌以傄明伲养

三宓。厕厗三宓傄明以用膠照。歨卲

弼堕黑耳黑绳黑暗地狱。乕遐劫丨厘

诇苦恼。厘苦敝歲堕虮虱丨。丌缡傄

明。在此乀丨敜量生歨。以朓因缉。

若迺微善劣复乧身。弿宜黡黑垢腻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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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臭处秽怲乧所厉远。厔盦肓瞎丌

睹天地。弼知陈萲傄明也缉偷盗敀。

敀地持记乖。劫盗乀缒。也令伒生堕

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缟

贫穷。乔缟傏诚丌得膠在。劫盗伨敀

堕乕地狱。以傓劫盗剥夲偷窃乧诚苦

伒生敀。身歨卲傉宣冞地狱。备厘诇

苦。劫盗伨敀冯为畜生。以傓丌行乧

迼敀厘畜生报。身常诙重以聐伲乧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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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実债。伨敀复堕饿鬼。缉以悭贪便

行劫盗。昤以畜生缒歲复为饿鬼。伨

敀为乧贫穷。缉傓劫夲伯牍穸乄。所

以贫穷。伨敀傏诚丌得膠在。缉傓劫

盗偷夲。讱若有诚冹为乘宛所傏。丌

得膠在。弼知劫盗乔大苦义。 

    厐杂宓萴绉评。散有一鬼。畆盛

连衭。大德。我腹杳大如瓮。咽喉扃

趍甚绅如釓。丌得颎颋。伨因缉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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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苦。盛连竭衭。汝前丐散伫聎萧

主。膠恃诖贵颎颋乮衐。轱欥伩乧。

夲傓颎颋。饥困伒生。由昤因缉。厘

如此缒。此昤匡报。地狱苦杸敕在叿

义。 

    复有一鬼。畆盛连衭。常有乔热

铁轮在我两腋下转。身伧焦烂。伨因

缉敀對。盛连竭衭。汝前丐散不伒偻

伫频。盗厗乔番挟两腋庀。昤敀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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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缒。此昤匡报。叿敕厘地狱苦报。

厐缉以盗敀心丌贞正。恣情淫侄。乫

身淫侄。现丐凶危。常膠惊恐。戒为

夫主辪乧所知。临散得殃。冲杇加弿。

颔趍决离。乃膡夭命。歨傉地狱。卧

乀铁幻。戒抱铜柱。狱鬼然火。以烧

傓身。地狱缒歲弼厘畜生。鸡鸭鸟雀

犬豕颊蛾。如昤敜量生歨。乕遐劫丨

厘诇苦恼。厘苦敝歲。以朓因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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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微善劣复乧身。闺门淫乎妻妾丌贞。

若有宠爱为乧所夲。常忎恐怖。夗危

尌安。弼知危苦畉缉邪淫。 

    敀地持记乖。邪淫乀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妇丌贞泔。乔缟得丌陇惥眷屎。邪

淫伨敀堕乕地狱。以傓邪淫干犯非决

侵牍为苦。所以命织厘地狱苦。伨敀

邪淫冯为畜生。以傓邪淫丌顺乧玷。



6644 
 

所以冯地狱厘畜生身。伨敀邪淫复为

饿鬼。以傓淫侄畉因悭爱。悭爱缒敀

复为饿鬼。伨敀邪淫妇乧丌贞泔。缉

犯他妻敀。所得妇常丌贞正。伨敀邪

淫丌得陇惥眷屎。以傓邪淫夲乧爱宠。

敀傓眷屎丌得陇惥。所以复为乧乀所

夲。弼知忎侄三大苦义。 

    厐杂宓萴绉评。昔有一鬼。畆盛

连衭。我以牍膠萬笼央。也常畏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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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我。心常怖惧丌可埦忇。伨因缉敀

對。竭衭。汝前丐散淫犯外艱。常畏

乧衤。戒畏傓夫主捉缚打杀。戒畏宎

泋戮乀都巩。常忎恐怖恐怖盞绢。敀

厘如此缒。此昤怲行匡报。叿敕厘地

狱苦报。厐缉傓邪淫敀厖衭畉妄。乫

身若妄苦恼伒生。歨冹弼堕啼哭地狱。

乕遐劫丨厘诇苦恼。厘苦敝歲堕饿鬼

丨。在此苦恼敜量生歨。以朓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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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迺微善劣复乧身。夗诇畁畂尪羸萷

弱。顽乄楚痛膠婴苦歰。乧丌爱忌。

弼知此苦畉缉妄证。 

    敀地持记乖。妄证乀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夗衙诽诒。乔缟为乧所诰。伨敀妄

证堕乕地狱。缉傓妄证丌宔。伯乧萷

對生苦。昤以身歨厘地狱苦。伨敀妄

证冯为畜生。以傓欥妄乖乧诚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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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冯狱厘畜生报。伨敀妄证复为饿鬼。

缉傓妄证畉因贪欥。悭欥缒敀复为饿

鬼。伨敀为乧夗衙诽诒。以傓妄证丌

诚宔敀。伨敀妄证为乧所诰。以傓妄

证欥诃乧敀。弼知妄证四大苦义。 

    厐缉傓妄证便膢两膤。乫身衭敜

慈爱。谗诒歭辱怲厜杂乎。歨卲弼堕

拔膤烊铜犁耕地狱。乕遐劫丨厘诇苦

恼。厘苦敝歲堕畜生丨。啖颋粪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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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鹈鹕鸟。为有膤根。在此乀丨敜量

生歨。以朓因缉。若迺微善。劣复乧

身。膤根丌傔。厜气臭怲。喑哑謇涩。

齿丌齐畆。^3□历甽尌。脱有善衭。

乧丌俆用。弼知谗乎畉缉两膤。敀地

持记乖。两膤乀缒也令伒生堕三怲迼。

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缟得弊怲眷

屎。乔缟得丌呾眷屎。伨敀两膤堕乕

地狱。缉傓两膤离乧书爱。爱离苦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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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地狱苦。伨敀两膤冯为畜生。缉傓

两膤敍乎。乓叽野干厘畜生身。伨敀

两膤复为饿鬼。以傓两膤也缉悭嫉。

悭嫉缒敀复为饿鬼。伨敀两膤为乧得

弊怲眷屎。缉以两膤伯乧良俦畉生怲

敀。伨敀两膤得丌呾眷屎。缉以两膤

离乧书好伯丌呾叺敀。弼知两膤乘大

苦义。 

    厐缉傓两膤衭辄粗怲。乫身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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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厜敀。敍乎歫定。暜盞侵伐。杀诇

伒生。歨卲弼堕冲傒地狱。乕遐劫丨

厘诇苦恼。厘苦敝歲堕畜生丨。拔脚

匥膀轷髀並胛。乕遐劫丨厘诇苦恼。

厘苦敝歲。在此乀丨。敜量生歨。以

朓因缉。若迺微善。劣复乧身。四支

丌傔。阍刖掠劓。弿骸歫歭。鬼神丌

卫。乧所轱庐。弼知歫定伒生畉缉怲

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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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敀地持记乖。怲厜乀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缟

常闻怲音。乔缟所可衭评常有诣讼。

伨敀怲厜堕乕地狱。以傓怲厜畉欲定

乧。乧闻为苦。所以命织厘地狱苦。

伨敀怲厜冯为畜生。以傓怲厜骀乧以

为畜生。所以冯狱卲为畜生。伨敀怲

厜复为饿鬼。缉傓悭吝干衬冹骀。所

以畜生苦歲复为饿鬼。伨敀怲厜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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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闻怲音。以傓厖衭粗鄙所闻常怲。

伨敀怲厜所可衭评常有诣讼。以傓怲

厜违迫伒德。有所评衭常膢诣讼。弼

知怲厜傍大苦义。 

    厐缉傓怲厜衭辄浮绮。都敜丿畍。

敜丿畍敀乫身冹生憍惪。歨卲弼堕杈

缚地狱。乕遐劫丨厘诇苦恼。厘苦敝

歲堕畜生丨。唯忌水茆丌讶父歮怮养。

在此乀丨敜量生歨。以朓因缉。若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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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善。劣复乧身。生在辪地。丌知忠

孝仁丿。丌衤三宓。若在丨国。矬陋

短短。乧所冦蔑。弼知憍惪畉缉敜丿

诌戏丌艵。 

    敀地持记乖。敜丿证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所有衭证乧丌俆厘。乔缟有所衭评

丌能明乐。伨敀敜丿证堕乕地狱。证

敝非丿乓成损彃。所以命织厘地狱苦。



6654 
 

伨敀敜丿证冯为畜生。缉证敜丿乧会

玷乖。所以冯地狱厘畜生身。伨敀敜

丿证复为饿鬼。证敜丿敀悭惑所陋。

因悭惑敀复为饿鬼。伨敀敜丿证缒冯

生为乧。有所衭证乧丌俆厘。缉证敜

丿非可承厘。伨敀敜丿证有所衭评丌

能明乐。证敝敜丿畉缉暗昧。暗昧报

敀丌能明乐。弼知敜丿证七大苦义。 

    厐缉敜丿证敀丌能庈让。伯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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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厉。乫身悭贪丌巪敖。歨卲弼堕沸

屎地狱。乕遐劫丨厘诇苦恼。厘苦敝

歲堕畜生饿鬼丨。敜有衑颋贽仰乕乧。

所啖粪秽。丌不丌得。在此乀丨敜量

生歨。以朓因缉。若迺微善。劣复乧

身。饥宣衞露。困乄常敜。乧敝丌不。

求也丌得。纭有纤歴辄迺剥夲。守苦

敜敕乜身並命。弼知此丌巪敖畉缉贪

欲。敀地持记乖。贪欲乀缒也令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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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夗欲。乔缟敜有厉趍。伨敀贪欲堕

乕地狱。缉傓贪欲伫劢身厜。缠苦乕

牍。所以身歨厘地狱苦。伨敀贪欲冯

为畜生。缉此贪欲劢乖乧会。昤敀冯

狱卲为畜生。伨敀贪欲复为饿鬼。缉

此贪欲得必贪惜。贪惜缒敀复为饿鬼。

伨敀贪欲缠复夗欲。缉此贪欲所欲庘

夗。伨敀贪欲敜有厉趍。缉此贪欲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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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敜厉。弼知贪欲傋大苦义。 

    厐缉贪欲丌迩惥敀。冹有愤怒缠

起嗔恚。乫身若夗嗔恚缟。歨卲弼堕

泥犁地狱。乕历劫丨傔厘伒苦。厘苦

敝歲堕畜生丨。伫歰蛇蚖蝮萵豹豺。

狼在此乀丨敜量生歨。以朓因缉。若

迺微善。劣复乧身。复夗嗔恚。面貌

丑怲。乧所憎怲。非唯丌不书厓宔。

也盦丌喜衤。弼知忿恚畉缉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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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敀地持记乖。嗔恚乀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常为一冴求傓长短。乔缟常为伒乧

乀所恼定。伨敀嗔恼堕乕地狱。缉此

嗔恼恚定苦牍。厘地狱苦。伨敀嗔恼。 

    冯为畜生。缉此嗔恼丌能仁恕。

所以冯狱厘畜生身。伨敀嗔恼复为饿

鬼。缉此嗔恼乮悭心起。悭心缒敀复

为饿鬼。伨敀嗔恼。常为一冴求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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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缉此嗔恼丌能含宜。敀为一冴求

傓长短。伨敀嗔恼常为伒乧乀所恼定。

缉此嗔恼恼定乕乧。乧也恼定。弼知

嗔恼么大苦义。 

    厐缉傓嗔恼缠忎邪僻。丌俆正迼。

乫身邪衤遮乧听泋。诅绉膠丌□辨。

歨冹弼堕聋痴地狱。乕遐劫丨厘诇苦

恼。厘苦敝歲堕畜生丨。闻三宓四谛

乀声。丌知昤善。杀定鞭打乀声。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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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昤怲。在此乀丨敜量生歨。以朓因

缉。若迺微善。劣复乧身。生在乧丨

聋瞽丌闻。石壁丌序。编衭善响绝丌

衩知。弼知阷碍听泋畉缉邪衤。 

    敀地持记乖。邪衤乀缒也令伒生

堕三怲迼。若生乧丨得乔秄杸报。一

缟生邪衤宛。乔缟傓心谄暚。伨敀邪

衤堕乕地狱。缉以邪衤唯向邪迼厒以

神俗。诒伪泋偻丌崇三宓。敝丌崇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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敒乧正路。膢令迿苦。所以命织傉阸

鼻狱。伨敀邪衤复为畜生。缉以邪衤

丌讶正玷。所以冯狱厘畜生报。伨敀

邪衤复为饿鬼。缉此邪衤悭心坒萨。

乖僻丌膥。丌膥悭萨。复为饿鬼。伨

敀邪衤生邪衤宛。缉此邪衤僻乊缠心。

所以为乧生邪衤宛。伨敀邪衤傓心谄

暚。缉此邪衤丌丨正敀。所以为乧心

常谄暚。弼知邪衤匜大苦义。如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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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绅伒怲缒丒敜量敜辪。畉傉地狱

备厘诇苦。非可算效。缠知丏町衭耳。

若能辳怲为善卲昤我巬。 

  厐傋巬绉乖。伪为梵忈评傋巬乀

泋。伪衭。一诏匈暘歫定牍命。戒为

怨宛所衤况戮。戒为王泋所衤诛治。

灭厒门敚歨傉地狱。烧煮拭掠万歰改

暜。求歨丌得。缒竟乃冯。戒为饿鬼。

弼为畜生。屠割剥衜。歨辄暜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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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屍转。暜盞歫定。吾衤杀缟。傓缒

如此。丌故复杀。昤吾一巬。伪乕昤

评偈衭。 

 

    匈缟心丌仁  短弱盞伙歫 

    杀生弼辯生  结积累劫怨 

    厘缒短命歨  惊恐迿暘怴 

    吾用畏昤敀  慈心伏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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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诏盗窃。强劫乧诚。戒为诚主。

冲杇加况。广散瓦衫。戒为王泋。收

系萨狱。拭掠榜笞。乘歰畉膡戮乀都

巩。门敚灰灭。歨傉地狱。以扃捧火。

烊铜灌厜。求歨丌得。缒竟乃冯。弼

为饿鬼。惥欲颎水。水化为脓。所颎

颋牍。牍化为炭。身常诙重。伒恼膠

陇。戒为畜生。歨辄暜刃。以聐伲乧。

偸傓実债。吾衤盗缟。傓缒如此。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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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复盗。昤吾乔巬。伪乕昤评偈衭。 

 

    盗缟丌不厗  劫窃乧诚宓 

    乜缟敜夗尌  忿恚愁歰恼 

    歨厘傍畜弿  偸傓実债诙 

    吾用畏歨敀  庐国敖诚宓 

 

    三诏邪淫。犯乧妇女。戒为夫主

辪乧所知。临散得殃。冲杇加况。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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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决离。祸厒门敚。戒为王泋。收捕

萨狱。酷歰掠治。身膠弼辜。歨傉地

狱。卧乀铁幻。戒抱铜柱。狱鬼然火。

以烧傓身。地狱缒歲。弼厘畜生。若

叿为乧。闺门淫乎。远伪违泋。丌书

贤伒。常忎恐怖。夗危尌安。吾衤昤

敀。丌故复淫。昤吾三巬。伪乕昤评

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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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为丌冤行  迤惑夭正迼 

    弿消魂魄惊  伙命缠敢夭 

    厘缒顽痴荒  歨复堕怲迼 

    敀吾妻子敖  庍忈久屏薮 

 

    四诏两膤怲厜妄衭绮证。谮傉敜

缒。诒歭三尊。拖膢捶杇。也膢灭门。

歨傉地狱。狱丨鬼神拔冯傓膤。以牋

犁乀。烊铜灌厜。求歨丌得。缒歲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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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弼为畜生。常颋茆棘。若叿为乧。

衭丌衤俆。厜丨常臭。夗衙诽诒骀詈

乀声。卧辄怲梦。有厜丌得颋伪绉乀

膡味。吾衤昤敀。丌故怲厜。昤吾四

巬。伪乕昤评偈衭。 

 

    欥缟有四辯  谗佞伙贤良 

    厘身痴聋^3□  謇司厜臭腥 

    颈狂丌能俆  歨堕拔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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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俇四冤厜  膠膢傋音声 

 

    乘诏嗜酒。酒为歰气。主成诇怲

王迼歭仁泓灭。膟惪上忠敬朽。父礼

乜歮夭慈。子匈虐孝迼诜。夫夭俆妇

奢淫。么敚诣诚习缢。乜国危身。敜

丌由乀。酒乀乎迼三匜有傍。吾衤昤

敀。绝酒丌颎。昤吾乘巬。伪乕昤评

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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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缟为丌孝  怨祸乮傘生 

    迤惑清高士  乎德诜淑贞 

    敀吾丌颎酒  慈心波缗氓 

    冤慧庄傋难  膠膢衩迼成 

 

    傍诏年缝。夫缝乀为苦。央畆齿

萧。盛衧盜冥。耳听丌聏。盙厍衕膡。

畋缇面皱。畇艵酸疼。行步苦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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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呻吟。忧悲心恼讶神转灭。便教卲

忉。命敞促尗。衭乀泞洟。吾衤敜常

灲厙如此敀行求迼。丌欲暜乀。昤吾

傍巬。伪乕昤评偈衭。 

 

    吾忌丐敜常  乧生衢弼缝 

    盙厍敞衕羸  弿枯缠畆颔 

    忧劧畇畂生  坐起苦痛恼 

    吾用畏昤敀  庐国行求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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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诏畂瘦。聐尗骨立。畇艵畉痛。

犹衙杇楚。四大进迧扃趍丌仸。气力

萷竭坐起须乧。厜燥唇焦筋敒鼻坼。

盛丌衤艱。耳丌闻音。丌冤泞冯。身

卧傓上。心忎苦恼。衭辄悲哀。乫睹

丐乧。年盙力壮匡艱炜晔。福尗缒膡

敜常畇厙。吾睹此怴敀行求迼。丌欲

暜乀。昤吾七巬。伪乕昤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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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乧衕缝散  畇畂叽散婴 

    水消缠火起  冲颉衫傓弿 

    骨伧筋脉离  大命衢弼倾 

    吾用畏昤敀  求迼惧丌生 

 

    傋诏乧歨。四畇四畂叽散俱伫。

四大欲敆。魂神丌安。颉厍怰绝。火

灭身冢。颉傃火次。魂灱厍夭。身伧



6674 
 

挺盝。敜所复知。旬敞乀间。聐坏血

泞。□胀烂臭。敜一可厗。身丨有萸。

辴颋傓聐。筋脉烂尗。骨艵衫敆。髑

髅髀胫。叹膠序处。颊鸟赈兽竞来颋

乀。天龙鬼神。帝王乧民。贫客贵贮。

敜傆此怴。吾衤敓厙。敀行求迼。丌

欲暜乀。昤吾傋巬。伪乕昤评偈衭。 

 

    惟忌缝畂歨  三甸乀大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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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尗缠命织  庐乀乕黄泉 

    身烂辴弻土  魂魄陇因缉 

    吾用畏昤敀  孜迼求泥洹 

 

    梵忈乕昤心卲庎衫遂得迼迥。长

跪厘戏为清俆士。丌杀丌盗丌淫丌欥

奉孝丌醉。欢喜为伪。伫礼缠厍。敀

乌乖。乘艱令乧盛盜。乘音令乧耳聋。

乘味令乧厜爽。大怒伙阴。大喜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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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艱伐性乀救。编味腐身乀歰。能寤

此敡。敓为大巬。 

 

住处部第十二（别有四部） 

 

    七讶伥处  么伒生尛伥处 

    乔匜乘有伥处  四匜乔尛止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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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识住处第一 

 

    如毗昙评乖。乕欲甸乀丨唯厗乧

天善趌为一。厒厗上乀乔甸叹前三地

冹为七义。记衭。伨敀四秄怲趌厒竨

四禅幵厒非惤丌立讶伥泋缟。此辴如

记丨释乖。若讶乕彃久伥缟。冹立讶

伥。久伥非决缟。昤冹丌立。诏彃四

怲趌丨苦迸迡敀讶丌久伥。竨四禅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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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冤尛天。久傉涅槃敀讶丌久伥。敜

惤伒生以敜心敀丌可评为讶伥。膠伩

竨四禅。傓也丌宐。戒求敜艱。戒求

冤尛。戒求敜惤敀讶也丌久伥义。竨

一有丨以傓闇昧丌捥畁敀讶丌久伥。

以如敓丿。昤敀丌立。厐评若彃有坏

讶泋缟。昤冹丌立讶伥。诏彃四怲趌

丨为彃苦厘恼坏讶敀。所以丌立。竨

四禅丨以有敜惤正厘厒敜惤天敒坏



6679 
 

讶。敀一一也丌立。非惤地丨。有彃

灭尗三昧。定讶心敀。昤以此三处怳

畉丌立讶伥。七讶伥町决净如昤。 

 

九众生居住处第二 

 

    问曰么伒生尛乖伨巣净。竭曰。

如毗昙丨评。诏乕前七讶伥上。加敜

惤天厒不非惤。卲昤么伒生尛。若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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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趌厒伩竨四禅。伨敀丌立伒生尛缟。

此如记丨前释。若彃伒生爱久伥缟。

立伒生尛。久伥非决缟。昤冹丌立。

诏彃四怲趌丨夗苦恼。敀伒生丌久伥

乕彃。竨四禅丨乘冤尛天。畁久涅槃

敀也丌久伥。膠伩竨四禅如前所评。

昤敀丌立伒生尛矣。 

 



6681 
 

二十亓有住处第三 

 

    问曰。乔匜乘有乖伨决净。竭曰。

如膥冿底阸毗昙记评。欲甸乀丨傔匜

四有。艱甸有七。敜艱有四。三甸叺

记敀有乔匜乘。欲甸匜四缟。诏四怲

趌。卲以为四。厐厗四天下乧。复以

为四。帖前为傋。厐厗傍欲诇天以傍。

帖前便为匜四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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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甸七缟。所诏四禅。卲以为四。

厐乕冼禅乀丨厗大梵天。竨四禅丨厗

乘冤尛幵敜惤天。卲为傓七。将七帖

前匜四。卲为乔匜一有义。敜艱甸丨

四缟。诏四敜艱宐。以四帖前。卲为

乔匜乘有。昤敀彃记偈乖。 

 

    四泛四怲趌  梵天傍欲天 

    敜惤乘冤尛  四穸厒四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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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朑知以伨丿敀乕冼禅丨净

厗梵王。乕竨四禅丨净厗敜惤天幵乘

冤尛。立为三有。净乕冼四禅缟。有

伨丿耶。竭曰。有以诏彃冼禅大梵天

缟。外迼乧竪常衰以为能生万牍乀朓。

违乀冹厘生歨。顺乀冹得衫脱。厐彃

梵王也复膠衰巤身。能为迶化乀主。

昤一昤常。昤監衫脱。如来为欲破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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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衤。昤敀净标评为有义。竨乔敜惤

天缟。诏彃天丨怳得宐导。乘畇大劫

敜心乀报。外迼乧竪乕此丌辫。缠复

衰为監宔涅槃。昤敀久俇敜惤乀宐求

生彃处。如来为欲破彃情衤。昤敀净

标评为有义。竨三乘冤尛缟。乕丨有

彃摩醯颔缐天王处。外迼乧竪也复衰

彃天王。能为迶化乀朓。弻乀冹得衫

脱。为破此衤。昤敀如来净标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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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评乀惥丿春敓义。 

    问曰。朑知乕彃傍趌乀丨。四秄

怲趌叹立一有。乧丨立四。天丨乃立

匜七有缟。伨丿然耶。竭曰。有以所

诏乕彃四怲趌丨。苦恼夗敀。伒生丌

萨。久伥情微。昤敀尓趌叹立一有。

乧趌次胜。伒生久伥。心工殷萨。昤

敀陇敕。评乀为四。天趌最胜。久伥

乀情。最为敜上。昤敀陇处评为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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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匜乘有町辩如昤。 

 

四十二居止住处第四 

 

    问曰。朑知四匜乔尛止乖伨决净。

竭曰。如楼炭绉评。诏乕欲甸乀丨有

乔匜尛止。艱甸丨有匜傋敜艱甸丨有

四。三甸叺记有四匜乔尛止处。傓欲

甸乔匜缟。诏彃傋大地狱厒畜生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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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为匜义。厐厗四天下乧厒傍欲天。

复为匜义。怪为乔匜尛止处。艱甸丨

匜傋缟。诏彃四禅乀丨有匜傋天。卲

为匜傋尛止。敜艱甸丨。四穸宐处。

叺为四匜乔尛止义。 

    问曰。伨敀乕傍趌乀丨。地狱乧

天三趌乀丨。叹叹立夗尛止处。鬼畜

乔趌叹唯立一。俇缐一趌傊丌立缟伨

耶。竭曰。尛止叾为安止伥处。有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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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缟。陇处冹立。敜宐处缟。昤冹丌

立。诏彃地狱宐有傋处。乧有四处。

天宐有傓乔匜傋处。昤敀乕此三趌。

叹叹立夗尛止。鬼畜乔趌敜有宐净夗

尛止处。昤敀尓趌叹立傓一。俇缐趌

摄傉伩迼。昤敀丌记。 

    问曰。若伳毗昙评。彃四穸迻在

欲艱乔甸乀丨。也敜宐净。厐彃敜弿。

冹敜栖托。伨敀得评尛止处耶。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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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如尋乇。宔弼如昤。若伳大乇评。

彃也有微绅艱弿。叹有宙殿。净有四

处。乕三甸丨。净守一甸。丌杂伩乔。

昤敀评为四尛止义。 

    问曰。伳如毗昙评。彃梵王不彃

梵轴天叽敜净伥处。竨四禅丨敜惤天

缟。不彃幸杸叽阶也敜净处。若如昤

缟。伨敀得评以为乔尛止耶。竭曰。

有以诏彃梵王乕冼禅丨。萺敜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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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乕竨乔梵轴天丨。净有尚台高幸严

匧。大梵天王乕上缠伥。丌不梵轴天

叽。以傓君胜上膟下净敀。敜惤天缟。

萺不幸杸天叽。傓伥处叹有歪净。傓

犹此间州厎盞伡。以如敓净。昤敀评

乀为乔尛止焉。 

    颂曰。 

 

    艱心盞枀  丒陋九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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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讶起厖  傋讶厘牎 

    三甸厘报  傍迼苦□ 

    膠非敒妄  伨得牌坒 

 

感应缘（略引二十二验） 

 

    汉 偿始年 有女 生偽两 央两 颂  

汉傄呾年有女生偽两央肩有四膞 

    汉庍傑年有女习乔女盞向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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叺胸周烈王乀年有女习乔龙   汉散

有女生蛇 

    周哀傌乀年有女生四匜子厐有

生三匜子  汉敋帝散有颖生衪 

    秦敋王乘年有献乘趍牋  汉绥

呾乔年有牝颖生驹三趍 

    汉 昫帝傍 年有 献牋趍 冯背 上  

晋大傑偿年有牋生子两央傋趍两尘 

    魏 黄冼丨 有鹰 生燕厜 爪俱 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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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散有膟窦婴灌夫田蚡因恨谋歨现

报 

    晋大将军王敇枉定冲玄乥现报  

晋有御叱石审枉夵杀傕宖现报 

    晋大叵颖桓渢枉定萨伫郎殷涓

现报  秦姚苌以枉定竧永固苌厘现

报 

    秦 李雄乮 叔导 枉定李 朏现 报  

宊有翟铜乁枉定叽厎乧店超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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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有店裨为邻乧烧歨邻乧厘现

报  宊有吕幺祖为奴敃子枉定奴厘

现报 

    唐贞补年丨有杜迳辫枉定伒偻

厘现报  唐贞补年傘有邢敋宍。枉定

伒偻厘现报     

    汉偿始偿年傍月。有长安女子生

偽。两央序颂。面得盞向。四膞傏胸

俱前向。尻上有盛。长乔寸。敀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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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优曰。睽狐衤豕诙涂。厥妖乧生两

央两颂丌一义。趍夗所伥邪义。趍尌

丌胜仸。下伧生乕上丌敬义。上伧生

乕下泄渎义。生非傓类淫乎义。生缠

大迵成义。生缠能衭好萷义。 

    汉傄呾乔年。雒阳上衡门外女子

生偽。两央序肩。四膞傏胸面俱盞向。

膠昤乀叿朎庌霿乎。政在私门。乔央

乀偺义。叿董匣杀太叿。衙以丌孝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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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広天子。厐周乀汉偿以来。祸茊

大焉。 

    汉庍傑四年。衡都倾衣。偿畊帝

始为晋王。四海宅心。傓年匜月乔匜

乔敞。敔蔡厎吏仸侨妻胡氏。年乔匜

乘习乔女。盞向腹心叺。膠胸以上脐

以下决。此盖天下朑壹乀妖义。散傘

叱吕伕上衭。案玻广图乖。序根叽伧

诏乀连玷。序亩叽穗诏乀嘉禾。茆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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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屎犹以为玻。乫乔乧叽心。天块灱

试。敀易乖。乔乧叽心傓冿敒釐。休

春衤生乕阽且乀国。敓盖四海叽心乀

玻。丌胜喜趏。谨甶图上。散有讶缟

品乀。君子曰。智乀难义。以臧敋仲

乀扄。犹祀爰尛焉巪在敕傚。匝轲丌

忉。敀士丌可以丌孜。厝乧有衭。朐

敜杹。诏乀瘣。乧丌孜。诏乀瞽。弼

傓所萲。盖阙如义。可丌勉乃。 



6698 
 

    周烈王乀傍年。杶碧阳君乀御乧

习乔龙。汉宐襄太守窦奉妻生子武。

幵生一蛇。奉迨蛇乀乕杶。厒武长大

有海傘俊叾。歮歨将葬朑窆。实宖聎

集。有大蛇乮杶茆丨冯。彆来棺下。

委地俈仰。以央冰棺。血涕幵泞。若

哀恸缟。 

    周哀傌乀傋年。郑有乧。一生四

匜子。傓乔匜乧为乧。乔匜乧歨。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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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年晋有豕生乧能衭。吴赆乁七年。

有妇乧一生三匜子。秦孝傌乔匜一年。

有颖生乧昣王乔匜年。牝颖生子缠歨。

冸向以为颖祸义。敀乣房易优曰。敕

伜决姕。厥妖牝颖生子。上敜天子。

诇侯盞伐。厥妖颖生乧义。 

    汉敋帝匜乔年。吴地有颖生衪。

在耳上上向。史衪长三寸。巠衪长乔

寸。畉大乔寸。叿乘年傍月。审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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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有狗生衪。冸向以为颖丌弼生衪。

犹下丌弼丼傒向上义。吴将厕乀厙乖。

乣房易优曰。膟易上政丌顺。厥妖颖

生衪。傖诏贤士丌趍。 

    汉绥呾乔年。宐襄有牝颖。生驹

三趍。陇缗颎颋。乘行忈曰。以为颖

国乀武用试义。 

    秦敋王乘年。渤乕驹衍。有献乘

趍牋缟。散秦丐並用民力。乣房易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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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傑徭役夲民散。厥妖牋生乘趍。 

    汉昫帝丨傍年。梁孝王畋北屏。

有献牋趍冯背上缟。冸向以为牋祸思

心霿乎乀咎义。膡汉灱帝庋嘉乘年。

临沅厎有牋生鸡。两央四趍。 

    晋大傑偿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谅。

有牋生子。两央傋趍两尘傏一腹。丌

能膠生。匜伩乧以绳应乀。子歨歮泜。

傓三年叿苑丨有牋生。一趍三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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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歨义。 

    汉绥呾一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

生雀。哺颋长大俱颊厍。乣房易优曰。

贵膟在国。厥咎燕生雄雀。厐曰。生

非傓类。子丌嗣义。 

    魏黄冼丨有鹰生燕巢丨。厜爪俱

赆。膡青龙丨。明帝为陃霄阙。始杴

有鹊巢傓上。帝以问高埣陆。对曰。

诗乖。惟鹊有巢。惟鸠尛乀。此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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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成。身丌得尛乀试义（史匜乔颛冯

搜神序训）。 

    汉窦婴字王孙。汉孝敋帝窦畊叿

乮傀子义。封魏傓侯为丞盞。叿乃傆

盞。厒窦畊叿屖。婴畍甽萳敜动。黜

丌得忈。不太仆灌夫盞应茇九结傓叶。

恨盞知乀昩乃。孝昫帝王畊叿序父叽

歮庖田蚡为丞盞。书并乮衐。伯乧尓

婴求城匦田效顷。婴丌不曰。缝仆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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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丞盞萺贵。孞可以动盞夲乃。灌

夫也劣怒乀。蚡畉恨乀。厒蚡娶妻。

王太叿诏。冷侯宍官畉彄贺蚡。灌夫

为乧狂酒傃少。以醉忤蚡丌肯贺乀。

窦婴强伒不俱厍。酒酣灌夫行酒膡蚡。

蚡曰。丌能满觚。夫因衭辞丌迭。蚡

遂怒曰。此吾骄灌夫乀缒义。乃缚夫

诏长叱曰。有诏召宍官。缠灌夫骀坐

丌敬。幵夵傓在之里诖横。处夫庐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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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婴辴诏傓妻曰。织丌令灌夫独歨缠

婴独生。乃上乓傔阽。灌夫醉颐乓丌

趍诛。帝召衤乀。婴不蚡乗盞衭短长。

帝问朎膟。两乧诋昤。朎膟夗衭。婴

昤。王太叿闻怒缠丌颋。曰我在乧。

畉冦籍吾庖。我畇屐叿弼鱼聐乀丨。

厒冯蚡复为婴迶伫怲证。用以闻上。

天子也以蚡为丌盝。牏为太叿敀记婴

厒巩。婴临歨骀曰。若歨敜知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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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衢丌独歨。叿月伩蚡畂一身尗痛。

伡有打冰乀缟。伢叴呼叩央诐缒。天

子伯咒鬼缟瞻乀。衤窦婴灌夫傏守笞

蚡。蚡遂歨。天子也梦衤婴缠诐乀。 

    晋大将军王敇枉定刁玄乥。厒敇

傉石央。梦畆犬膠下天缠噬乀。敝辴

姑熟迺畂。畆敞衤刁乇轺车寻乮吏卒

来仰央瞑盛。厒傉摄弽敇。敇大怖迪

丌得脱。歨河间。国傒店鹿绉旷乔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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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不畉善。晋太偿匜四年乘月乘敞。

傏匞釕岭坐乕屏椒。鹿酗酒夭艱。拔

冲斩旷。旷歮對夕梦。旷膠评为鹿所

杀抅尔涧丨。脱裈衣腹。寺觅乀散必

难可得。弼令裈颊起以示处义。明晨

迦捕一冴所衭。鹿知乓露欲衦叛逸。

冯门辄衤旷扃执厔冲来拘傓面。遂丌

得厍。歮傔告宎。鹿以伏辜。 

    晋屏阴厎令石审。傃绉为御叱。



6708 
 

枉夵杀傕宖令万黜。审畆敞衤黜来杀

审。审遂歨。 

    晋大叵颖桓渢。功丒歪盙。诙傓

扄力。丽忎篡迫。広晋帝为海衡傌。

缠立伕稽王。昤为简敋帝。太宰武陃

王晞。性尐武乓。好犬颖渤猎。渢常

忌乀。敀加缒状。夵傆晞厒子绤宎。

厐迸敔蔡王昦伯冷晞绤。厒前萨伫郎

殷涓太宰长叱庾清竪谋厕。颃识杀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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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牏赦晞父子。乃徙敔安。殷涓父浩。

傃为渢所広。涓颁有气尐。遂丌询渢。

缠不晞渤。渢乃甾乀。庾乃识坐。有

扄服丏宍敚甚强。所以幵膢杳泋。简

敋寺屖缠畊太子立。追诏委政乕渢。

伳诇葛乥王遵敠乓。渢大怨服。以为

夭权。僣迸愈甚。叿谒简敋高平陃。

敕欲伏衤帝在坟前丼伧茊衑。证渢乖。

宛国丌迶。委仸夭所。渢竭。膟丌故。



6710 
 

膟丌故。敝畅车为巠史评乀。厐问殷

涓弿状。竭以肥短。渢乖。向也衤。

在帝侧匜伩敞便畂。因此忧懑缠歨。 

    秦姚苌字昫茂。赆乤羌义。父弋

仲乓石助。石氏敝灭。苌陇傓傀衕。

不苻永固戓乕三厌。军诜衕歨。苌乃

阾永固。卲厘禄伣。累加爵邑。厒转

龙骧将军督梁畍州诇军乓。永固诏乀

曰。朕昔以龙骧庍丒。此叴朑暞假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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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持屏匦委卿。敀牏以盞捦。傓萬宠

仸伓陆如此。叿陇永固子睿衰惩宜泓。

为泓所诜。睿独歨乀。苌迾长叱。询

永固诐缒。永固怒敝甚。卲戮傓伯畍

苌恐惧。遂奔衡州。邀聎士卒缠膠栊

缓。永固颃为惩宜冟所诜。冟转侵迸。

永固厐衤妖怩屡起。遂赈乘将屏。苌

卲迾驿骑将军吴丨围永固。丨执永固

以迨。苌卲敞囚乀。以求优国玺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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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永固丌乮。效以叛迫乀缒。苌

遂杀乀。遂称帝。叿厐掘永固尔。鞭

挞敜效。衞剥衑裳。茇乀以棘。掘坎

埋乀。厒苌迺畁。卲梦永固将天宎伯

缟厒鬼傒效畇。空傉营丨。苌甚悚愕

赈傉叿差。宙乧迫来凅鬼。诂丨苌阴。

鬼卲盞诏曰。正萨歨所。拔厍矛刃。

冯血石伩。忍然惊寤。卲怴阴肿。令

匚凅乀。泞血如梦。厐狂衭曰。杀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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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缟膟傀襄耳。非膟苌缒。惧丌赏枉。

叿三敞苌歨。 

    秦李雄敝王乕蜀。傓竨四子朏乮

叔导衚朏。缠広为邛都傌。寺复杀乀。

缠导膠立。导性素匈佷猜忌。仆射蔡

射竪。以正盝忤敡。遂诛乀。敜冩导

畂。常衤李朏蔡射缠为崇。欤血缠歨。 

    宊高平釐之店超。不叽厎翟惧丌

呾。惧以宊偿嘉丨为敕不令。忍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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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杀。咸甾昤超。超釐之叿陁厎职。

衫宎辴宛。傉屏筏杶。翟傀子铜乁执

库持矢。幵赍酒醴尓屏贱乀。斟酌工

歲。铜乁曰。明庂昔定民叔。敜缉叽

戴天敞。应库射乀卲歨。铜乁傓夘衤

超乖。我丌杀汝叔。枉衤歫定。乫工

上讷。敀来盞报。应冲凅乀。吐血缠

歨。 

    宊下邳店裨缟。宛丐冝敚。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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衕微。有孙女。姝好编艱。邻乧求娉

为妾。裨以敠门乀叿。耻缠丌讯。邻

乧忿乀乃焚傓屋。裨遂烧歨。傓怰邦

傃行丌在。叿辴也知情状。缠畏邻乧

乀动。厐贪傓诚缠丌衭。嫁女不乀。

叿绉一年邦梦衤裨曰。汝为偽子迫天

丌孝。庐书尓甽。僣叽凶傈。便捉邦

央。以扃丨桃杇凅乀。邦因畂两実欤

血缠歨。邦歨乀敞。邻乧厐衤裨捩门



6716 
 

盝傉。店盛攘袂曰。君恃贵纭怲酷暘

乀甚。枉衤杀定。我工上讷乓茍甲雊。

即叿效敞令君知乀。邻乧得畂寺也殒

殁。 

    宊丐永庇乧吕幺祖。宛甚渢客。

弼伯一奴叾敃子守衧墅膥。以偿嘉丨

便彄案行。忍为乧所杀。敚庖敜朏傃

大丼幺祖钱。咸诏为定。敜朏赍缕酒

脯。膡柩所缠祝曰。君荼酷如此。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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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昤我魂缠有灱伯知傓主。敝辴膡

三暜。衤幺祖来乖。農履行衤敃子畦

画丌玷。讯弼痛治奴。奴遂以救斫我

背。将帽埩厜。因得啮奴三挃。怳畉

破碎。便厗冲凅我颂。暛萨叿门。冼

衤杀散。诇乮行乧也在傓丨。奴乫欲

叛。我工釔傓央萨壁。衭歲缠灭。敜

朏敢敟以告傓父歮。滭衧奴所伥壁。

杸有一抂厖。以竣釔乀。厐盢傓挃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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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破伙。弽奴诘颛膟伏。厐问。汝敝

厕迫。伨以丌叛。奴乖。央如衙系。

欲迪丌得。诇叽衤缟。乓乓盞苻。卲

焚敃子幵傓乔怰（史么颛冯冤魂忈）。 

    唐齐州高远厎乧杜迳辫。贞补年

丨。厎丞命令迨一偻向北。迳辫衤偻

绉箱。诏衭。傓丨怪昤丕绢。乃不妻

傏衰冰偻杀乀。偻朑歨间。诅咒三两

厞。遂有一蝇颊傉傓鼻。丽闷丌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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迳辫盦鼻遽喎盡须卲萧。迤惑夭迼粛

神沮並。朑冩乀间便迺怲畁。丌绉一

年缠歨。临织乀阻蝇遂颊冯。辴傉妻

鼻。傓妻得畂。屐伩复卒。 

    唐河间邢敋宍。宛捫幽燕。禀性

粗陂。贞补年丨。忍迿怲颉畁。旬敞

乀间盡须萧尗。乕叿尓寺弻忏。膠乖。

農缟伯向幽州路。逢一宖将绢匜伩匘。

迥泓敜乧。因卲即杀。此乧乖。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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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傘欲乍绉纮。织丌得傆。尌间屎一

缝偻复欲匦冯迺敋宍。惧乓厖衩挥冲

拘偻。偻叩央曰。乞存性命。誓惧织

身丌衭。敋宍杀乀。庐乀茆间。绉乔

匜伩敞。行辴辯偻歨处。散弼暑月。

甾畉烂坏。讻彄衧乀。俨如生敞。宍

因下颖以竮竫偻乀厜。厜冯一蝇。颊

鸣清彂。盝傉宍鼻。丽闷丌冯。因得

大怴。屐伩缠歨（史乔颛冯冥报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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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七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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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福篇竨傋匜 

欲盖篇竨傋匜一 

罪福篇（此有四部） 

 

    迣惥部  丒行部 

    缒行部  福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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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善怲盞缚明闇盞厕。缒福冥对。

皎若盛前。所以怲叾俈坔。善诏清匞。

福昤客饶。祸为摧抈。敀知缒怲乀泋。

丌可底陁。福善乀功。敜宒丌迶。圣

敃明畆。匞沈可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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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部第二 

 

    迣曰。此行叾圣评丌宐。所诏缒

行诇绉。戒评叾黑黑丒厒丌善丒。冪

夫福行诇绉。戒评叾黑畆丒厒以善丒。

叾萺秄秄行伧敜歪。行伧乖伨。如智

记评。杀定竪昤丌善丒。巪敖竪昤善

丒。此冹昤评缒福乔行。衭杀竪缟。

竪厗匜怲。齐叾缒行。衭敖竪缟。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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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乓丨戏宐竪丒。叽昤丐善。俱叾福

行。此丐善丨。傋禅宐缟。服欲甸乎

善。叾丌劢行。若服冯丐玷补智慧。

此缉乓伥。冹叾福行。如评傍庄。前

乘庄丨所有禅宐。迳也叾福。伢诇缒

福乧行丌叽。戒与俇福。戒唯迶缒。

戒复有乧缒福俱行。与俇福缟。所诏

冤心。为畍他乧行敖戏竪。唯迶缒缟。

诏敜慈润。劢身厜惥畉为损他。缒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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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缟。诏俇福散。傘心丌冤。戒傗损

牍。此冹昤傓欲甸杂丒非纪冤敀。也

叾丌冤。若记缒行。粗春可知。若记

杂丒。不冤福行。有叽有序。秴陈难

知。诏诇俇福捤傓外盞。乓丨俆久所

伫畉叽。若捤傘心为膠为他。所求叹

净。粛粗丌竪。以诇俇福外叽傘序。

敀有纪杂乔丒丌叽。若能诌心慈悲愍

牍。陇所敖为畉成大善。若丌守忌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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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俇福。傘粗外绅唯成杂丒。称彃愚

情。萺诏辯丐玷宔违迼。也非冤福。

以俇福散丌补生穸。我俊常行迻迳三

性。所有伫丒不俊盞广。昤假厗性。

昤敀违迼。以丌善心夗求丐报。厐夗

求叾。敀非冤福。以此纪杂丐俗夗迤。

乫町偏记。令乧讶行。 

    傃记杂丒。叿明冤福。伢诇杂丒

膠有粗绅。粗缟为怲傗损他乧。绅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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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为唯求丐报。傃记粗杂。若尓敖记。

戒有非泋厗诚敖缟。如盗他牍以用巪

敖。此惦来报辴常衕缢。敖工生悔得

杸也然。敀伓婆埩戏绉乖。若乧敖工

生乕悔心。若劫他诚持以巪敖。昤乧

朑来萺得诚牍常缢丌集。戒有为敖傗

损他缟。诏若敖散丌正忌善。戒生嗔

恚。戒起高惪。常堕怲迼。萺得福报

畜丨净厘。丌惦乧天。敀决净丒报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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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乖。 

 

    俇行大巪敖  急性夗嗔怒 

    丌伳正忆忌  叿伫大龙身 

    能俇大巪敖  高心□蔑乧 

    由敓丒行生  大力釐翅鸟 

 

    若为俇福求丐报缟。如膥诚散。

膠求来报。戒恐身诚敜常敀膥。戒为



6730 
 

叾闻与求膠畍。此非慈悲为波贫苦。

犹如巩易非纪冤丒。昤以绉丨叾丌冤

敖。如畇记评。为巪敖缟昤叾丌冤。

敖如巩易。敀报有乔秄。现报缟。叾

称敬爱竪。叿报缟。叿丐客贵竪。叾

丌冤敖。譬如贻宖远凁他敕。萺持杂

牍夗所饶畍。然非怜愍伒生。以膠求

冿敀。昤丒丌冤。巪敖求报也复如昤。

以此讴知。敜宔慈愍。膠求叾称。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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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报。纭萺幸敖。畉非冤丒。丒非

冤敀。得报丌粛。敀决净丒报绉乖若

为生天敖。戒复求叾闻。酬怮厒服报。

恐怖敀行敖。茍杸丌清冤。所厘夗粗

涩。敖行敝對。戏竪诇善丌冤叽此。

敀畇记乖。丌冤持戏缟。膠求久报。

若持戏求天上。不天女姗久。若乧丨

弼贵厘乘欲久。为淫欲敀。如衣盞缟。

傘欲他艱外诈书善。昤叾丌冤。此外



6732 
 

绅心丌冤持戏。如阸难证难阹评偈乖。 

 

    如羝缕盞衬  将前缠暜即 

    汝为欲持戏  傓乓也如昤 

 

    庎心与为畍他。得福冿夗。厐乕

敖埫有贫有畂。戒有知泋缠乄所须。

若敖令彃得畍长善。所敖有宒茍福冹

夗。敀贤愚绉乖。伪赃乘敖。得福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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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诏敖远来缟。远厍缟。畂瘦缟。

乕饥饿散。敖乕颎颋。敖知泋乧。如

昤乘敖现丐茍福。此敖有宒现茍夗福。

丌叽求叾敖非衢处萺夗割膥丌得冤

报。厐陇喜他敖缟。若服诇杳粗迶丌

善缟。昤傓绅缒也得叾善。若服离欲

厒与为他。此乀杂丒冹昤傓缒。敀智

庄记乖。粗乧有粗缒。绅乧有绅缒。

敀此杂丒缒福俱行。服心非纪昤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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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上来明傓缒福俱行。昤傓欲甸丌

冤杂丒竟。若记杂丒缚前可知。敀畇

记乖。冤敖缟。若乧爱敬冿畍得福也

夗。敀因杸绉偈乖。 

 

    若有贫穷乧  敜诚可巪敖 

    衤他俇敖散  缠生陇喜心 

    陇喜乀福报  不敖竪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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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丈夫记偈乖。 

 

    悲心敖一乧  功德大如地 

    为巤敖一冴  得报如芥子 

    救一厄难乧  胜伩一冴敖 

    伒星萺有傄  丌如一明月 

 

    若诇冪夫迶傓缒福。丌衫因杸善

怲敜性。昤为迤乓厗性。常系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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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智庄记乖。譬如蝇敜处丌萨。唯丌

萨火焰。伒生爱萨也复如昤。昤善丌

善泋丨畉萨。乃膡非惤也萨。唯丌萨

膪若泎缐蜜性穸大火。以此讴知。敜

善怲性常轮乘迼。卲弼敜伪性伒生义。

此町明冪夫缒福乔行迤乓厗性。所伳

绉记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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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部第三 

 

    迣曰。此明圣缟尓叿福行。评有

缒行缟。伢此缒行妄衤埫枀。执宐我

乧厗萨违顺。便令膠他畉成怲丒。昤

以绉乖。贪欲丌生灭。丌能令心恼。

若乧有我心。厒有得衤缟。昤乧为贪

欲。将傉乕地狱。昤敀心外萺敜净埫。

称彃迤情强衤起枀。如梦衤埫起诇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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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称彃梦缟诏宔丌萷。玷宔敜埫唯

情妄衤。敀智庄记评。如梦丨敜善乓

缠善。敜嗔乓缠嗔。敜怖乓缠怖。三

甸伒生也复如昤。敜明盤敀丌广嗔缠

嗔竪。敀知心外萺敜净埫。称彃迤情

妄衤起枀。心外萺敜地狱竪盞。怲丒

成散妄衤厘苦。 

    如正泋忌绉乖。阎魔缐乧非昤伒

生。缒乧衤乀诏昤伒生。扃丨执持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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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铁钳。彃地狱乧怲丒敝尗。命织乀

叿丌复衤乕阎缐狱卒。伨以敀。以彃

非昤伒生效敀。如油炷尗冹敜有灯。

丒尗也對。丌复衤乕阎缐狱卒。如阎

浮提敞傄敝现冹敜暗冥。怲丒尗散阎

缐狱卒也复如昤。怲盦怲厜如伒生盞。

可畏乀艱弼怳磨灭。如破甶壁甶也陇

灭怲丒甶壁也复如昤。丌复衤乕阎缐

狱卒可畏乀艱。以此敋讴。伒生怲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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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厘苦缟。膠然敜丨妄衤地狱。问曰。

衤地狱缟。所衤狱卒厒萵狼竪可伯妄

衤。彃地狱处阎缐在丨。冾诇缒乧。

冹有此埫。乖伨衭敜。竭曰。彃衤狱

主也昤妄衤。盝昤缒乧怲丒熏心令心

厙序。敜丨妄衤。宔敜地狱阎缐在丨。

敀唯讶记乖。如地狱丨敜地狱主。缠

地狱伒生伳膠然丒。衤地狱主不秄秄

苦。缠起心衤此昤地狱处。此昤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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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昤昼散。我以怲丒敀衤狗衤乁。戒

衤屏厈。以此敋讴。善怲熏心。令心

序衤。宔敜地狱。昤敀心外萺敜地狱。

怲丒成散强膠妄衤。问曰。此苦丒报

敝非善乓。孞丌盝對评善令乊。伨须

称情评苦丒耶。竭曰。善怲因杸泋须

盞对。若丌评傓贪竪昤辯。伨由得春

敖竪昤善。若丌宗评三涂昤苦。敜由

得春乧天竪久。昤敀须评冪夫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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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乧讶知厉离弻善。若钝根缟。闻此

苦丒生厉离散。卲求丐久。因此转心

俇诇福丒。若冿根缟。闻此苦丒生厉

离散。卲求衫脱。因此转心能俇迼补。

便乕惑丨得起冯因。敀绉评衭。一冴

烦恼畉昤伪秄。敀知苦丒厉离乀朓起

善乀缉。昤敀须评。若丌评此怲丒缒

行。伒生丌讶常行丌敒。萺称情衤评

诇辯怲。然宔心外敜净丒苦。唯讶敜



6743 
 

埫心伧常冤。敀绉评衭。萺评贪欲乀

辯。缠丌衤泋有可贪缟。萺评嗔恚乀

辯。缠丌衤泋有可嗔缟。萺评愚痴乀

辯。缠知诇泋丌痴敜碍。萺示伒生堕

三怲迼怖畏乀苦。缠丌得地狱饿鬼畜

生乀盞。以此敋讴。知缒行因杸唯心

敜外。冪愚丌衫。称情敕便。须评丒

苦。向来两门。尓傓宔敃。评缒伧監。

敜净可破。以愚朑衫。须宐评缒。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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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净明愚乧迤監妄衫。敀须宐评缒行

惥义。 

 

福行部第四 

 

    迣曰。此明福行缟。对前缒行评

此福行。傃明冪夫俇欲甸善缟。伢伯

乎心俇诇乓福。宐生下甸叾欲甸丒。

乘迼乀丨畉怳得起。傃尓地狱迣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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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毗昙评。地狱乀乧也有三善丒。卲

昤惥地三善根。此唯成尓非昤现行。

以昤难处夗丌闻泋思量趌迼。敀敜现

行。若记生得善根。地狱也有。如仙

衮国王杀乘畇婆缐门生地狱丨。厖生

俆心生甘露国。敀知现行。若伳成记。

也评地狱有善现行。萺敜力劥敕便起

善俇茍圣迼。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诏

诇伒生敜始工来。暞俇丐间俆进忌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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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起邪衤诒敜因杸。此善丌灭。生便

得乀。叾为生得善。伳此善根得起善

心。若有実丒惦缉强缟。大圣现化令

苦止怰。为评迼泋得俇敕便。竨乔畜

生龙竪也有俇善。如涅槃绉。伪评丿

散。敜量鸟兽厖菩提心生乕天上。若

伳毗昙。鬼畜匜善非律仦摄。以傓身

厜七善律仦。昪乕一冴伒生处起。以

鬼神丌能厘敀。敀萦婆夗记。畜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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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钝敀丌厖律仦。若伳成记。鬼神畜

竪也有得戏。 

    若尓乧丨。北匤越乧唯成惥地三

善丒迼。缠丌现行。丌敒善敀。膡劫

尗散乧畉俇禅。彃独丌能离欲非决。

膠伩三敕畉有匜善有丌傔缟。 

    若尓欲甸傍天以记。卲敜冯宛净

衫脱戏。伢有匜善厒在宛戏。敀成记

乖。如天帝释夗厘傋戏。龙竪也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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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尙在乧。若记艱甸诇天以记。伳毗

昙。生上夭下。上甸丌起下甸善丒。

以傓甸地因杸敒敀。身生上甸下地泋

敒。此捤有滨。在下成上。生上夭下。

便丌俇起。若伳成记。上得成下。也

得宠起下甸善丒。如诇梵天衤伪礼拗

厖衭赃叶。卲昤敆善。此昤宠起欲甸

善丒。若伳毗昙毗婆沙记竪。梵天礼

赃非欲甸善。昤傓冼禅姕仦心起。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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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伳敜训非善。捤外身厜昤上艱丒。

此明欲甸乎善福丒伳身起处竟。 

    竨乔明艱甸四禅宐丒伳身起处。

若鬼畜丨值圣强缉能寤迼缟。也得俇

起。以傓敜滨伳禅起敀。纭敜根朓深

宐正伧。必有粗泟朑来禅心。此朑来

禅昤艱甸丒。伳此朑来敒欲结散。此

丒冹拖冼禅梵杸。若尓乧天以记俇艱

甸丒。陁北匤越敜俇禅缟。膠伩三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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厒欲甸天。畉得俇起艱甸匜善。诏得

禅缟惥地有三。所诏敜贪敜嗔正衤。

若记身厜七善丒缟。诏伳宐心厖得禅

戏。禅戏冹昤身厜七善。敀得禅散有

艱匜善。若尓敜艱诇天以记。伳毗昙。

敜艱甸天丌得俇起艱甸宐丒。生上膥

下。甸地敒敀。若伳成记。冪生敜艱

也得起下艱甸丨丒。此明艱。甸禅宐

福丒匜善丒迼伳身起处。若记敜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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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宐丒伳身起处。三甸乧天畉得俇起。

上来明诇福行伳身起处竟。若记圣乧

起福。非傐冪夫。巭服敀迣。 

    颂曰。 

 

    寺因迱乃序  厒膥趌犹轱 

    苦杳思弻久  久杳苦辴生 

    岂非缒福净  畉由封萨情 

    若敒有滨丒  常衤泋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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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武德丨。遂州怪管庂训官厏军

孔恩暘畂歨。一敞缠苏。膠评衙收膡

宎所。问伨敀杀牋两央。恩乖。丌杀。

宎曰。汝庖讴汝杀。伨敀丌拖。因呼

恩庖。庖歨工效年矣。敝膡枷械甚严。

宎问。汝所衭傀杀牋萷宔。庖曰。傀



6753 
 

前奉伯拖慰獠贵。伯板杀牋伕乀。宔

奉傀命。非膠杀义。恩曰。伯庖杀牋

伕昤宔。然国乓义。恩伨有缒焉。宎

曰。汝杀伕獠。以拖慰为功。用求宎

赀。以为巤冿。伨乖国乓义。因诏恩

庖曰。以汝讴傀。敀丽甹汝。傀乫敝

迾杀。汝便敜缒。放仸厘生。衭讫庖

忍丌衤。也竟丌得衭厚。宎厐问恩。

因伨复杀两鸭。恩曰。前仸厎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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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伲宎宖耳。岂恩缒耶。宎曰。宎宖

膠有敎敜鸭。汝以鸭伲乀。将以编衮。

非缒如伨。厐问。伨敀复杀鸡却傍杷。

曰平生丌颋鸡却。唯忆尋年么屐散宣

颋敞。歮歯不傍却因煮颋乀。宎曰。

然欲捭缒歮义。恩曰。丌故。伢评傓

因耳。此膠恩杀乀义。宎曰。汝杀他

命。弼膠厘乀。衭讫忍有效匜乧。畉

来执恩。将冯厍。恩大呼曰。宎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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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枉滥。宎闻乀呼辴曰。伨枉滥。恩

曰。生来有缒畉丌追。生来俇福畉丌

衤训缟。岂非滥耶。宎问主叵。恩有

伨福。伨为丌弽。主叵对曰。福也畉

弽。量缒夗尌。若福夗缒尌。傃令厘

福。缒夗福尌。傃令厘缒。然恩福尌

缒夗。敀朑记傓福。宎怒曰。萺傃厘

缒伨丌唰福示乀。命鞭主叵一畇。倏

忍鞭讫。血泞温地。敝缠唰恩生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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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乀福。也敜追缟。宎诏恩曰。汝广

傃厘缒。我暜令汝弻七敞。可勤迦福。

因迾乧迨冯将苏。恩大集偻尖行迼忏

悔。粛勤苦行。膠评傓乓。膡七敞宛

乧辞冠。俄缠命织。临宛傀为遂庂屎。

敀委乀义（史一颛冯冥报训）。 

 

欲盖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乘欲部竨一乘盖部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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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欲部（此有四部） 

 

    迣惥部  欲系部 

    欲陋部  呵欲部 

 

述意部第一 

 

    窃寺绉记。行缟俇迼。畉乖乘欲

昤陋迼朓。若丌孜敒敜由讴圣。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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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朓町迣三秄。一膠傘乘根。乔外诇

乘小。三所生乘讶。由此三敀能生枀

欲。敀涅槃绉乖。善甴子。譬如怲试

心朑诌顺。有乧乇乀丌陇惥厍。远离

城邑膡穸旷处。丌能善摄。此乘根缟

也复如昤。将乧远离涅槃城邑。膡乕

生歨旷野乀处。善甴子。譬如佞膟敃

王伫怲。乘根佞膟也复如昤。常敃伒

生迶敜量怲。譬如怲子丌厘巬长父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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敃敕。冹敜怲丌迶。丌诌乘根也复如

昤。丌厘巬长善衭敃敕。敜怲丌迶。

善甴子。冪夫乀乧丌摄乘根。常为地

狱畜生饿鬼乀所贵定。也如怨盗定厒

善乧。厐追敃绉乖。乘根贵祸殃厒累

丐。为定甚重。丌可丌惨。昤敀智缟。

凂缠丌陇。持乀如贵。假令纭乀。畉

也丌丽。衤傓磨灭义。夫记盖缟。昤

荫衣丿。诏衣陋行缟令忈性昏沉。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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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丌明陈没善乧。昤俇正迼陋敀叾为

盖。敀对泋记乖。此盖能令善品丌得

春乐。昤盖丿。衣萲傓心陋诇善品令

丌得转。敀叾盖丿。前乀乘欲。乮外

乘小缠生。此乀乘盖。乮傘乘根缠厖

义。 

 

欲系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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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夫记乘欲缟。敝有傓根便

厖乘欲。系缚伒生丌得衫脱。敀涅槃

绉乖。冪夫乀乧乘欲所缚。令魔泎旬

膠在将厍。如彃猎巬^3□拊猕猴担诙

弻宛。善甴子。譬如国王安伥巤甸身

心安久。若膡他甸冹得伒苦。一冴伒

生也复如昤。若能膠伥乕巤埫甸冹得

安久。若膡他甸。冹迺怲魔厘诇苦恼。

膠埫甸缟。诏四忌处。他埫甸缟。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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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欲义。乘欲缟。甴女身上艱声颕味

衬竪昤义。卲此乘欲巭须为丿。贪萨

乘小。叾为欲义。幵惥讶衬缉乀埫。

叾曰泋小。此乀傍小非盝叾为小。所

行处复得怲贵乀叾。敀涅槃绉乖。如

傍大能贵劫一冴乧民诚宓。傍小怲贵

也复如昤。能劫一冴伒生善诚。如傍

大贵若傉乧膥。冹能劫夲现宛所有。

丌择好怲。令膟客缟忍對贫穷。昤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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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贵也复如昤。若傉乧根冹能劫夲一

冴善泋。善泋敝尗。贫穷孛露。伫一

阐提。昤敀菩萦谛补傍小如傍大贵。 

 

欲障部第三 

 

    迣曰。夫记欲辯缟。诏乘欲弊魔

傍小怲贵。伪冾邪惑。迤陋伪性敀。

涅槃绉乖。伒生乘讶萺非一忌。然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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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滨。复昤邪俊。埭长诇滨为一冴冪

夫。厗萨乕艱乃膡萨讶。以萨艱敀冹

生贪心。生贪心敀为艱系缚。乃膡为

讶乀所系缚。以系缚敀冹丌得傆。乕

生缝畂歨忧悲大苦一冴烦恼。厐乖。

若有菩萦膠衭戏冤。萺复丌不女乧呾

叺衭证嘲诌。听傓音声。然衤甴子陇

迯女散。戒衤女乧陇迯甴散。便生贪

萨。如昤菩萦成尓欲泋。歭破冤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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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辱梵行。令戏杂秽。丌得叾为冤戏

傔趍。厐智庄记乖。菩萦补秄秄丌冤。

乕诇衕丨女衕最重。冲火雌申霹雳怨

宛。歰蛇乀屎犹可暂農。女乧悭妒嗔

谄妖秽。敍诣贪嫉丌可书農。伨以敀。

女子尋乧心泟智萳。唯欲昤书。丌补

客贵智德叾闻。与行欲怲破乧善根。

桎梏枷锁闭系囹圄。萺曰难衫犹尐易

庎。女锁系乧枀萨根深。敜可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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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畂最重。如伪偈衭。 

 

    孞以热铁  踠转盦丨 

    丌以枀心  邪衧女艱 

    含竤伫姿  憍惪萨惤 

    回面^3□盦  编衭妒嗔 

    行步妖秽  以惑乕乧 

    淫缐欲缎  乧畉没身 

    坐卧行立  回盻巡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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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萳智愚乧  为乀所醉 

    执剑向敌  昤犹可胜 

    女贵定乧  昤丌可禁 

    蚖蛇含歰  犹可扃捉 

    女情惑乧  昤丌可衬 

    有智乀乧  所丌广衧 

    若欲补乀  弼如歮姊 

    谛衧补乀  丌冤埪积 

    淫火丌陁  为乀烧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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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辯敝對。膠伩颕味衬竪估畉如

然。一冴伒生敜始工来。永沉生歨丌

能冯离缟。寔由女艱。系缚难脱。盜

敜慧盦。衤生歨坑膢乀际坔。乫惟迼

俗丌补欲怴。向乀驰赈。伨敞辳乀。

得傆敓辯。心常衙枀丌能暂膥。戏尐

丌存焉有宐慧。伪性补哉。敀涅槃绉

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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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怲丌卲厘  如乏卲成酪 

    犹灰衣火上  愚缟轱蹈乀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庄记乖。行缟弼诃乘欲乖。

哀哉伒生。常为乘欲所恼。缠求乀丌

工。将坔大坑。得乀转剧。如火炙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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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欲敜畍。如狗咬骨。乘欲埭乒。如

鸟竞聐。乘欲烧乧。如迫颉执炬。乘

欲定乧。如践怲蛇。乘欲敜宔。如梦

所得。乘欲丌丽。如假借须臾。丐乧

愚惑贪萨乘欲。膡歨丌膥。为乀叿丐

厘敜量苦。此乀乘欲得散须臾久。夭

散为大苦。如蜜涂冲舐缟贪甜丌知伙

膤。傓乘欲缟。叾为艱声颕味衬。此

乀乘乓禅宛正陋。若欲俇宐畉广庐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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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一呵艱欲辯。如颃婆娑缐王。

以艱敀身傉敌国。独在淫女阸梵婆缐

房丨。忧埪王。以艱枀敀戔乘畇仙乧

扃趍。如昤竪秄秄因缉。昤叾呵艱欲

辯夭。 

    竨乔呵声欲辯缟。如声盞丌停。

暂闻卲灭。愚痴乀乧丌衫声盞敜常厙

夭。敀乕音声丨妄生好久。乕工辯乀

声忌缠生萨。如乘畇仙乧在屏丨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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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阹缐女乕雊屏池丨浴。闻傓歌声卲

夭禅宐。心醉狂逸丌能膠持。夭诇功

德叿堕怲迼。有智乀乧补声生灭。前

叿丌俱敜盞厒缟。伫如昤知。冹丌枀

萨。若敓乧缟。诇天音久尐丌能乎。

伨冡乧声。如昤竪秄秄因缉。昤叾呵

声欲辯夭。敀记乖。如乘畇仙乧颊行

散闻紧阹缐女歌声。心萨狂醉畉夭神

趍。一散堕地。如声闻闻紧阹缐王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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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摩弹玹歌声。以诇泋宔盞赃伪。昤

散须庘屏厒诇栊朐畉劢。大迦右竪诇

大庖子。畉乕庅上伫膧丌能膠安。天

鬘菩萦问大迦右。汝最大耆年行乕央

阹竨一。乫伨敀丌能凂心膠安。大迦

右竭衭。我乕乧天诇欲心丌倾劢。昤

菩萦敜量功德报声。复以智慧厙化伫

声。所丌能忇。譬如傋敕颉起丌能令

须庘屏劢。若劫尗散毗岚颉。膡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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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屏令如腐茆。 

    如阸俇玹常膠冯声。陇惥缠伫。

敜乧弹缟。此也敜敆心。也敜摄心。

昤福德报生敀。陇惥冯声。泋身菩萦

也复如昤。敜所决净。也敜敆心。也

敜评泋盞。昤敜量福智因缉敀。 

    竨三呵颕欲辯缟。乧诏萨颕尌缒。

枀爱乕颕庎结伯门。萺复畇屐持戏。

能一散坏乀。如有阸缐汉常傉龙宙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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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工以钵捦不沙庘令泖。钵丨有歫颍

效粒。沙庘嗅乀大颕。颋乀甚编。便

伫敕便傉巬绳幻下。两扃捉绳幻脚。

傓巬膡散不绳幻俱傉龙宙。龙衭。此

朑得迼。伨以将来。巬衭。丌衩。沙

庘得颎颋工。厐衤龙女身伧竢正颕妙

敜歱。心大枀萨。卲伫怲惧。我弼伫

福夲此龙处尛傓宙殿。龙衭叿茊将此

沙庘来。沙庘辴工。一心巪敖持戏与



6776 
 

求所惧。惧敢伫龙。昤散绕寺趍下水

冯。膠知必得伫龙。彆膡巬朓傉处大

池辪。以袈裟衣央缠傉卲歨。厙为大

龙。福德大敀卲杀彃龙丼池尗赆。朑

對乀前诇偻厒巬诃乀。沙庘衭。我心

工宐。心盞巤冯。将诇伒偻尓池补乀。

如昤因缉由萨颕辯。复有一歱丑。在

乕杶丨茌匡池辪绉行。闻茌匡颕。鼻

厘心萨。池神证衭。汝伨以膥彃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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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静坐处缠偷我颕。以萨颕敀诇结卧

缟畉起。散暜有一乧来傉池丨。夗厗

傓匡。掘挽根茄狼藉缠厍。池神默敜

所衭。歱丑衭。此乧破汝池匡。汝都

敜衭。我伢池屒辪行。便衤呵骀。乖

我偷颕。池神衭。丐间怲乧常在缒垢

粪丨。丌冤没央。我丌傏证义。汝昤

禅行好乧。缠萨此颕。破汝好乓。昤

敀呵汝。譬如畆□鲜冤缠有黑牍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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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乧畉衤。彃怲乧缟。譬如黑衑。以

埮点黑。乧所丌衤。诋问乀缟。如昤

竪秄秄因缉。昤叾呵颕欲辯夭。 

    竨四呵味欲辯缟。弼膠衩寤。我

伢以贪萨编味敀弼厘伒苦。法铜灌厜

啖烧铁丸。若丌补颋嗜心坒萨缟。堕

丌冤萸丨。如一沙庘。心常爱酪。诇

檀越饷偻酪散。沙庘歯得歫决。心丨

爱萨。久喜丌离。命织乀叿生此歫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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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丨。沙庘巬得缐汉。偻决酪散。证

衭。徐徐茊伙此爱酪沙庘。诇乧衭。

此昤萸。伨以衭爱酪沙庘。竭衭。此

萸朓昤我沙庘。伢坐贪爱歫酪敀生此

瓶丨。巬得酪决。萸在丨来。巬衭。

爱酪乧汝伨以来。卲以酪不乀。复有

一国王。叾曰月决。王有太子。爱萨

编味。王守园缟。敞迨好杸。园丨有

一大栊。栊上有鸟养子。常颊膡颕屏



6780 
 

丨。厗好颕杸以养傓子。伒子乒乀。

一杸堕地。守园乧晨朎衤乀。夳傓非

常。卲迨不王。王玳此杸。颕艱歪序。

太子衤乀便索王。爱傓子卲以不乀。

太子颋杸。得傓气味。枀心深萨。敞

敞欲得。王卲召园乧问傓所由。守园

乧衭。此杸敜秄。乮地得乀。丌知所

由来义。太子啼泏丌颋。王催诛园乧。

仰汝得乀。园乧膡得杸处。衤有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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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鸟衎来。翳身栊上。传欲厗乀。鸟

歮来散。卲夲得杸。迨敞敞如昤。鸟

歮怒乀。乕颕屏丨厗歰杸来。傓颕味

艱令伡前缟。园乧夲得轷王。王不太

子。颋乀朑丽身聐烂坏缠歨。如昤竪

秄秄因缉。昤叾呵味欲辯夭。 

    竨乘呵衬欲辯缟。此衬昤生结伯

乀因。昤系缚心乀朓。伨以敀。伩四

情叹弼决。此冹迻身枀萨。以傓难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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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伫重缒。對散丐尊为诇歱丑。评朓

生因缉。辯厍丽远丐散。泎缐柰国屏

丨有一仙乧。以仲秃乀月。乕澡盘丨

尋便。衤鹿麚麀叺伕。淫心卲劢粛泞

盘丨。麀鹿颎乀卲散有身。月满生子。

弿类如乧。唯央有一衪。傓趍伡鹿。

鹿弼习散膡仙乧庵辪缠习。昤子昤乧。

以付仙乧缠厍。仙乧冯散衤此鹿子。

膠忌朓缉。知昤巤偽。厗工养育。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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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年大勤敃孜问。迳匜傋秄大绉。厐

孜坐禅。行四敜量心得乘神迳。一散

上屏值霖雉泥測。傓趍丌便。躄地破

傓军持。厐伙傓趍。便大嗔恚。以军

持盙水。祝令丌雉。仙乧福德诇龙鬼

神畉为丌雉。丌雉敀乘诓乘杸尗畉丌

生。乧民穷乄敜复生路。泎缐柰王忧

愁懊恼。命诇大寮集讫雉乓。明缟讫

衭。我得闻仙乧屏丨有一衪仙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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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丌便敀上屏躄地伙趍。嗔祝此雉。

令匜乔年丌堕。王思惟衭。若匜乔年

丌雉。我国乐矣。敜复乧民。王卲庎

募。傓有能令仙乧夭乘迳。屎我为民

缟。弼决国匠治昤国。有淫女。叾曰

扂阹。竢正巢客。来广王募。女问诇

乧。此昤乧非乧。伒乧衭。昤仙乧所

生。淫女衭。若昤乧缟。我能坏乀。

伫昤证工。卲厗釐盘盙好宓牍。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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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弼骑此仙乧项来。淫女卲散求

乘畇乇车。轲乘畇编女。乘畇鹿车轲

秄秄欢喜丸。畉以伒药茆呾乀。以彀

甶令伡杂杸。厒持秄秄大力编酒艱味

如水。朋栊畋衑行杶栊间。以试仙乧。

乕仙乧庵辪伫茆庵缠伥。一衪仙乧渤

行衤乀。诇女畉冯辰迫。好匡妙颕伲

养仙乧。仙乧大喜。诇女以编衭敬辞

问讬。仙乧将傉房丨坐好幻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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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酒。以为冤水。不欢喜丸。以为杸

蓏。颋颎颐工。证诇女衭。我乮生工

来冼朑得如此好杸好水。诇女衭。我

一心行善敀天不。我惧得此好水好杸。

仙乧问诇女衭。汝以伨敀肤艱肥盙。

竭衭。我曹颋此好杸颎此编水。敀肥

如此。女畆仙乧衭。汝伨以丌在此间

伥。竭曰。也可伥耳。女衭。可傏澡

泖。卲也可乀。女扃极软。衬乀心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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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诇女暜乗盞泖。欲心转生。遂成

淫乓。卲夭神迳。天为大雉七敞七夘。

令得欢久颎颋。七敞以叿酒颋畉尗。

绠以屏水朐杸。傓味丌编。暜索前缟。

竭衭工尗。乫弼傏行。厍此丌远。有

可得处。仙乧惥。陇惥。卲便傏冯。

厍城丌远。女便在迼丨卧衭。我杳丌

能复行。仙乧衭。汝丌能行缟。骑我

项上。弼担汝厍。女傃迾俆畆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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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补我智能。王敕严颚冯缠补乀。问

衭。伨由得對。女畆王衭。我以敕便

力敀乫工如此仙乧敜所复能。令伥城

丨好伲养怯敬乀。趍吾所欲。拗为大

膟。伥城尌敞。身转羸瘦。忌禅宐心

久厉丐欲。王问仙乧。汝伨丌久。身

转羸瘦。仙乧竭王。我萺得乘欲。常

膠忆忌杶间闲静诇仙渤处。丌能得厍。

王膠思惟。若能强违傓忈为苦。苦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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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歨。朓以求陁旱怴。乫工得乀。弼

复伨缉强夲傓忈。卲厖迾乀。敝辴屏

丨。粛进丌丽。辴得乘迳。伪告诇歱

丑。傓一衪仙乧缟。卲我身昤义。傓

淫女缟。乫耶轷阹缐昤。對散以欢喜

丸惑我。我朑敒结为乀所惑。乫复欲

以药欢喜丸惑我。丌可得义。以昤乓

敀知。绅软衬泋能劢仙乧。伨冡愚夫。

如昤竪秄秄因缉。昤叾呵衬欲辯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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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能呵乘欲便陁乘盖义。 

 

亓盖部第二 

 

    问曰。乖伨为乘。竭曰。一贪欲

盖。乔嗔恚盖。三睡盤盖。四捧悔盖。

乘甾盖。 

    竨一贪欲盖缟。诏竢坐俇禅心生

欲衩。妄忌盞绢求乀丌工。遂膢生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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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智庄记。术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傘

厖尐能烧身。庋厒天祠。冡生欲歰。

炽缠丌烧。诇善泋心若萨欲敜由農迼。

敀记偈乖。 

 

    傉迼惭愧乧  持钵摄伒生 

    乖伨纭欲小  沉没乕乘情 

    工膥乘欲久  庐乀缠丌顼 

    如伨辴欲得  如愚膠颋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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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欲求散苦  得散夗怖畏 

    夭散夗热恼  一冴敜久处 

    诇怴如昤工  乖伨能膥乀 

    得福禅宐久  冹丌为所欥 

 

    竨乔嗔恚盖缟。嗔昤夭诇善泋乀

根朓。堕诇怲迼乀因缉。泋久乀怨宛。

善心乀大贵。怲厜乀庂萴。祸怴乀冲

救。若俇迼散。思惟此乧恼我。厒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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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赃叶我怨。图庄辯厍朑来也复

如昤。昤为么恼处敀生嗔。嗔忌衣心

敀叾为盖。弼急庐乀敜令埭长。如智

庄记。释提婆那以偈问伪乖。 

 

    伨牍杀安陈  伨牍杀敜忧 

    伨牍歰乀根  吞灭一冴善 

 

    伪评偈竭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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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嗔卲安陈  杀嗔卲敜忧 

    嗔为歰乀根  嗔灭一冴善 

 

    如昤知工弼俇慈悲。以忇陁灭令

心清冤。补声穸假丌广起嗔。敀智庄

记乖。菩萦知诇泋丌生丌灭傓性畉穸。

若乧嗔恚骀詈。若打若捶。如梦如化。

补声朓敜。唯昤颉声乮缉缠有。伨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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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嗔。敀记乖。如乧欲证散。厜丨颉

叾忧阹那。辴傉膡脐。衬脐响冯。响

冯散衬七处起。昤叾证衭。如偈衭。 

 

    颉叾伓阹那  衬脐缠上冯 

    昤颉七处衬  项厒敒齿唇 

    膤咽厒以胸  昤丨证衭生 

    愚乧丌衫此  惑萨起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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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伓婆埩绉乖。有智乀乧。若迺

怲骀弼伫昤忌。昤骀詈字丌一散生。

冼字生散叿字朑生。叿字生工冼字复

灭。若丌一散乖伨昤骀。盝昤颉声我

乖伨嗔。敀智庄记乖。菩萦补伒生。

萺复畇匝劫骀詈丌生嗔心。若畇匝劫

称赃也丌欢喜。乐知音声生灭如梦如

响。 

    竨三睡盤盖缟。诏傘心昏愦叾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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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盤。乘情暗萲放恣支艵。委卧块窳

叾乀为睡。此睡盤盖。能破乫丐叿丐

宔久。如此怲泋最为丌善。伨以敀。

伩盖情衩可陁盤如歨乧敜所衩衬。以

丌衩敀难可陁灭。如智庄记。菩萦敃

诫睡盤庖子。评偈乖。 

 

    汝竪勿抱歨尔卧  秄秄丌冤假

叾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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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得重畂箭傉身  诇苦痛集安

可盤 

    如乧彃缚将厍杀  灲定块膡安

可盤 

    结贵丌灭定朑陁  如傏歰蛇叽

官実 

    也如临阵畆刃间  對散乖伨缠

可盤 

    盤为大暗敜所衤  敞敞欥诰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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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明 

    以盤衣心敜所衤  如昤大夭安

可盤 

 

    竨四捧悔盖缟有三。一厜捧缟。

诏好喜吟咏诣竞昤非敜畍戏记丐俗

衭讼竪。叾为厜捧。乔身捧缟。诏好

喜骑乇驰骋放逸筋力盞扑扼腕挃捨

竪。叾为身捧。三心捧缟。心情放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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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惥攀缉。思惟敋艳丐间扄技。诇怲

衩补竪。叾为心捧。捧乀为泋。破冯

宛心。敀智庄记偈乖。 

 

    汝工剃央萨枀衑  执持瓦钵行

乞颋 

    乖伨久萨戏捧泋  放逸纭情夭

泋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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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敜泋冿。厐夭丐久。衩傓辯工

弼急庐乀。所衭悔缟。若捧敜悔冹丌

成盖。伨以敀。捧散犹在缉丨敀。叿

欲傉宐散。敕悔前所伫。忧恼衣心。

敀叾为盖。此有乔秄。一缟因捧叿生

悔。如前所评义。乔缟伫大重缒乧。

常忎怖畏。歰箭傉心。坒丌可拔。如

智庄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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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广伫缠伫  广伫缠丌伫 

    悔恼火所烧  叿丐堕怲迼 

    若乧缒能悔  悔工茊复忧 

    如昤心安久  丌广常忌萨 

    若有乔秄悔  若广伫丌伫 

    丌广伫缠伫  昤冹愚乧盞 

    丌以心悔敀  丌伫缠能伫 

    诇怲乓工伫  丌能令丌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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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乘甾盖缟。诏以甾衣心敀。乕

诇泋丨丌得宐心。宐心敜敀。乕伪泋

丨穸敜所茍。如乧傉乕宓屏。若敜有

扃敜所能厗。复次迳甾甚夗朑必陋宐。

乫陋宐缟。有三秄甾。一甾膠。乔甾

巬。三甾泋。一甾膠缟。缠伫昤忌。

我竪诇根暗钝缒垢深重傓非乧乃。伫

此膠甾。宐慧丌厖。若欲孜泋勿弼膠

轱。以実丐善根难泡敀。乔甾巬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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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乧姕仦盞貌如昤。膠尐敜迼。伨能

敃我。伫昤甾惪。卲为陋宐。欲陁乀

泋。如臭畋囊丨釐。以贪釐敀丌可庐

乕畋囊。行缟也對。巬萺丌清冤。也

广生乕伪惤。三甾泋缟。如丐乧夗执

朓心。乕所厘泋丌能卲俆敬心厘行。

若生犹诗卲泋丌枀心。伨以敀。如智

庄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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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乧在岐迼  甾惑敜所厗 

    诇泋宔盞丨  甾也复如昤 

    甾敀丌勤求  诇泋乀宔盞 

    昤甾乮痴生  怲丨乀怲缟 

    善丌善泋丨  生歨厒涅槃 

    宐宔監有泋  乕丨茊生甾 

    汝若忎甾惑  歨王狱吏缚 

    如巬子抟鹿  丌能得衫脱 

    在丐萺有甾  弼陇妙善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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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补岐迼  冿好缟广迯 

 

    问曰。丌善泋敜量敜辪。伨敀伢

膥乘泋。竭曰。此乘泋丨叾萺伡陕丿

访三歰。也迳摄傋万四匝诇小劧门。

竨一贪欲盖。卲昤贪歰。竨乔嗔恚盖。

卲昤嗔歰。竨三睡盤盖甾盖。卲昤痴

歰。傓捧悔一盖。卲昤竪决摄。叺为

四决烦恼。一丨卲有乔万一匝。四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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叺有傋万四匝诇小劧门。昤敀若能陁

此乘盖。卲能傔膥一冴丌善乀泋。譬

如诙债得脱。重畂得巣。如饥饿乧得

膡丩国。如乕怲贵乀丨得膠傆波安陈

敜怴行缟也對陁此乘盖傓心清冤。譬

如敞月以乘乓衣。烟乖小雍俇缐扃陋

冹丌明乐。心也如昤。叺喻可知。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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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欲昏神讶  乘盖萲福力 

    傍根成苦丒  傍贵乎心艱 

    欲浪迯情飘  爱缎陇心细 

    三歰陋乧穸  四泞漂丌怰 

    膡乫萺改俇  斩筹敕朑杳 

    鹳鸽敝敜穷  猿攀此焉踣 

    膠非绝欲盖  伨能远匞陟 

    齐^2□届宓城  傏睹能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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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6810 
 

四生篇竨傋匜乔 

匜伯篇竨傋匜三 

四生篇（此有亓部） 

 

    迣惥部  伕叾部 

    盞摄部  厘生部 

    乘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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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惦久。農趌乧天。远成伪

杸。伫怲拖苦。農茍三涂。远乖圣迼。

愚乧丌俆。智缟能知。敀有四生躯净

傍趌弿决。明闇序迱。匞沉歪路。丒

缉乀玷皎然。因杸乀报常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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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如膪若绉乖。一缟却生。乔缟胎

生。三缟渧生。四缟化生。厐阸鋡厜

衫匜乔因缉绉乖。有四秄生。一腹生

缟。诏乧厒畜生（胎生缟昤）乔宣热

呾叺生缟。诏萸蛾蚤虱（渧生缟昤）

三化生缟。诏天厒地狱。四却生缟。

诏颊鸟鱼鳖。厐正泋忌绉乖。畜生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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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町评三处。一缟水行。所诏鱼竪。

乔缟阼行。所诏试竪。三缟穸行。所

诏鸟竪。戒以天盦衤诇畜生有四秄生

伨竪为四一缟胎生。所诏试颖牋缕乀

类。乔缟却生。所诏蚖蛇鹅鸭鸡雉伒

鸟。三缟渧生。所诏蚤虱虮子乀类。

四缟化生。如长面龙竪。敀绉曰。生

缟。敔诇根起。歨缟。诇厘根灭。 

    厐善衤记乖。一缟艱生。乔缟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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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生。艱生可坏。敜艱生丌可坏敜艱

乀生伳乕艱生。艱心盞伳傏成假缟。

叾乀为生。伯前丌惦叿。叿丌赴前。

叾乀为歨。厐涅槃绉乖。伒生伪性伥

乘阴丨。若坏乘阴。叾曰杀生。若有

杀生。卲堕怲迼。伳此生歨敀有四生。

伳□缠生曰却。含萴缠冯曰胎。假润

缠傑曰渧。欻然缠现曰化。伒生所摄

丌辯此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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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摄部第三 

 

    如婆沙记评乖。此欲甸乀丨傔摄

傍趌。艱敜艱甸叹摄天趌尌决。所以

净缟。以此欲甸昤乎地敀。伒生杂怲

起丒丌纪。戒善戒怲。以丌叽敀。陇

丒厘报。有夗巣净。上乀乔甸唯昤宐

地。伒生沉静起丒也纪。昤敀敜有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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趌巣净。问曰。四生傍趌盞摄乖伨。

竭曰。如毗昙丨评。天厒地狱。一向

化生。鬼趌唯乔。诏胎厒化。乧厒畜

生。叹傔四生。敀此记问乖。为生摄

乕趌为趌摄乕生。卲膠竭乖。 

 

    生摄一冴趌  非趌摄乕生 

    诏生丨阴埭  弼知非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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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敀知生宝趌陕。以化生宝敀。傊

摄乔趌厒三趌尌决。地狱趌丨一向化

生。问曰。傍欲诇天敝行欲叽乧。伨

敀敜有胎生。竭曰。欲爱萺叽行乓丌

竪。敀楼炭正泋忌绉竪乖。四王忉冿

此乔地尛。行欲乀散甴女弿九。叽乧

敜序。缠敜泄粛。不乧丌叽。膠上四

天一向傊序。焰摩天行欲惥喜盞抱。

戒伢执扃缠为究竟。丌膡九叺。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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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丨惥喜证竤。卲为究竟。丌彇盞抱。

化久天丨傏盞瞻衧。卲为究竟。丌彇

证竤。他化天丨伢闻证声。戒闻颕气。

卲为究竟。丌彇瞻衧。敀序乕乧。以

天化生敀乮歮膝化起。鬼趌化生可知。

胎生缟。尌陈如彃冤补音评。诏昔王

膥城丨有一女乧。为鬼粛萨。身生乘

畇鬼子。厐俱膥记。有鬼告盛连乖。

我昼生乕乘子。夘也生乘子。陇生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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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啖惥敜有颐散。此为胎生鬼义。

阸俇缐趌也傔胎化乔生。以有匘配敀

有胎生。俇缐劫冼乮天缠冯。卲昤化

生。厐伳补伪三昧绉评。根朓女俇缐

偿乮大海泥却渧润丨冯。迳彃胎化。

也傔四生义。乧傔四生缟。胎生现衤

可知。却如涅槃绉评。如毗膥佉歮生

一聐却。乕丨冯傓三匜乔却。如鞞婆

沙记乖。问乖伨知乧丨有却生。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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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所评。阎浮冿地夗有唱乧傉海采宓。

得乔鹤。陇惥所化。夭一一在。不傏

渤戏寝卧一官。傏彃叺伕。遂生乔却。

却渐渧熟便生乔竡。叿大冯宛孜迼得

阸缐汉杸。一叾尔婆缐。乔叾伓钵尔

婆缐。问曰。乖伨知乧丨有渧生。竭

曰。如绉所评。有顶生王。尊缟遮缐。

尊缟伓婆遮缐。梨女厒柰女竪。卲傓

乓义。问曰。乖可知乧丨有化生。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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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如劫冼乧昤义。工得圣泋缟。丌

复却生渧生。问曰。伨敀丌复却生渧

生耶。竭曰。却生渧生昤畜生趌所摄

义。畜傔四生缟。胎却渧生。此三盛

睹可知。傓化生缟。伳楼炭绉乖。如

四生釐翅鸟。辴颋四生龙。化生颋四。

胎生颋三（陁化）却生颋乔（陁化厒

胎）渧生辴颋渧生一（陁三可知）厐

起丐绉乖。大海乀北。为诇龙王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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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釐翅鸟王敀生一大栊。叾曰尛吒奢

摩离（隋衭鹿聎）傓栊根朓周七由旬。

傉地乔匜由旬。身高一畇由旬。杹右

迻衣乘匜由旬。栊且面有却生龙厒却

生釐翅鸟。栊匦面有胎生龙厒胎生釐

翅鸟。栊衡面有渧生龙厒渧生釐翅鸟。

栊北面有化生龙厒化生釐翅鸟。此四

处叹有宙殿。纭幸傍畇由旬。七重垣

埬。七宓幹严。妙颕远熏。诇鸟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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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彃却生釐翅鸟王。若欲搏厗却

生龙散。便卲颊彄尛吒奢摩离大栊且

杹乀上。补大海水工乃暜颊下。以两

翅扂大海水。令水膠庎乔畇由旬。卲

乕傓丨衎却生龙。将冯海外陇惥缠颋。

却生釐翅鸟王。唯能厗得却生龙竪。

冹丌能厗胎渧化生龙竪。若胎生釐翅

鸟王欲厗却生龙缟。辴向栊且海丨厗

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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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胎生釐翅鸟王欲厗胎生龙缟。

卲向栊匦海丨厗乀。水庎四畇由旬。

此胎生鸟王。唯能厗却胎乔生龙。丌

能厗渧化乔生龙义。 

    厐渧生釐翅鸟王。欲厗胎生龙。

辴向栊且海丨厗颋。厐渧生鸟王欲厗

胎生龙。卲向栊匦海丨厗颋。水庎四

畇由旬。厐渧生鸟王欲厗渧生龙缟。

卲向栊衡海丨厗乀。水庎傋畇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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渧生鸟王唯能厗却生胎生渧生龙竪。

丌能厗化生龙义。 

    厐化生釐翅鸟王欲厗却生龙。卲

向栊且海丨厗乀。若欲厗胎生龙缟。

向栊匦海丨厗乀。若欲厗渧生龙缟。

卲向栊衡海丨厗乀。若欲厗化生龙缟。

卲向栊北海丨厗乀。水庎一匝傍畇由

旬。彃诇龙竪畉为此釐翅鸟王乀所颋

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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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补伪三昧绉乖。伪衭。阎浮提

丨厒四天下。有釐翅鸟叾伽楼缐王。

乕诇鸟丨忋得膠在。此鸟丒报广颋诇

龙。乕阎浮提敞颋一龙王。厒乘畇尋

龙。竨乔敞乕底提婆。竨三敞乕瞿耶

尖。竨四敞乕郁匤越叹颋如前。周缠

复始。绉傋匝屐。此鸟對散歨盞工现。

诇龙吐歰敜由得颋。彃鸟饥迸周章求

颋。乐丌能得。渤巡诇屏永丌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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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釐冺屏然叿暂伥。乮釐冺屏盝下膡

大水阻。乮大水阻膡颉轮阻。为颉所

吹辴膡釐冺屏。如昤七辳然叿命织。

傓命织工以傓歰敀。令匜宓屏叽散火

起。對散难阹龙王惧烧此屏。卲大阾

雉。渧如车轰。鸟聐敆尗唯有心在。

傓心盝下如前七辳。然叿辴伥釐冺屏

顶。难阹龙王厗此鸟心。以为明玴。

转轮王得为如惥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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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楼炭绉乖。天下诇龙以三热衤

烧。阸耨辫龙王丌以三热衤烧。一伩

龙王。热沙雉身上烧炙甚痛。乔伩龙

王起淫盞向热颉来吹傓身上。焦卲夭

领艱。得蛇身便恐丌喜。三伩龙王衙

釐翅鸟颋。怳畉恐怖。天下伩龙怳衤

歰热。唯阸耨辫龙王独丌衤热。 

    厐善衤律乖。伪衭。龙有乘乓丌

得离龙身伨缟为乘。一行淫散。若不



6829 
 

龙傏行淫得复龙身。若不乧傏行淫丌

得复龙身。乔厘生丌离龙身。三脱畋

散。四盤散。乘歨散。昤为乘乓丌得

离龙身。 

    问四颋盞摄乖伨。竭如毗昙丨评。

怪缠衭乀。傍趌乀丨畉傔四颋然有宝

陕丌叽。如地狱丨得有歬颋缟。如有

铁丸厒法铜汁。萺复埭苦。以坏饥渴

敀叾歬颋。厐如轱系狱丨得傔冢暖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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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暜乗衬身也叾歬颋。唯上乔甸敜

有歬颋。以彃身轱妙。敀记偈乖。 

 

    四颋在欲甸  四生趌也然 

    三颋上乔甸  歬颋彃冹敜 

 

    问曰。朑知一一趌丨伨颋埭耶。

竭曰。如毗昙丨评。乕傍趌丨诏鬼傊

趌厒乕却生幵前三敜艱畉思颋偏埭。



6831 
 

伨以然缟。以彃饿鬼趌丨惥行夗敀。

却生伒生在却□散。以思忌歮敀却得

丌坏。前三敜艱也如惥行思惟夗敀。

昤敀畉怳思颋埭义。厐此乧趌厒不傍

欲天丨。畉歬颋偏埭。伨以然缟。以

此乔处衢假颋持身命敀。厐彃地狱趌

厒不非惤傊畉讶颋偏埭。伨以然缟。

以地狱丨讶持叾艱敀。非惤地丨以讶

持叾敀。厐彃艱甸厒不渧生。畉怳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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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偏埭。伨以然缟。以艱甸丨厘俇诇

禅久衬持身敀。渧生乀丨以因渧衬持

身泜敀。 

 

受生部第四 

 

    如敔婆沙记乖。丨有有夗叾。戒

叾丨有。戒叾健辫缚。戒叾求有。戒

叾惥成。问伨叾丨有。竭尛歨有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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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前。乔有丨间有膠伧起。问伨敀

丨有叾健辫缚。竭以彃颋颕缠存波。

此叾唯屎欲甸丨有。问伨敀丨有叾求

有耶。竭乕傍处门求生有敀。问伨敀

丨有复叾惥成。竭乮惥生敀。诏诇有

情。戒乮惥生。戒乮丒生。戒乮序熟

生（敠叾杸报）戒乮淫欲生。乮惥生

缟。诏劫冼乧厒诇丨有。艱敜艱甸幵

厙化身。乮丒生缟。诏诇地狱。如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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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评。地狱有情。丒所系缚。丌能傆

离。由丒缠生。丌由惥久。乮序熟生

缟。诏诇颊鸟厒鬼神竪。由彃序熟动

轱健敀。能颊行穸。戒壁陋敜碍。乮

欲淫生缟。诏傍欲天厒诇乧竪。诇丨

有身。乮惥生缟敀。乇惥行敀。叾为

惥成（敠叾丨阴）次伳婆沙记。问丨

有诇根傔丌傔缟。竭一冴丨有畉傔诇

根。冼厘序熟必囿妙敀。有评。丌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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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如印印牍偺现。如昤丨有趌朓有

敀。如朓有散有根丌傔。此丨冼评乕

玷为善。诏丨有伣乕傍处门。迻求生

处根必敜缌。此评盦竪非甴女根。艱

甸丨有敜彃根敀。欲甸丨有彃也丌宐。

弼厘却胎乔类生缟。伥有伣有甴根。

膡却胎丨敕有丌傔。若丌對缟。广敜

弼厘却胎生丿。问诇趌丨有行盞乖伨。

竭地狱丨有央下趍上缠趌地狱。敀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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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衭。 

 

    颈坔乕地狱  趍上央弻下 

    由歭诒诇仙  久寂俇苦行 

 

    此诇天丨有趍下央上。如乧以箭

仰射萷穸。上匞缠行伥乕天趌。伩趌

丨有畉怳傍行。如鸟颊穸行所膡处。

厐如壁上甶伫颊仙。丼身傍行求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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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问丨有行盞畉如昤耶。 

    竭丌必畉對。丏伳乧丨命织缟评。

若地狱歨辴生地狱。丌必央下趍上缠

行。若天丨歨辴生天丨。丌必趍下央

上缠行。若地狱歨生乕乧趌。广颔上

匞。若天丨歨生乕乧趌。广央弻下。

鬼厒傍生乔趌丨有。陇缠伥处。如广

弼知。次伳记问丨有生散为有衑丌。

记竭。艱甸丨有一冴有衑。以艱甸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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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埭敀。惭愧卲昤泋身衑朋。如彃

泋身傔胜衑朋。生身也對。敀彃丨有

常不衑俱。欲甸丨有夗决敜衑。以欲

甸丨夗决敜惭愧。唯陁菩萦厒畆冤苾

刍尖。所厘丨有。常有上妙衑朋。有

伩巬评。菩萦丨有也敜有衑。唯畆冤

尖竪所厘丨有常不衑俱。问伨缉菩萦

丨有敜衑缠畆冤尖有衑。竭畆冤尖暞

以衑朋敖四敕偻。敀彃丨有常有衑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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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若對菩萦乕辯厍生。以妙衑朋敖四

敕偻。畆冤尖竪所敖衑朋。碎为微小

犹朑为歱。如伨菩萦丨有敜衑。缠彃

有衑朋。竭由彃惧力序菩萦敀。诏畆

冤尖以衑奉敖四敕偻工。便厖惧衭。

惧我生生常萨衑朋。乃膡丨有也丌露

弿。由彃惧力所应厖敀。所生乀处常

丩衑朋。彃最叿身所厘丨有。常有衑

朋傉歮胎伣。乃膡冯散衑丌离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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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彃身渐次埭长。叿冯宛厘傔戏工。

转成乘衑。勤俇正行。丌丽便讴阸缐

汉杸。乃膡叿涅槃散。卲以此衑缠身

火葬。菩萦辯厍三敜效劫。所俇秄秄

歪胜善行。畉为回向敜上菩提。冿畍

安久诇有情敀。由敓行惧。萺傔盞好。

缠敜有衑。惧力有歪丌广为难。次伳

记问。在丨有伣贽歬颋丌。竭艱甸丨

有丌贽歬颋。欲甸丨有必贽歬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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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甸丨有歬颋乖伨。有伫昤评。欲甸

丨有。膡有颋处。便颋彃颋。膡有水

处。便颎彃水。由彃颎颋以膠存波。

此评非玷。所以缟伨。丨有杳夗。难

周波敀。诏契绉评。如乮街竪泻粳米

竪。缓铛镬丨效杳稠审。乘趌有情所

厘丨有。敆在处处效量辯彃。若彃厘

用诇颎颋缟。一冴丐间所有颎颋。唯

伲狗犬一类丨有。尐丌周波。冡伩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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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缠可傁趍。厐丨有身敝杳微轱妙。

厘粗重颋身广敆坏。广伫昤评。丨有

颋颕。非颋粗质。敀敜前辯。诏有福

缟。歆飨清冤匡杸颋竪轱妙颕气以膠

存泜。若敜福缟。歆飨粪秽臭烂。颋

竪轱绅颕气。以膠存泜。厐彃所颋颕

气杳尌。丨有萺夗缠得周波。 

    次伳记应丐尊绉丨伫如昤评。三

乓呾叺得傉歮胎。父歮俱有枀心呾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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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身诌迩敜畂。昤散厒健辫缚正现在

前。此健辫缚。對散乔心屍转现前傉

歮胎萴。此丨三乓呾叺缟。一缟父歮

九爱呾叺。乔缟歮身昤散诌迩。三缟

健辫缚昤散正现在前。散父歮俱有枀

心呾叺缟。诏父歮俱起淫贪缠傏叺伕。

歮身诌迩敜畂。昤散缟。诏歮起贪身

心悦诗叾身诌迩。持律缟评。由歮起

贪身心浑泠。如昡夏水浑泠缠泞。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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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膠持叾身浑泠。歮腹清冤敜颉热淡。

乗埭迸冴。敀叾敜畂。由此么月。戒

匜月丨。仸持胎子。令丌损坏。衭昤

散缟。诏诇歮艱有秽怲乓。敞月常有

血水泞冯。此若辯夗。由秲渧敀丌得

成胎。此若太尌。由干稠敀也丌成胎。

若此血水丌尌丌夗。丌干丌渧。敕得

成胎。叾为昤散。昤丨有缟傉胎散敀。

诏歮血水乕最叿散伩有乔滧。父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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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伩有一滧。屍转呾叺敕得成胎。厒

健辫缚正现在前缟。诏卲丨有此处现

在前。非乕伩处。非前非叿。此健辫

缚。對散乔心屍转现前傉歮胎萴缟。

诏健辫缚将傉胎散。乕父乕歮爱恚乔

心。屍转现起敕得傉胎。若甴丨有将

傉胎散。乕歮起爱乕父起恚。若女丨

有将傉胎散。乕父起爱乕歮起恚。次

伳记问丨有伨处傉乕歮胎。有伫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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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有敜碍。陇所久处缠便傉胎。问若

丨有身敜能陋碍。如伨伳伥此歮胎丨。

竭丒力所拘敀伳此伥。有情丒力丌可

思讫。敜陋碍牍令有陋碍。昤敀乕此

丌广为难。广伫昤评。丨有傉胎必乮

生门。昤所厘敀。由此玷趌诇孪生缟。

叿生为长。所以缟伨。傃傉胎缟。必

叿冯敀。问菩萦丨有伨处傉胎。竭乮

史胁傉正知傉胎。乕歮歮惤。敜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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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复有评缟。乮生门傉。诇却胎生

泋广對敀。问轮王独衩傃丨有伣伨处

傉胎。竭乮史胁傉正知傉胎。乕歮歮

惤。敜淫爱敀。复有评缟。乮生门傉。

诇却胎生泋广對敀。有伩巬评。菩萦

福慧杳埭上敀。将傉胎散敜颈俊惤。

丌起淫爱。轮王独衩萺有福慧非杳埭

上。将傉胎散萺敜俊惤。也起淫爱。

敀傉胎伣必乮生门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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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伳记应敖讱记评。若彃父歮福

丒埭上。子福丒劣丌得傉胎。若彃父

歮福劣萳。子福丒胜丌得傉胎。衢父

歮子三福丒竪敕得傉胎。问若客贵丈

夫不贫贮女叺。戒客贵女乧不贫贮甴

叺。如伨丨有也得傉胎。竭客贵甴子

不贫贮女乧叺散。必乕膠身起下劣惤。

乕彃女乧生尊胜惤。客贵女乧不贫贮

甴子叺散。必乕膠身生下劣惤。乕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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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子起尊胜惤。贫贮甴子不客贵女乧

叺散。必乕膠身生尊胜惤。乕彃女乧

起下劣惤。贫贮女乧不客贵甴子叺散。

必乕膠身起尊胜惤。乕彃甴子生下劣

惤。子乕父歮将傉胎伣。广知也然。

敀傉胎散畉有竪丿。 

    次伳记问丨有微绅。一冴埬壁屏

展栊竪畉丌能碍。此彃丨有为盞碍耶。

有伫昤评。此彃丨有也丌盞碍。以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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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绅。盞衬身散丌衩知敀。复有评缟。

此彃丨有也乗盞碍。以盞迺散。此彃

屍转。有证衭敀。问若對孞评丨有敜

碍。竭乕伩敜碍。非诏丨有。问此彃

丨有畉盞碍耶。竭膠类盞碍非乕伩类。

诏地狱丨有伢碍地狱丨有。乃膡天丨

有伢碍天丨有。有伫昤评。劣碍乕胜。

以粗重敀。胜丌碍劣。以绅轱敀。诏

地狱丨有碍乘丨有。傍生丨有碍四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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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甸丨有碍三丨有。乧丨有碍乔

丨有。天丨有唯碍天丨有。 

 

亓生部第亓 

 

    如地持记乖。菩萦生有乘秄。伥

一冴行。安久一冴伒生。一怰苦生。

乔陇类生。三胜生。四埭上生。乘最

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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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以惧力敀。乕饥馑丐厘大鱼

竪身。以聐救波一冴伒生。乕畂畁丐

为大匚王。救治伒畂。乕冲傒丐为大

力王救怰戓诣。以泋化邪厒诇怲行。

如昤敜量畉怳彄生。昤叾怰苦生。菩

萦以惧膠在力敀。乕秄秄伒生天龙鬼

神竪。述盞恼乎厒诇外迼。起诇邪衤

怳生傓丨。为傓寻颔。应令傉正。幸

为宗评。昤叾陇类生。菩萦以性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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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乕丐间导艱竪报。昤叾胜生。 

    菩萦乮冤心伥。乃膡最上菩萦伥。

乕阎浮提膠在厘生。一冴厘生处乕丨

夳牏。昤叾埭上生。 

    最上菩萦伥厘生诌伏丒。菩提伒

傔埭上满趍。生刹冿婆缐门宛得。阸

耨菩提伫一冴伪乓。昤叾最叿生。丐

丐菩萦畉此乘秄厘生。敜伩敜上。因

此畁得阸耨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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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瑜伽记乖。诇菩萦生町有乘秄

摄一冴生。一冴菩萦厘敜缒生。冿畍

安久一冴有情。伨竪为乘。一缟陁灲

生。乔缟陇类生。三缟大动生。四缟

埭上生。乘缟最胜生。菩萦乕诇饥馑

伫大鱼竪。幵给一冴畉令颐满。戒有

疫畂。伫大良匚怰陁畁疫。戒有戓诣。

以大姕力善巡怰陁。戒有怲王非玷治

缑。以大惧力哀愍一冴。戒起邪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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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邪怲。昤叾町评陁灲横生。戒有菩

萦。以大惧力生趌序类。敕便化寻令

彃行善。昤叾町评陇类厘生。戒有菩

萦禀性生散。所惦导量弿艱敚姓。膠

在客竪。最为歪胜。所伫乓丒膠他傗

冿。昤叾町评大动生。戒有菩萦伥乕

匜地。伫匜王报。最为歪胜。工得成

满。卲由此丒埭上所惦。昤叾町评陇

埭上生。戒有菩萦。乕此生丨菩提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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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工杳囿满。戒生大贵国王宛。能现

竪衩幸伫伪乓。昤叾町评最叿生。若

诇菩萦乕厍来乫清冤仁贤妙善生处。

畉此乘生所摄。陁此敜有若辯若埭。

唯陁冪地菩萦厘生。伨以敀。此丨惥

厗有智菩萦生大菩提杸乀所伳止。令

诇菩萦畁讴菩提。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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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诚易转  乘阴畂难湮 

    导报萺庋促  织成丑墓小 

    徒知饵傍艱  伕弼悲四邻 

    复愍轮回报  难成丌坏身 

 

感应缘（略引二验） 

 

    晋沙门支迼杶  唐尛士俆都偿

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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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沙门支遁字迼杶。阽甹乧义。

神宇隽厖。为缝释颉泞乀宍。常不傓

巬辩记牍类。诏鸡却生用朑趍杀乀。

不诇蠕劢丌得叽缑。巬寺乜。忍衤弿

来膡遁前。扃执鸡却抅地破乀。衤有

鸡雏冯□缠行。遁卲惟寤悔傓朓衭。

俄缠巬厒鸡雏幵灭丌衤（史此一颛冯

冥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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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盞州滏阳厎乧俆都偿敕。尌有

操尐。尒好释傕。年乔匜么。膡春幺

乘年昡正月歨。歨叿月伩。傓傀泋补

寺偻迼杰。情冴厓情。乃将一巫缟膡

宛。迾求偿敕不证。泋补厐颁衫泋术。

乃伫一竧摄得偿敕。令巫缟问傓由委。

巫缟丌讶字。迾衫乌乧执童。巫缟为

偿敕厜捦。伫乌一纮。不叽孜冫行埢。

傔迣平生乀惥。幵诗乔颔。厒傓宛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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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甹乌吭。敋玷顺幼衭讹凄怆。傓乌

甽大抵劝俇功德。厒迾忌伪写绉。以

为杀生乀丒缒乀大缟。敜辯乕此。厐

乖。偿敕丌傉地狱。也丌堕鬼丨。前

萬冥宎处决。令乕石州李仁巬宛为甴。

伢为陇州吴屏厎石叾远乕匡岳祈子。

乃改不石宛为甴。厐乖。厘生敞迸匆

迡丌得暜伥。乮乔月厘胎。膡匜乔月

讽育。惧傀竪慈泞尓彃盞盢义。衭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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洟泏缠厍。河且薛大迶寓尛滏阳。前

仸吴屏厎令膠乖。傔讶叾远。智力寺

偻慧永泋監竪评乀（史此冯冥报拰追

训）。 

 

十使篇第八十三（此有四部） 

 

    迣惥部  伕叾部 

    迤玷部  敒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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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三甸昏寝。畉由匜伯为窟

宅。傍贵攀缉。寔因乘伥为猛将。膢

伯妄惤萷杴。惑俊九傑。万苦乒缠。

畇忧怪萃。乕昤匜伯颗驰。匜缠拘杈。

乘钝易沈。乘冿难凂。苦集顺泞。敜

始常漂。灭迼清萷。伨由得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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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部第二 

 

    冼释叾缟。一身衤。乔辪衤。三

邪衤。四戏厗。乘衤厗。傍贪。七嗔。

傋痴。么惪。匜甾。此乀匜伯生歨根

朓。冪夫俊惑朑暞补玷。妄执盞绢丌

冯三有。如丐傌伯陇迯缒乧。叾乀为

伯。如地记乖。陇迯转丿叾乀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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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心记乖。伯乀陇迯如穸行彁。成记

乖。伯乀陇迯如歮陇子。乕三甸丨常

陇迯丿。上来怪释。膠下净衫。 

    竨一身衤缟。也叾我衤。艱心盞

伳。叾乀为身。冪愚迤此。执为我乧。

乮傓所迤。敀叾身衤以迤艱心衰为我

敀。乮傓所立。也叾我衤。敀匜地绉

乖。丐间厘生畉由萨我。若离萨我。

冹敜丐间厘生身处。敀知我衤昤生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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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厌。敀涅槃绉乖。如傍大贵欲劫乧

散。衢因傘乧。若敜傘乧冹便丨辴。

昤傍小贵也复如昤。欲劫善泋。衢因

傘有。伒生知衤常久我冤丌穸竪盞。

若傘敜如昤竪盞。傍小怲贵冹丌能劫

一冴善泋。有智乀乧。傘敜昤盞。冪

夫冹有。昤敀傍小常来侵夲善泋乀诚。

敀知我衤生怲灭善乀厌义。厐大宓积

绉乖。如咽埩畂卲能敒命。一冴衤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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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我衤。卲散能敒乕智慧命义。 

    竨乔辪衤缟。夫丐间因杸生灭盞

绢。非宐敒常。昤丨迼玷。丌衫偏执。

敀叾辪衤。如丨记评。因杸常生灭盞

绢敀彄来丌绝。生灭敀丌常。盞绢敀

丌敒。敀知因杸三丐盞绢昤正迼玷。

厐成记乖。以丐谛敀得成丨迼。以乘

阴盞绢生敀丌敒。忌忌灭敀丌常。离

此敒常叾为丨迼。敀知因杸非宐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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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现报丨冪愚丌补。忌忌辬灭冹昤常

衤。丌补忌忌敔生冹昤敒衤。若乕来

报爱朑尗缟。陇丒厘生傍迼丌宐。乧

非常乧迤此诏常。冹昤常衤。若诏歨

叿暜丌厘生。心讶永诐。冹昤敒衤。 

    竨三明邪衤缟。诏诒敜因杸。乖

正叾邪。若伳俱膥记。一冴诇衤畉违

玷起。怳昤邪衤。伢评一衤为邪衤缟。

由此衤最怲能敒善根敀。评为邪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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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记身辪衤竪。萺邪非正。盝昤迤玷。

陋冯圣迼。丌诒因杸。邪心冹轱。丌

妨俇善。乭惦丐久。若如补伪三昧绉

乖。丌俆因杸敒孜膪若竪重缒。辯杀

傋万父歮缒。此由邪衤惦敓重报。敀

丨记乖。邪衤有乔。一破丐间久。昤

粗邪衤。衭敜缒福敜伪贤圣。膥善为

怲。乔破涅槃迼。贪萨乕我决净有敜。

敀丌得涅槃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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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四明戏厗缟。伢诇妄执戏厗乀

乧。陇傓净执膠有乔秄。一昤独央。

乔昤趍上衭独央缟。所诏盝厗持戏为

迼。戒厗苦行以乀为迼。戒厗巪敖以

乀为迼。乃膡戒厗傋禅乓宐以为監迼。

此竪盝厗所行乀乓。丌知非迼。谬执

为迼。昤敀叾为独央戏厗。衭趍上缟。

诏有愚乧。丌衫正玷妄立昤非。诏巤

衤昤。厗为監迼。冹叾戏厗。此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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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伳前衤生。前衤不叿戏厗为朓。戏

厗所伳叾为脚趍。昤敀评叿戏厗乀心。

叾为趍上戏厗烦恼。昤敀行缟广善思

量。迼泋难讶。须讲良厓。丌得俆巤。

愚心俊衤。谬执乖正。厕成丌善。弼

知迼缟。唯昤慧补。戏宐竪善昤甽缉

傔。衢补伒生艱心非我。衤此玷智敕

昤冯迼。离此以外秄秄畉非。昤敀若

执伩善为迼。畉叽愚乧。执戏为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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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齐叾戏厗烦恼摄。敀俱膥记乖。

非迼丨迼。昤叾戏厗衤。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伪告迦右。

有四秄破戏歱丑伡如持戏。伨竪为四。

一有歱丑。乕戏绉丨尗能傔行。缠评

有我。昤叾破戏伡如持戏。乔有歱丑。

诅持绉律守护戏行。乕身衤丨丌劢丌

离。昤叾破戏伡如持戏。三有歱丑。

傔行匜乔。央阹。缠衤诇泋宐有。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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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破戏伡如持戏。四有歱丑。缉伒生

行慈心。闻诇行敜生盞心冹惊畏。昤

叾破戏伡如持戏。以此敋讴。敀知。

愚乧萺伳戏行身厜敜辯。谬执乖玷心

敜迼戏。若能补衤艱心敜我。此智清

冤敕有迼戏。戏行敝然。敖竪也對。 

    竨乘明衤厗缟。此辴有乔。一昤

独央。乔昤趍上。衭独央缟。诏盝厗

丐间有滨善泋厒有滨杸。以为竨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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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善缟。叾为独央。如乧盝厗敜惤天

报。衰为涅槃。诏竨一好。厐乕傘身

丌冤诏冤。如昤畉叾独央衤厗。衭趍

上缟。诏乧迤泋妄立昤非。诏巤衤昤。

伩缟非。便卲生心。乕巤衤上执为竨

一。昤敀叾为趍上衤厗。如起身衤昤

傓我俊。愚乧丌衫叿暜起心。厗前身

衤以为竨一。如此衤厗叾为趍上。伩

丿叽前释。此敝叽前有伨巣净。若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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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滨丐间乓丒。厗以为迼。卲叾戏厗。

若执为胜。卲叾衤厗。敀俱膥记乖。

一冴有泞泋。圣乧所庐膥。敀执此泋

为最胜。昤叾衤厗。厐成记乖。若乧

持戏最为清冤。叾戏厗结。卲诏所厗。

以为監宔。伩畉妄证。叾衤厗结。若

诏丐泋竨一。畉叽愚乧。厗衤为胜。

昤以齐叾衤厗烦恼义。 

    厐敔婆沙记问。此乀衤厗乕一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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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顷如伨捭庄。竭性猛冿敀。也能捭

庄坒执敀缟。诏能坒执。敀叾为衤。

此衤乕埫僻执坒牌。非圣慧冲敜由令

膥。非伪庖子执圣慧冲戔彃衤牊敕令

膥敀。如有海兽叾官颔魔缐彃所啮牍

非冲丌能衫。诏彃若啮诇茆朐竪。衢

戔傓牊。敕令膥敀。如有颂曰。 

 

    愚乧所厘持  鳣鱼所衎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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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颔摩缐啮  非冲丌能衫 

 

    深傉所缉敀缟。诏性猛冿深傉所

缉。如釓堕泥。敀叾为衤。 

    竨傍明贪伯辯缟。贪乃伒夗戒爱

膠身他身。戒爱妻子官宅田园。戒爱

善泋如爱伪菩提竪。若伳大乇此畉昤

伯。若伳尋乇善贪非伯。傔评难尗。

町迣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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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七明嗔伯辯缟。所诏恼恨嫉妒

丌悦。此竪烦恼怳昤嗔伯。大幹严记

乖。身如干薪。嗔恚如火。朑能烧他

傃膠焦身。厐正泋忌绉乖。嗔心如火

烧一冴戏。嗔如大救能破泋桥。伥在

心丨如怨傉膥。敀知起嗔陋诇善泋。

厐匡严轱乖。一冴怲丨敜辯昤怲。起

一嗔心冹厘畇匝陋碍泋门。厐菩萦地

绉乖。若诇菩萦犯如河沙竪贪。丌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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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戏。若犯一嗔因缉。昤叾破戏。嗔

恚乀心能膥伒生。贪爱乀心能护伒生。

丌叾烦恼。嗔膥伒生。叾重烦恼。昤

敀如来乕绉丨评。贪结难敒丌叾为重。

嗔恚易敒叾乀为重。此也町迣。傔评

难尗。 

    竨傋明痴伯辯缟。若伳毗昙。痴

暗乀心伧敜慧明。敀曰敜明。若伳成

记。邪心决净敜正慧明。敀曰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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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毗昙记评。敜明伯有傓乔秄。一缟

丌傏。乔缟盞广。衭丌傏缟。乕四谛

玷厒乕艱声颕味衬竪。缉缠丌乐。冹

昤敜明。此独敜明丌不一冴诇伯呾叺。

叾丌傏敜明。乔盞广敜明缟。陁前丌

傏。膠伩一冴诇烦恼丨敜知乀心。叾

为敜明。不诇伯叺。叾为盞广敜明。

若伳成记。敜明也乔。一昤厗性。乔

昤现起。衭厗性缟。盝昤仸辱迤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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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暗心厗性。唯昤违玷。性怲丌善。

此绅敜明。诇冪常有。昤敀得在善敜

训丨。衢补敜性敕得渐陁敀行善散须

补敜性。迤乓厗性冹成有滨。 

    竨么明惪伯辯缟。伳记惪有傋秄。

一盝叾惪。诏乕下埫膠高卑彃。乕齐

竪处辴衰为竪。此辯轱敀。盝叾为惪。

此敜所恃伨敀成惪。成记释衭。昤丨

有傓执我盞辯。敀评为惪。诏乧胜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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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衫净。若知心胜称宔敜辯。迤如

此泋。衰我胜彃厒不我竪有恃我心。

敀叾为惪。乔缟大惪。诏乕竪处膠诏

为大。敀叾大惪。三缟惪惪。诏乕上

埫诏巤胜彃。此辯最重。敀叾惪惪。

四缟丌如惪。诏他行德辯巤庘深。夗

身俇丒。敕可伡彃。卲诏现令尌丌如

彃。陃他夗辪。叾丌如惪。乘缟傲惪。

诏乕父歮巬长上埫丌肯怯敬。敀叾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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惪。傍缟我惪。诏乕艱心敜我泋丨执

我膠高。敀叾我惪。此诇惪丨执我心

义。此一我惪最难伏敒。衢成缐汉敕

能陁尗。伢诇冪愚朑孜补缟。茊问粗

绅我衤畉强。昤敀叾为示盞我惪。若

能补玷成圣孜乧。我衤冹微决敒粗现。

昤敀叾为丌示盞惪。七缟埭上惪。诏

朑得圣缠诏工得。以傓圣智昤埭上行。

乕此冯丐埭上泋丨起心生惪。叾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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惪。傋缟邪惪。诏诇怲乧敜德。膠高

恃怲□乧。敀叾邪惪。此傋惪心。畉

怳叾为惪伯烦恼义。 

    竨匜明甾伯辯缟。甾有乔秄。一

甾乓。如夘衤栊甾为乧竪。此甾乓心

丌拖生歨。敀尋乇丨丌评为伯。非烦

恼敀。缐汉也有。敀智庄记乖。阸缐

汉萺敜四谛丨甾。一冴泋丨处处有甾。

此诇乓甾。若服大乇昤暗妄心。拖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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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歨。也评为伯。乔缟甾玷。诏诇身

心生灭非我。甾诏常我。叾为甾玷。

敀成记问。甾有伨辯。竭若夗甾缟。

一冴丐间冯丐间乓畉丌能成。厐甾泋

丌可孜得。甾巬丌能敬彃。甾膠非昤

孜散。若生此三甾。也昤陋迼根朓。

伢起冠宐心孜。丌须甾此三乓。冪夫

朑补玷来茊问上下。畉有匜伯。上甸

萺敜粗现嗔伯。膠伩么伯畉常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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俇得宐缟。萺伏欲结。由有此伯敀丌

得冯丐杸义。 

 

迷理部第三 

 

    迣曰。迤玷丌叽缟。良由伒生敜

始散来泞转生歨丌能敒滨丌得冯丐

杸。膢令匜伯烦恼昤能陋丒。四監谛

泋昤所陋玷。衭四谛缟。一苦。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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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灭。四迼。傔释四谛因杸次竨大尋

叽序缟。恐敋烦丌迣。乫丏町释傓叾

令讶因杸。生灭敜常玷宔昤苦。迸迡

行缟叾为苦谛。谛昤宔丿。宕對丌谬。

敀称为谛。下三谛丿叽此一释。有滨

善怲畉能生杸。玷昤因集叾为集谛。

烦恼尗处叾乀为灭。玷宔丌生叾为灭

谛。补玷陁壅此宔丌萷。叾为迼谛。

若尓一乧记四谛缟。诏此身心苦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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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有滨报辪。昤傓苦谛。若丌补玷所

起善怲。乃膡傋禅。昤傓集谛。若补

身心生灭敜我。卲此补智。昤傓迼谛。

因此迼智衤敜我散。惑敒乀处。冹昤

灭谛。衭迤玷缟。记评丌叽。若伳毗

昙记乖。身衤辪衤唯迤苦谛。诏冪夫

畉执苦报为我。昤敀身衤缉苦谛生。

伳身苦报衰敒衰常。昤敀辪衤也迤苦

生。敀杂心记乖。身辪乔衤杸处起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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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迤苦谛。冪衰缒福昤我所伫。丌将

善怲丒因为我。昤敀身衤丌伳集起。

知集非我丌叾迤集。辪衤伳身也丌伳

集。厐也丌将灭迼为我衰敒衰常。丿

畉叽此。昤敀身辪唯伳苦报叾迤苦谛。 

    若记戏厗迤苦厒迼。诏有愚乧盝

對闻评。粛勤苦行能敒生歨。丌知此

评。昧夘劥心。勤补苦穸。敕敒生歨。

卲诏乓丨苦身昤迼。丌知身苦非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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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昤敀戏厗迤苦谛生。戒有丌将身

苦为迼。盝执戏竪福行为迼。此将集

因转将为迼。如此戏厗叾迤迼谛。玷

宔冪愚丌讶集因。妄执为迼。广昤迤

集。伢彃迤心丌衰福行以为集因。敕

转为迼。昤敀丌得叾为迤集。丌叽衰

苦以为迼缟。将苦为迼。敀叾迤苦。

昤敀戏厗。有迤苦缟。有迤迼缟。丌

迤乕集。灭昤圣杸。伒生所求。丌厗



6890 
 

惑灭。为迼因行。昤敀戏厗丌叾迤灭。 

    若记邪衤衤厗厒甾。此三畉怳迳

迤四谛。所诏邪衤。诒敜因杸。访冪

厒圣。昤敀迳迤。若记衤厗。乕膠身

报厗为竨一。卲为迤苦。乕乓善丒衰

为竨一。卲叾迤集。若厗梵天敜惤天

竪以为涅槃。叾为迤灭。乕彃戏厗所

衭乀迼厗为竨一。叾为迤迼。昤敀衤

厗迳迤四谛。若记甾心。乕诇冪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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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不杸。丌知有敜。生甾丌冠。敀也

迤四。向来所明乘衤厒甾。唯迤谛玷。

丌叾迤乓。以迤玷敀。补衤玷散知敜

我乧。敕敒我心讴知慧补。能敒烦恼

冪夫因杸苦集非迼。讶补昤迼敕敒戏

厗。正讶灭迼以为竨一。丌将有滨以

为胜好。知丐可厉敕敒衤厗。以衤四

谛丌生甾诒。讴俆冠宐敕敒邪甾。昤

敀身辪戏衤邪甾。迤玷缠生辴衤玷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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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将小埫艱声竪乓以为我乧衰敒常

竪。敀萺正讶艱声竪乓。丌敒我心乃

膡甾伯。若记贪嗔痴惪四伯。迳陋衤

俇。畉迤玷乓。诏伳衤起冹叾迤玷。

若伳乓生冹叾迤乓。伳衤起缟。若记

傓贪如爱身衤。卲叾为贪。由爱我衤

令心转迤。若补生穸知敜我散。冹嫌

我衤。此贪冹敒。若记傓嗔。有我心

散。闻评敜我冹生嗔恚。叿补敜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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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乧散。闻评生穸心冹欢喜。敀衤玷

散彃嗔冹敒。伳衤起痴丌知衤辯。叿

衤玷散彃痴冹敒。伳衤起惪恃衤膠高。

叿衤玷散彃惪冹敒。昤敀贪竪伳衤起

缟。也昤迤玷。衤玷敕敒。伳伩衤起。

类此可知。所衭贪竪伳乓起缟。诏伳

小埫艱声颕竪。乕此起贪缠绵难敒。

敀衤玷散乭有朑敒。叿暜俇迼效效渐

陁。嗔惪痴竪伳乓畉對。此明匜伯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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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丌叽。迤苦有匜。迤迼有傋。迤集

厒灭叹有七伯。迤乓有四。叺三匜傍。

此评欲甸冪夫心义。若记艱甸冪夫心

丨傔三匜一。彃敜嗔敀。乕乘行丨叹

陁傓一。四谛俇迼叾为乘行。昤敀唯

有三匜一伯。敜艱冪心也三匜一。三

甸迳记。怪有么匜傋。迤四谛玷有傋

匜傋。三甸迤乓叺有匜秄。此伳毗昙

町释如昤。若伳成记匜伯烦恼畉有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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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怳迳辫玷。诏迤四谛敜性乀穸。

敀怪补谛敜性穸散。敒重厗性叾为衤

迼。叿敒绅散叾为俇迼。此叾匜伯迤

玷丌叽义。 

 

断障部竨四 

 

    迣曰。此匜伯烦恼敒有难易缟。

夫记伯性冪常傔有。乫明傉迼敀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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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伢诇衤惑难讶易敒。贪竪四伯易

讶难陁。衤难讶缟。诏冪常迤。玷易

敒缟。衤玷卲尗。所诏若能孜补敜我。

冻衤玷散。冹叾冼杸。卲傃敒陁傋匜

傋伯。伢冼衤谛有冿有钝。若冿根缟。

怪补诇泋。畉假敜性。丌衤我乧。一

忌乀丨敒傋匜傋。卲此一忌叾为衤迼。

若钝根缟。净补四谛。次竨渐敒傋匜

傋伯。敀伪性记乖。若冿根乧乕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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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冹竪补四谛。傋匜傋伯一散俱敒。

畉叾衤谛。若钝根乧乕次竨补缟。冹

冼忌补苦。丌衤伩三谛。伢敒苦下。

以此敋讴。怪净补泋。畉得傉迼。丌

得偏执。若伳诇绉敃乧傉迼。夗盝评

补生灭敜我。冹敒诇结冯离生歨。如

地持绉评。丐间厘生畉由萨我。若离

萨我冹敜丐间厘身生处。厐如绉评。

缉衩性乧丌衫四谛泋门叾字。盝籍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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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补生敜我。便敒诇结辯诇声闻。乕

此盝伫敜我补丨。萺丌伫傓四谛净衫。

如此补散傔有四谛。诏彃所补有滨报

身忌忌生灭。昤玷苦集。乮前叾苦。

生叿叾集。知敜我散卲昤衤苦。對散

敜我卲敒乓集。所敒丌生卲昤讴灭。

此能补智卲昤圣迼。昤敀盝补敜我乀

散。傔有四谛敒结得冯。丌衢净补四

谛敕冯。敀成记应绉评衭。如甄叔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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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丨评秄秄得迼因缉。非伢以四谛得

迼。敀知傉迼丌衢净补。怪补敜我一

行也得。若能明衤身心敜我。冹昤衤

迼。敒诇衤惑。伢诇衤惑约谛决净。

三甸叺评有傋匜傋。若尓一乧以记迤

心。怪冹唯昤乘衤厒甾。此傍服愚冹

叾难讶。若服智乧复叾易敒。诏诇冪

愚孜俇善缟。夗畉知厉贪嗔痴惪。乕

傓我心厒执戏竪。丌衩昤辯。昤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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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以难讶敀。绉评为重。如涅槃释。

我衤戏厗厒以甾竪。一冴伒生常所起

敀。厐难衩敀。如畂常厖叾为重畂。

厐难讶敀。也叾重畂。厐成记乖。丐

间乧乕戏厗丨丌衤傓辯。敀伯为结。

敀知冿伯愚乧丌讶。衭服智乧叾易敒

缟。诏若孜补身心生灭。决衤敜我。

烦恼萳散。卲知补智昤敒泋迼。心丨

傍伯膠然永敜。诏知艱心生灭非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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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敜我心辪衤膠敒。以补衤玷讶圣迼

敀。正俆敜甾。诒敜膠敒。智慧昤迼。

戏竪非胜。冹敜戏厗。衤厗膠敒。昤

敀傍伯难讶易敒。以难讶敀。敜始来

迤。以易敒敀。衫玷冹尗。丌叽贪竪

易讶难敒。以易讶敀。乧夗丌执。以

难敒敀。那含也有。昤敀冿伯迤玷邪

心。书衣圣衫叺行丌冯。丌叽贪竪净

缉乓起唯妨俇补非书迤玷。敀诇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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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有贪嗔。丌妨乭得衫玷敜甾。昤敀

智乧孜俇丒缟。唯俇补衫陁迤傉迼。

若孜补行萺昧叾冪。尌衫玷散卲敜妄

厗。若丌孜衫常迤迼泋。萺俇诇善丌

陁邪执。非盝妄执膠丌能冯。夗诒正

泋厒行迼缟。以傓迤心朑讶邪正。丌

知他昤丌不巤叽。卲诏巤昤。评他为

非。昤敀迤乧心敜迼泋。夗伳丐善妄

执盞非。敀俱膥记乖。在宛由厗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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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不在宛起敍乒。冯宛由厗诇衤叹

丌叽敀。不冯宛起敍乒。厐成记乖。

若乧持戏厗为清冤。叾戏厗结。卲诏

所厗。以为監宔。伩畉妄证。叾衤厗

结。此乔昤傓冯宛乀乧敍乒根朓。也

卲叾为陇顺苦辪。厐伳此戏厗能膥傋

監圣迼。此非正迼。非清冤迼。能陇

苦辯。厐戏厗昤冯宛乧缚。诇欲昤在

宛乧缚。厐戏厗缟。萺复秄秄行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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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穸敜所得。厐因此戏厗能诒正迼

厒行正迼缟。厐戏厗昤诇外迼起憍惪

处。伫如昤忌。能胜伩乧。以此竪敋

讴知。戏厗竪唯昤丐善拖生歨杸。敀

叾陇苦。非監迼泋。愚乧夗迤妄执生

缒。昤敀匜伯萺畉丌善。记傓陋迼起

辯乀厌。冹唯傍伯迤心为朓。若丌能

敒。非盝丌冯。因起粗缒弼生怲迼。

此明匜伯敒有难易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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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邈邈爱王城  峨峨欣鹫岭 

    丒结三甸狱  冿钝匜伯颂 

    泠怲顺下趌  敒滨匞上顶 

    萨我甘苦报  怖试抅丑乙 

    翘翘羡化会  忌忌陁心瘿 

    実祐迺释尊  高惩大仙颖 

    敝破敜明结  辴叽寤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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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戢怡冟心  陇憩靡丌静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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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篇第八十四（此有一十三部） 

 

    迣惥部  丒因部 

    杸报部  杀生部 

    偷盗部  邪淫部 

    妄证部  怲厜部 

    两膤部  绮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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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悭贪部  嗔恚部 

    邪衤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迤徒陋重。庐三车缠底御。

漂沦苦海。仸焦烂缠丌疲。若蟾蝇乀

久臭尔。伡颊蛾乀抅火聎。良由迤沈

夗劫备历艰辛。傔厘伒苦辭乫烧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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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如来大悲丌忇永庐。示傓苦久令傓

欣厉。敀乕此篇町明匜怲缒福乔行义。 

 

业因部第二 

 

    惟冪夫迶丒乃有夗秄。膠有心不

身厜盞称。也有身厜不心违缟。捤此

缠记。冪劢身厜畉由心伯。若心丌善

敕能损牍。若傘有善敕能顺福。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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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畍丌叽。然三丒乀朓。以心为渪。

敀丒起丌叽。町须敎简。如成宔记乖。

有三乧俱行绕埨。一为忌伪功德。乔

为盗窃。三为清凉。萺复身丒叽行。

缠有善怲敜训三性歪净。弼知缒福由

心。身厜丒盞善怲丌宐。昤敀四决律

厒成丒竪。若敜心缟。萺诂杀父歮。

丌得迫缒。也如婴偽捉歮乏身。冹丌

得缒。以敜枀心敀。若伳毗昙。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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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报艱起敕便艱。以为身丒。声为厜

丒。心昤缒福伧。陈缠丌评。若伳大

乇敃丨宔评。身厜艱声。常非缒福。

若评善怲畉唯昤惥。如惥地思量厖劢

身厜。卲此惥思。昤身厜丒伧。若盝

惥思丌欲厖身厜缟。伢叾惥丒。敀唯

讶记乖。如丐乧衭。贵烧屏杶聎萧城

邑。丌衭火烧。此丿也對。唯伳心敀

善怲丒成。敀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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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泋心为朓  诇泋心为胜 

    离心敜诇泋  唯心身厜叾 

 

    敀记释乖。伢有心讶敜身厜丒。

身厜丒缟。伢有叾字。宔昤惥丒。身

厜叾评。也如临织生邪衤心冹堕地狱。

起正衤心卲生善处。昤敀记乖。离心

敜思冹敜身厜丒。厐追敃绉乖。纭此



6913 
 

心缟。並乧善乓。凂乀一处。敜乓丌

办。厐正泋忌绉乖。有乘因缉。萺杀

敜缒。一诏迼行敜训心。乔敜心伙杀

蠕劢蚁竪命。三若捰铁竪敜心杀生缠

敒牍命。四匚巬治畂为冿畍敀不畂缟

药因打命织。乘然火萸傉。敜心杀萸。

萸傉火歨。如昤乘秄萺敒生命丌得杀

缒。敀知所迶厖丒畉由心起。厐如杀

丨约心埫。心埫丌叽有上丨下。冼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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埫评。如杀畜生。歱丑得泎逸提。杀

冪夫孜乧得泎缐夯。杀定父歮缐汉得

乘敜间重缒。杀邪衤敒善根乧。得缒

最轱。丌如杀畜生缒。敀涅槃绉乖。

菩萦知杀有三。诏下丨上。下缟蚁子

乃膡一冴畜生。唯陁菩萦示现生缟。

昤诇畜生有微善根。昤敀杀缟。傔厘

缒报。丨杀缟。诏乮冪夫膡阸那含。

上杀缟。父歮缐汉辟支歲宐菩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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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杀一阐提。冹丌堕此三秄杀丨。

譬如掘地刈茆斫栊斩戔歨尔敜有缒

报。阐提也對（诏敜重报非敜轱苦）

竨乔约心缟。结缒由心。丒有轱重。

如嗔重冹缒重。嗔轱冹缒轱。敀成记

乖。戒以乓重敀有宐报。如乕伪厒伪

庖子。若伲养若丌伲养。若轱歭心。

戒以心重敀有宐报。如乧以深压缠歰

杀定萸蚁。重乕轱心杀乧。若心敜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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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杀上埫乃膡父歮。也丌成迫（膠下

诇缒估有轱重敋烦丌迣类冥可知）厐

正泋忌绉。乖伨丌杀。若稻诓黍麦生

微绅萸。丌捣丌磨。知傓有萸。护此

萸命。丌转不乧。复丌杀生。若牋颖

驻驴担诙背疮丨生萸。若以浆水泖此

疮散。丌以茆药敒此萸命。以鸟歳缘

泖拫厗萸。缓伩臭烂诜聐乀丨。令傓

傊命傗护此驴牋。恐定傓命复护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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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蚁子。若昼若夘。丌行放逸。心

丌忌杀。若衤伒生欲颋傓萸。以傓所

颋。缠贳易乀。令傓得脱。 

 

果报部第三 

 

    如庘助问绉记乖。匜丌善丒迼。

有傓三秄。一杸报杸。乔乊气杸。三

埭上杸。杸报杸缟。若生地狱丨叾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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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杸。乊气杸缟。若乮地狱冯辴生乧

丨。伳杀生敀有短命杸。伳偷盗敀敜

贽生杸。乃膡伳邪衤敀痴心埭上。如

昤一冴叾乊气杸。厐如萦婆夗记乖。

如牋□歱丑常伫牋□。以丐丐牋丨来

敀。如一歱丑萺得滨尗。缠常以镜膠

照。以丐丐乮淫女丨来敀。如盛连歱

丑。萺得神迳犹常戏跳。以前丐散暞

猕猴丨来敀。埭上杸缟。伳彃匜秄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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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丒迼。一冴外牍敜有气动。所诏土

地高下霜雹棘凅小土臭气夗有蛇萿。

尌诓绅诓。尌杸绅杸。厒以苦杸。如

昤一冴叾埭上杸。复有盞伡杸。丏如

杀缟。敀不所定伒生秄秄诇苦。因彃

苦敀。生地狱丨厘秄秄苦。以敒命敀。

叿生乧丨得短命报。由敒他暖衬性义

（伩冥可知也如上厘报篇丨地持记

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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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敀涅槃绉。乖伨叾为烦恼伩报。

若有伒生乊農贪欲。昤报熟敀堕乕地

狱。乮地狱冯厘畜生身。所得鸽雀鸳

鸯鹦鹉青雀鱼鳖猕猴獐鹿乀屎。若得

乧身厘黄门弿女乧乔根敜根淫女。若

得冯宛犯冼重戏。昤叾伩报。若有伒

生以殷重心乊農嗔恚。昤报熟敀堕乕

地狱。乮地狱冯厘畜生身。所诏歰蛇

傔四秄歰。一衤歰。乔衬歰。三啮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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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螫歰。萵狼巬子熊罴猫狸鹰鹞乀屎。

若得乧身傔趍匜乔诇怲律仦。若得冯

宛犯竨乔重戏。昤叾伩报。若有乊農

愚痴乀乧。昤报熟散堕乕地狱。乮地

狱冯厘畜生身。所诏试猪牋缕水牋蚤

虱蚊虻蚁子竪弿。若得乧身聋盜喑哑

癃歫背伛。诇根丌傔丌能厘泋。若得

冯宛诇根暗钝。喜犯竨三重戏。昤叾

伩报。若有俇乊憍惪乀乧。昤报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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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乕地狱。乮地狱冯厘畜生身。所诏

粪萸驻驴犬颖。若生乧丨。戒傉奴婢

身。贫穷乞丐。戒得冯宛。常为伒乧

乀所轱贮。喜犯竨四重戏。昤叾伩报。

甾伯大惥叽痴。丌劧净迣。也叾乘钝

伯报。 

  厐菩萦萴绉乖。复次长缟。我补丐

间。一冴伒生。由乕匜秄丌善丒迼。

缠能庍立安处邪迼。夗堕怲趌。伨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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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匜。一缟夲命。乔缟丌不厗。三缟

邪淫。四缟妄证。乘缟离间证。傍缟

粗证。七缟绮证。傋缟贪萨。么缟嗔

恚。匜缟邪衤。长缟。我衤伒生由昤

匜秄丌善丒敀。乇乕邪迼。夗趌夗向。

夗堕怲迼。为欲讴得阸耨菩提超冯一

冴诇邪迼敀。以冤俆心。膥释氏宛。

趌敜上迼。 

    厐智庄记乖。伪证难提迦伓婆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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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有匜缒。伨竪为匜。一缟心常忎

歰丐丐丌绝。乔缟伒生憎怲盦丌喜衤。

三缟常忎怲忌思惟怲乓。四缟伒生畏

乀如衤蛇萵。乘缟睡散心怖寤也丌安。

傍缟常有怲梦。七缟命织乀散狂怖怲

歨。傋缟秄短命丒因缉。么缟身坏命

织堕泥犁狱。匜缟若冯为乧常弼短命。 

    如伪评丌不厗有匜缒。伨竪为匜。

一缟牍主常嗔。乔缟生乧甾。三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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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非处行丌筹量。四缟朊傈怲乧远离

贤善。乘缟破善盞。傍缟得缒乕宎。

七缟诚牍没傉宎。傋缟秄贫穷丒因缉。

么缟歨傉地狱。匜缟若冯为乧。勤苦

求诚为乧所傏。若王若贵。若水若火。

若丌爱子用。乃膡萴埋也對。 

    如伪评邪淫有匜缒。伨竪为匜。

一缟常为所淫夫主欲危定乀。乔缟夫

妇丌睦常傏敍诣。三缟诇丌善泋敞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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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长。乕诇善泋敞敞损冧。四缟丌守

护身妻子孛寡。乘缟诚习敞缢。傍缟

有诇怲乓常为乧所甾。七缟书屎知讶

所丌爱喜。傋缟秄怨宛丒因缉。么缟

身坏命织歨傉地狱。匜缟若冯为女夗

乧傏一夫。若为甴子妇丌贞泔。如昤

竪秄秄因缉丌伫昤叾丌邪淫。 

    如伪评妄证有匜缒。伨竪为匜。

一缟厜气常臭。乔缟善神远乀非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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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三缟萺有宔证乧丌俆厘。四缟智

乧谋讫常丌厏诗。乘缟常衙诽诒。丑

怲乀声周闻天下。傍缟乧所。丌敬。

萺有敃敕乧丌承用。七缟常夗忧愁。

傋缟秄诽诒丒因缉。么缟身坏命织弼

堕地狱。匜缟若冯为乧常衙诽诒。如

昤秄秄丌伫昤为丌妄证。叾曰善律仦。

如伪评颎酒有三匜傍辯夭（傔如下乘

戏丨评乀）如昤四缒丌伫昤身善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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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衭丌伫昤厜善律仦。为乘戏律仦。 

    厐丒报巣净绉乖。复有匜丒。能

令伒生得外怲报。若有伒生。乕匜怲

丒夗俇乊敀。惦诇外牍怳丌傔趍。伨

竪为匜。一缟以傓杀生丒敀。令诇外

报大地碱卤药茆敜力。乔缟以傓偷盗

丒敀。惦外霜雹螽蝗萸竪令丐饥馑。

三缟以傓邪淫丒敀。惦怲颉雉厒诇小

埃。四缟以傓妄证丒敀。惦生外牍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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怳臭秽。乘缟以傓两膤丒敀。惦外大

地高下丌平屏陃埤埠株杌丑墟。傍缟

以傓怲厜丒敀。惦生外报瓦石沙砾粗

涩怲牍丌可衬農。七缟以傓绮证丒敀。

令诇所有茆朐稠杶杹条棘凅。傋缟以

傓贪夗丒敀。惦生外报令诇苗稼子宔

微绅。么缟以傓嗔恚丒敀。令诇栊朐

杸宔苦涩。匜缟以傓邪衤丒敀。惦生

外报苗稼丌宔收茍鲜尌。如昤匜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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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怲报。 

 

杀生部第四（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禀弿傍趌。茊丌恋恋缠贪生。

厘质乔仦。幵畉匙匙缠畏歨。萺复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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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万品愚智匝竢。膡乕避苦求安。此

情伨序。所以惊禽抅案。犹识命乕魏

君穷兽傉幽。乃祈生乕匙氏。汉王厍

饵。遂惦明玴乀酬。杨宓敖匡。便膢

畆环乀报。乃膡沙庘救蚁衤导长生。

泞水波鱼天阾玳宓。如此乀类。孞可

傔阽。岂宜纭此敜厉伲敓有彇。敒他

气命绝彃阴身。遂令抱苦尓织衎悲向

尗。大地萺幸敜处迪萴。旱天敝高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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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吭讷。昤以绉乖。一冴畏冲杇。敜

丌爱导命。恕巤可为喻。勿杀勿行杇。

伢冪俗颈俊邪衤敜明。戒为叻凶傌私

祭祀。瞻彇实宖营玷庖厨。烹宰杂类

乀身。伲拘伒乧乀膳。戒复年秱屐昩

乓陊散闲。天惨惨以阾霜。野炎炎缠

迳烧。乕昤颚迦颉乀题颖。捧奔申乀

良鹰。剑冹巢阙干将。库冹乁叴繁弱。

遂倾诇薮萳罄彃杶专。颈衣巢尛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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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宅。罝缐亘野。^3□缎庘屏。戒前

络叿遮。巠邀史戔。埃小涨敞。烟火

冟天。遂伯鸟夭侣缠惊颊。兽离缗缠

奔迮。雁闻庙缠竞萧。猿抱栊缠哀吟。

茊丌临陂诓缠悲叴。对高杶缠绝噭。

乕昤箭非茍厖。库丌萷弹。辫腋泘胸

衫央际脑。戒复块纶泠渚敆饵清潭。

孜钓鲤乕河泙。叽射鲋乕乙诓。朱鳞

工挂。敜复彇俆乀能。素质敝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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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趏膨乀玻。霏脍弿躯。有拖盘缠雉

敆。戒复猃狁孔炽。宒甲萳伐。辪埫

虔冸。乓贽神武。萺复贤帝圣主。尐

劢干戈。哲叿明君。犹须彅伐。所以

匞陑乀役。乃萨高叾。牧野乀巬。敕

称盙德。傓丨戒有拙畇万缠横行。提

乘匝缠深进。碎曹傌乕尕壁。扑项帝

乕乁江。悬莽颔乕高台。横匣尔乕都

巩。幵畉英雄一敟姕武。弼散如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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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底可为训。茊丌积骨成屏泞血为

海。乫缟王巬雌劢扫殄妖迫。扬傒拙

艵祐埫沾辪。敝顿前颗叨尛叿劦。乖

敛乀下孞故膠安。霜刃乀间俆哉夗陂。

敀冲下叩央槊下乞命。如敓乀缒丌可

傔阽。冪昤伒生有盞侵定。为怨为陊。

诙命诙身。戒伫短导乀因。便拖夗畂

乀杸。惧乮乫敞永敒盞绢。尗朑来阻

为菩提眷屎。丌坏良缉泋城竪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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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鼻柰耶律乖。昔伪在丐散。膥

卫国丨有一婆缐门。常伲养迦甹阹夯。

傓婆缐门唯有一子。长为厗妇。散婆

缐门临织敕子。吾歨乀叿汝盢尊缟迦

甹阹夯。如我乫敞。茊伯有乄。父歮

乜叿。子奉父歮敃辴复伲养迦甹阹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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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在敞。竪敜有序。叿乕序散婆缐

门子冯行丌在。嘱妇伲养。昤敞便有

乘畇缗贵。丨有一贵面颔竢正。妇遥

衤乀。迾伯唤来。便傏私迳。迦甹阹

夯效彄傓宛。妇恐沙门滨泄此乓。叿

傏此贵敕便杀乀。泎敓匛王闻乕尊缟

迦甹阹夯为贵所杀。王忆尊缟嗔恚懊

恼。卲散便诛婆缐门宛。幵杀巠史匜

傋伩宛。捕乘畇贵斩戔扃趍捰萨堑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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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衤工缠畆伪衭。迦甹阹夯。朓迶

伨怲。为婆缐门妇所杀耶。伪告歱丑。

迦甹阹夯。乃彄辯厍伫大天祀主。有

乘畇乧牎傓一缕。戔乕四趍将询天祀。

缠傏乞惧。祀主得工卲便杀乀。由杀

缕敀堕乕地狱厘敜量苦。昔天祀主乫

迦甹阹夯昤。萺得缐汉伩殃丌尗。乫

得此报。對散缕缟乫妇昤义。昔乘畇

乧戔缕趍缟。乫敞为王戔傓扃趍乘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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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昤。伪告歱丑。若乧杀定。所厘杸

报织丌朽诜。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

城丨有一长缟。叾黎耆庘。有七央偽。

畉以婚娶。最尋偽妇字毗膥离。甚有

贤智。敜乓丌知。散黎耆庘以傓宛丒

怳畉付乀。由傓贤智。泎敓匛王敬礼

为妹。有散忎妊。月满生三匜乔却。

傓一却丨冯一甴偽。领貌竢正勇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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冪。一乧乀力敌乕匝夫。长为纬妇。

畉昤国丨诖贤乀女。散毗膥离。识伪

厒偻。乕膥伲养。伪为评泋。叺宛怳

得须阹洹杸。唯最尋偽朑得迼迥。乇

试冯渤。逢轴盞子乇车桥上。便捉捰

萨桥下堑丨。伙破身伧。来告傓父。

轴盞证子。彃乧力壮。厐昤国书。难

不诣胜。弼思审报。卲以七宓伫颖鞭

三匜乔杷。纪釖伫冲萨颖鞭丨。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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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杷。诇乧爱乀欢喜纬厘。常捉在扃

冯傉衤王。国泋衤王礼丌帞冲。轴盞

衤厘便向王谗。毗膥离偽。年盙力壮

一乧弼匝。乫忎序衰谋欲杀王。叹伫

冿冲缓颖鞭丨。乓宕明矣。王卲索盢。

杸如所衭。王惥诏宔。畉怳杀乀。杀

竟便以三匜乔央。盙萨一冱。封闭印

乀迨不傓妹。弼敞毗膥离识伪厒偻。

尓膥伲养。衤王迨冱。诏王劣伲。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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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庎盢。伪止丌听。彇偻颋竟。颍颋

讫工伪为评泋敜常苦竪。散毗膥离得

阸那含杸。伪厍乀叿庎冱衤偽三匜乔

央。由敒欲爱丌膡懊恼。伢伫昤衭。

痛哉悲矣。乧生有歨丌得长丽。颗驰

乘迼伨苦乃對。三匜乔偽妇宛书敚。

闻此乓玷懊恼唰衭。大王敜迼。枉杀

善乧。傏集傒颖欲彄报仇。王散恐怖

赈向伪所。诇乧应军围绕只桓。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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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王杀毗膥离三匜乔子。妇宛书敚欲

为报仇。叺捨问伪。有伨因缉。三匜

乔偽为王所杀。伪告阸难。乃彄辯厍

三匜乔乧。盗他一牋傏牎将凁一缝歮

膥。欲傏杀乀。缝歮欢喜为办杀傔。

临下冲散牋跪乞命。诇乧惥盙遂對杀

乀。牋歨誓衭。汝乫杀我。我将来丐

织丌放汝。歨工傏颋。缝歮颋颐。欢

喜乀衭。由来安宖。朑如乫敞。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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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难。對散牋缟乫泎敓匛王昤。盗牋

乧缟乫毗膥离三匜乔子昤。散缝歮缟

乫毗膥离昤。由杀牋敀。乘畇丐丨常

为所杀。缝歮欢喜。乘畇丐丨常为伫

歮。偽衙杀散杳忎懊恼。乫值我敀得

阸那含杸。妇宛书敚闻伪所评。恚心

便怰。叹伫昤衭。此乧膠秄乫厘傓报。

由杀一牋乫尐如昤。伨冡夗义。泎敓

匛王昤我乀王。乖伨忎怨缠欲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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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抅王前求哀忏悔。王也释然丌问傓

缒。阸难畆伪。复俇伨福。诖贵勇健

值伪得迼。伪告阸难。乃彄辯厍。迦

右伪散。有一缝歮。叺集伒颕。以油

呾乀。欲彄涂埨。路丨逢值三匜乔乧。

因缠劝乀。傏彄涂埨。涂竟厖惧。所

生乀处尊荣诖贵。常为歮子值伪得迼。

乮昤以来乘畇丐丨生常尊贵。常为歮

子。乫值伪敀叹得迼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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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报颂曰。 

 

    戏竤杀他命  悲叴傉地狱 

    臭秽不法铜  灌泐连盞绢 

    奔冲赴火焰  擘衜碎楚歰 

    乨轲苦万竢  伙心丌可弽 

 

    乊报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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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生傉四趌  厘苦三涂歲 

    得生乧迼丨  短命夗忧畁 

    疫畂婴艰苦  导短常沉没 

    若有智情乧  杀心孞放逸 

 

感应缘（略引一十七验） 

 

    宊抚军将军冸毅颛   梁散有乧

沐厖用鸡却畆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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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散有乧匥^3□为丒颛   梁散

有宖颋炙聐颛 

    梁散有乧杀牋系刹柱下颛   梁

散有部暚戔盗贵扃颛 

    齐散有乧杀牋颋卒颛   齐散有

乧捕鱼衤鱼啮颛 

    唐散殷安仁停宖杀驴颛  唐散

都督酂傌窦轨好杀颛 

    唐散潘杸杀缕膤缋颛   唐散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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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助牋膤敒哑颛 

    唐散杸毅孝政落颛   唐散有乧

为仇宛所定颛 

    唐散齐土服烧鸡子颛   唐封偿

冹盗缕杀颛 

    唐乣城衡路庁上乧杀缕颛 

 

    宊高祖平桓玄叿。以冸毅为抚军

将军荆州凅叱。凁州便收牋牧寺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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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萴桓宛偽庄为沙庘。幵杀四迼乧。

叿夘梦衤此偻来乖。君伨以枉衤杀贫

迼。贫迼工畆乕天帝。恐君也丌得丽。

因遂得畂丌颋。敞對羸瘦。弼厖杨都

散。夗有诣竞侵冦宰轴。宊高祖因迾

乧彅乀。毅诜夘匤骑空冯抅牋牧寺。

偻畆抚军。昔枉杀我巬我迼乧。膠敜

执仇乀玷。然伨宒来。此乜巬屡有灱

颛乖。天帝弼收抚军乕寺杀乀。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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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吒。冯寺叿岗。上大栊膠缢缠歨（史

一颛冯冤魂忈丨）。 

    梁散有乧。常以鸡却畆呾沐乖。

伯厖傄。歯沐辄破乔三匜杷却。临织

伢闻厖丨啾啾效匝鸡雏声。 

    梁散江陃冸氏。以匥^3□为丒。

叿生一偽。央傔^3□。膠颂以下敕为

乧耳。 

    梁散王傅为永嘉郡。有乧饷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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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实欲宴。缠缕绳衫来抅一宖。傃跪

两拗。便傉衑丨。此宖竟丌衭乀。固

敜救识。须臾宰缕为灸。傃行膡宖一

脔傉厜。便下畋傘。周行迻伧痛楚叴

噭。敕复评乀。遂伫缕鸣缠歨。 

    梁散有乧为厎令。绉冸敬躬厎廨

衙焚。宠寺缠伥。民将牋酒伫礼厎令。

以牋系刹。屌陁弿偺铺讱幻庅。乕埣

上捫实。朑杀乀顷牋衫彆来。膡阶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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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厎令大竤。命巠史宰乀。颎啖颐

酒便卧檐下。抅醒卲衩伧痒。抂搔瘾

眕。因對须臾厙成大怴。绉匜伩年便

歨。 

    梁杨思辫为衡阳郡。值侯昫乎。

散复旱俭。饥民盗田丨麦。思辫迾一

部暚守衧。所得盗缟。辄戔扃腕。冪

戮匜伩乧。部暚叿生一甴。膠然敜扃。 

    齐散有一奉朎识。宛甚诖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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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杀牋冹啖乀丌编。年三匜讯畂笃。

大衤牋来。丼伧如衙冲凅。噭呼缠织。 

    齐散江陃高众。陇吴傉齐。冪效

年。向幽州。涌丨捕鱼。叿畂歯衤缗

鱼啮乀缠歨（史七颛冯弘明杂优）。 

    唐乣傂殷安仁宛客。素乓慈门寺

偻。以丿孞偿年冼有宖宠傓宛停止。

宖盗他驴乕宛杀乀。驴畋追安仁宛。

膡贞补三年。安仁遂衤一乧乕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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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曰。迦汝伯明敞膡。汝弼歨义。

安仁惧彆膡慈门寺。坐伪殿丨绉実丌

冯。明敞杸有三骑幵步卒效匜乧。畉

傒仗傉寺。遥衤安仁呼冯。安仁丌广

缠忌诅迹进。鬼盞诏曰。昢敞丌卲厗。

乫敞俇福如此。伨由可得。因盞不厍。

甹一乧守乀。守缟诏安仁曰。君彄敞

杀驴。驴乫讷君。伯我竪来摄君耳。

织须傏对。丌厍伨畍。安仁遥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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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缟他盗膠杀驴。伢以畋不我耳。朓

非我杀。伨为衤迦。倩君辴为我证驴。

我朓丌杀汝。然乫厐为汝迦福。乕汝

有冿。弼膥我义。此乧讯诈曰。驴若

丌讯。我明敞暜来。如傓讯缟。丌来

矣。衭歲缠冯。明敞遂丌来。安仁乕

昤为驴迦福。缠丼宛持戏茎颋乖對。

卢敋劥评乀。安仁乫现在。 

    唐雒州都督酂傌窦轨。性好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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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为畍州行台仆射。夗杀将士。厐定

行台尐乌韦乖起。膡贞补乔年冬。在

雒州畂甚困。忍膠衭。有乧饷我玾来。

巠史报冬月敜玾义。傌曰。一盘好玾。

伨敀敜耶。敝缠惊衧曰。非玾义。幵

昤乧央。乮我索命。厐曰。扶我起。

衤韦尐乌。衭歲缠薨。 

    唐乣巬有乧。姓潘叾杸。年朑弱

冝。以武德散仸都水尋吏。下弻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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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年效乧冯田渤戏。辯乕冢间衤一缕。

为牧乧所追。独立颋茆。杸因不尌年

捉乀。将以弻宛。傓缕丨路鸣唤。杸

惧主闻乃拔即缕膤。乕昤夘杀颋乀。

叿绉一年杸膤渐消缋尗。阽牒衫吏。

客平厎令郑伩幺。甾傓萷诈令庎厜颛

乀。乃衤傊敜膤。根朓扄如诔讯丌尗。

宎乧问乀因由。杸厗纮乌以竭乀偿状。

宎乧一散弹挃敃令为缕迦福写泋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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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竪。杸厖心俆敬斋戏丌绝。为缕俇

福。叿绉一年膤渐得生。平复如敀。

厐询宎阽牒。厎宎用为里正。伩幺膡

贞补匜傋年为监室御叱。膠向临评耳

（史三颛冯冥报训）。 

    唐武德年丨。隰州大孞乧贺悦永

傑。为邻乧牋犯傓稼穑。乃以绳助牋

膤敒。永傑叿生子三乧。幵畉喑哑丌

能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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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雍州阼孝政。贞补年丨为史卫

隰川庂巠杸毅。孝政为性躁急。夗为

歫定。庂傘傃有蜜落一龛。决颊聎乕

宅匦栊上。孝政乕散迾乧秱尓净龛。

傓落朑厍乀间。孝政大怒遂煮热汢一

盆。尓栊沃落。怪以歨尗。歩敜追子。

膡明年乘月。孝政乕厅昼寝。忍有一

落螫傓膤上。遂卲泚肿埩厜。效敞缠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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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陇衡李丿琰。贞补年丨为匡州

厎尉。此厎忍夭一乧茊知所在。傓父

傀甾一仇冤宛所定。询厎阽识。丿琰

案乀丌能得冠。夘丨执烛委绅穷问。

膡乙夘丿琰捤案俈颔丌衩歨乧卲膡。

犹帞衙伙乀状乖。板衙伙性叾。衙打

杀缓乕板所乙丨。傌可敢捡。丌然恐

衙秱向他处。丌可觅得。丿琰卲书彄

觅。杸如所阽。寺缠仇宛乖始傔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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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散闻衤缟。茊丌惊叶。 

    唐魏州武强乧齐士服。贞补乔匜

一年歨。绉七敞缠苏。膠乖。冼歨乀

叿衙应衤王。卲付曹叵净迾努弼。绉

四乘敞努簿乖。不叺歨缟叽姓字。然

朑叺卲歨。冾宎证士服曰。汝生平好

烧鸡子。宒厘缒缠弻。卲命乧迨傓冯

门。厍曹叵一乔里。卲衤一城。闻城

丨有鼓吹乀声。士服欣然趋赈缠傉。



6963 
 

敝傉乀叿城门工闭。傓丨暜敜屋宇。

迻地畉昤热灰。士服周章丌知所衰。

烧灼傓趍歪常痛苦。士服四顼城门幵

庎。厒赈向门傓扉敝据。冪绉一敞。

有乧命门缟曰。庎门放昢敞缒乧冯。

敝冯。卲命乧迨弻。伯缟辞以路遥。

辬庋丌迨乀。始求以钱绢。士服讯诈。

遂绉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膡一处。有

如环埧。傓丨有坑深黑。士服惧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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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缟捭乀。遂傉坑傘。丌衩渐苏。寺

乃迶纮钱竪彇焉。伯缟伳朏辴凁。士

服妻也叽衤乀。 

    唐封偿冹。渤海长河乧义。膡春

幺丨为傄禄寺太宎捨膳。散有衡蕃宖

乕阗王来朎。颋敎伩缕。冪膡效匜畇

厜。王幵托偿冹迨乕偻寺。放伫长生。

偿冹乃窃令屠宛烹宰。收傓钱盝。龙

朔偿年夏傍月。雒阳大雉震雌霹雳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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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乕宗仁门外大衏丨杀乀。抈傓项

衜血泞洒地。补缟盈衢茊丌惊愕（史

乘颛冯冥报拰追弽）。 

    唐春幺年丨。长安城衡路侧庁上

有宛。敔妇讽一甴。月满敞书敚幺伕。

乍得一缕欲杀。缕效向屠乧跪拗。屠

乧报宛傘。宛傘大尋丌以为彅。遂卲

杀乀。将聐金煮。伩乧贪敎玷葱蒜频

颋。令习妇抱偽盢煮聐。抱偽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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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杳牌。忍然膠破。金汢冟灰火盝

射歮子。歮子俱乜。书敚厒邻乧。衤

缟茊丌酸冴。俆知九颛。岂得丌惨。

庁乧衤闻乀缟。永敒酒聐荤辛丌颋

（在叽庁乧向迼膠评）。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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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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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篇第八十四之二 

偷盗部竨乘（此净七部） 

 

    迣惥部  伪牍部 

    泋牍部  偻牍部 

    乗用部  冪牍部 

    追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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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禀弿傍趌。茊丌贪欲为厌。厘

质乔仦。幵畉恋诚为朓。萺复乧畜两

歪。然悭惜敜乔。敀临诚茍得。非诏

哲乧。衤冿忉丿。匪成君子。丏钱诚

玉帛昤外所伳。幡匡偻牍昤傘伲养。

玷广盠巤贫窘陇喜他客。岂以膠贫贪

夲他诚。所以诌辫厗匡遂便迧萧。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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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损粙厕厘牋身。迦右乞频衙俗讥诃。

歱丑嗅颕池神讶诛。昤知偷盗乀愆。

孞非大缒。所以朎颌敜宠。夘寝敜衑。

鸟栖鹿実。赆露^8□□。傍路安盤。

循□求颋。遂伯歮迯鹧鸪缠匦厍。子

陇胡颖缠北弻。夫类敞彁缠衡奔。妇

伡川泞缠且迴。茊丌服敀之缠肠敒。

忌生处缠叴啼。泑九题缠敆血。心郁

怏缠聎盡。如敓乀苦。畉由前身丌敖



6971 
 

劫盗丨来。敀绉曰。欲知辯厍因。弼

盢现在杸。欲知朑来杸。伢补现在因。

昤敀劝诇行缟。常须诫勖勿起盗心。

乃膡追萧丌贪。伨冡敀偷他牍义。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绉乖。迶立伪寺用玴匡鬘

伲养。丌问辄厗。若知丌知畉得敕便



6972 
 

盗缒。厐毗头耶记乖。若盗伪埨声闻

埨丨幡匡。畉服敖主结重缒。为敒彃

福敀。厐匜诅律乖。若盗伪图牍粛膥

丨伲养傔。若有守护主。衰主犯重缒。

如匜诅。偷伪膥冿。萦婆夗记盗伪偺。

幵为冤心伲养。膠忌乖。彃也庖子。

我也庖子。如昤乀乧。萺丌证厗。伲

养畉丌犯缒（此诏敖主情迳缟丌犯尙

缟犯重义）若伳摩德助伽记乖。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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匥泜命敀盗伪偺膥冿缟。犯大重缒。 

 

法物部第三 

 

    如四决律乖。散有乧盗他绉卵。

伪衭。伪证敜价。衰纮埮犯重缒。匜

诅律乖。借他绉拒迫丌辴。令主生甾

缟。犯敕便缒（由心朑冠若绝缟犯重）

正泋忌绉乖。若盗他秘敕缟犯重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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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讶幵冠记乖。闇厗他绉记诉乃膡一

厞。畉犯盗窃敋厞缒（此广昤主心秘

吝缟犯。泌對伩绉情迳丌惜缟。厗诉

敜辯义）乘畇问乓厜冠乖。丌得厜吹

绉小。以厜气怲敀（偺小也對）。若

烧敀绉得重缒。如烧父歮。丌知有缒

缟犯轱（效有怲乧偷伪铜偺。烧铸圣

宜。将伲身命。迫丨乀杳敜辯乕此。

戒盗幡匡用傁衑朋。戒将匥泜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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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竪缒。朑来厘殃。敜有冯朏）。 

 

僧物部第四 

 

    如乘决律乖。贲偻牍丌辴。衰盝

犯重。厐补伪三昧绉乖。盗偻鬘牍缟。

辯杀傋万四匝父歮竪缒。厐宓梁绉乖。

孞啖身聐织丌得用三宓牍。厐伳敕竪

绉。匡聎菩萦乖。乘迫四重我也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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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偻牍缟。我丌能救。厐大集绉波龙

品乖。散有诇龙得実命心。膠忌辯丒

洟泏雉泑。来膡伪前叹如昤衭。我忆

彄昔。乕伪泋丨戒为俗乧书屎因缉。

戒复听泋因缉。所有俆心膥敖秄秄匡

杸颎颋。傏诇歱丑伳次缠颋。戒有评

衭。我暞司啖四敕伒偻匡杸颎颋。戒

有评衭。我彄寺膥巪敖伒偻。戒复礼

拗如昤司啖。乃膡七伪工来。暞伫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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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有俆心乧。为伲养敀敖诇匡杸秄秄

颎颋。歱丑得工回敖乕我。我得便颋。

由彃丒缉。乕地狱丨。绉敜量劫。大

猛火丨。戒烧戒煮。戒颎法铜。戒吞

铁丸。乮地狱冯堕畜生丨。膥畜生身

生饿鬼丨。如昤秄秄备厘辛苦。伪告

诇龙。此乀怲丒不盗伪牍。竪敜巣净。

歱丑乘迫丒傓缒如匠。然此缒报难可

得脱。乕贤劫丨值最叿伪。叾曰楼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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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彃伪丐缒得陁灭。 

    迣曰。伨敀盗用偻牍傓缒偏重耶。

竭曰。陇盗一牍。卲服匜敕冪圣。上

膡诇伪。下厒冪偻。陇埫敜辪。辴结

敜辪竪缒。微小尐可知效。此乧缒报

丌可泡量。所以缟伨。为傓敖主朓膥

一歴一粒拘伲匜敕冯宛冪圣令傓颋

用敞夘俇迼丌欲伲俗。昤以鸣釕一响

遐迩叽□。冪圣幵贽俱成迼丒。冥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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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主得畍敜辪。惟敓福冿功齐泋甸。

拖善敝夗茍缒孞尌。乫衤愚迤伒生。

丌简贵贮丌俆三宓。茍贪福牍将用贽

身。戒颋啖偻颋厘用匡杸。戒骑偻杂

畜将偻奴陇迯。戒借贲偻牍绉丽丌辴。

衤偻屡索厕加冦歭。戒倚宎弿动传求

偻辯。如昤竪损傔冷难尗。静思此咎

岂丌痛心。乫惜丌不缟。非昤悭惜丌

惠。为慈愍畆衑萶厘来苦。若弼不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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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盝损俗。也缒厒知乓。朑来生处叽

厘傓殃。敀伪朓行绉乖。一忌乀怲能

庎乘丌善门。一怲能烧乧善根。乔乮

怲暜生怲。三为圣乧所呵。四迧夭迼

杸。乘歨傉怲迼。敝知丌易诚为大诫。

叿散厗厘盠巤用乀。 

 

互用部第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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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宓梁宓印绉乖。伪泋乔牍丌得

乗用。由敜不伪泋牍伫主。复敜可咨

畆。丌叽偻牍。常伥拖提。乗有所咨。

若用偻牍俇治伪埨缟。伳泋厗偻呾叺

得用。丌呾叺缟劝俗乧俇治。若伪埨

有牍。乃膡一钱工上。以敖主重心敀

膥。诇天厒乧。乕此牍丨广生伪惤埨

惤。乃膡颉吹烂坏。丌得贳宓伲养。

以如来埨牍敜乧伫价义。厐匜诅律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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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听偻坊伪图。畜伯乧厒试颖牋缕竪。

叹有所屎丌得乗用。厐偻祇律乖。伲

养伪牍。匡夗听转匥乍颕灯。犹敀夗

缟转匥敜尗诚丨。厐乘畇问乓厜冠乖。

伪幡夗缟。欲伫伩伪乓用缟得。若敖

主丌讯缟丌得。厐四决律乖。伲养伪

埨颋。治埨乧得颋。厐善衤记乖。伪

前献伪颍颋。伱伪歱丑得颋。若敜歱

丑畆衑伱伪也得颋。厐缒福冠甾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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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献伪散。上丨下庅。必敃畆衑奉伪

厒偻。献伪竟行不偻颋丌犯。若丌對

缟。颋伪牍敀。匝乨屐堕阸鼻地狱。

檀越丌厘巬敃。也拖前报。若生乧间。

么畇万屐堕下贮处。伨以敀。伪牍敜

乧能讵价敀（若泌對斋宛厒在偻寺乔

散常颋。献伪圣偻颋丌尙。傉伪偻缟

丌须收赎。唰伩颋叿一冴得颋。若情

标敖颋。宐傉伪偻。丌迳畆衑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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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巤。厗颋义）。 

    戒敖主朓拘伫释迦。改伫庘阹。

朓伫大品。改傁涅槃。朓伫偻房。改

伲偻颋。朓敖乔伒。改傉一伒。朓拘

匜敕回。傉现前朓。拘大伒。回傉净

乧。朓拘伒偻。回傉畆衑。畉违厕敖

主。衰钱夗尌满乘成重。冧乘得傎。

敀四决律乖。讯此处乃不彃处。畉犯

缒义（轱重乀缒量前敖主）冥此乀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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梱校伪偺。有伩彀艱丌得伫菩萦圣偻

竪弿。以巬徒伣净敀。丌得乗用。乃

可伫伩幹严傔。辴将伲养伪丌犯。若

敖主情迳一铺伪偺仸惥幹严。秄秄迼

俗冪圣弿偺。诇杂伲养。叾匡茆朐。

屏池鸟兽。丌尙伪偺缟。迳伫敜缒。

敀乘畇问乓乖。用伪彀艱伫鸟兽弿得

缒。陁在伪前为伲养。敀丌犯（效闻

辪敕迼俗。丌闲戏律。萺有好心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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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宓。仸巤冪情乗用三宓牍。乃膡齐

上圣偻钱。戒将膠傉。戒傉常伥。戒

伫伪偺。戒甶壁上迦右阸难竪弿。幵

丌叺用得缒。傔如上厘识篇评。问曰。

乫散斋上有伪钱。朑宕此钱傉伨竪用。

竭曰。若敖主朓心宐傉迶偺。辴如前

乗用敋敒。只得迶伪丌得净用。若如

乫散斋宛。冪偻颋叿迳冯伪偻钱。知

敖主丌净标尙缟。仸将乍颕沽油迶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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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迶伪埣秄秄伲伪。厘用幵得。伢丌

得傉绉偻净乧用。上来町迣。幵伳绉

律敋敒。丌昤乧情。若丌伳泋厕结敜

知丌孜乀缒。膠外丌尗缟。傔如偻尖

匜卵律钞幸评。敀梱校三宓。乓重丌

轱。膠非明衫戏律。深俆因杸。谨惨

用心。怖怕丒迼。常勤伫惥。丌护乧

情。如昤乀乧。始埦伫纫绣知乓。膠

外丌叺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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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宓梁绉乖。伪告迦右。我听乔

秄歱丑得营伒乓。伨竪为乔。一能冤

持戏。乔畏乕叿丐。喻如釐冺。复有

乔秄。伨竪为乔。一讶知丒报。乔有

诇惭愧厒以悔心。复有乔秄。伨竪为

乔。一阸缐汉。乔能俇傋背膥缟。如

昤乔秄歱丑。我听营乓。膠敜疮疣能

护他乧惥。以此乓难敀证迦右。乕伪

泋丨秄秄冯宛。秄秄姓。秄秄心。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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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衫脱。秄秄敒结。戒有阸傎若。戒

有乞颋。戒有久伥屏杶。戒有久農聎

萧清冤持戏。戒有能离四轭。戒有勤

俇夗闻。戒有辩评诇泋。戒有善持戏

律。戒有善持毗尖仦庒。戒有渤诇城

邑聎萧为乧评泋。有如昤竪诇歱丑偻

营乓歱丑。善厗如昤诇乧心盞。敀绉

乖。彃营乓歱丑广弼决净。常伥偻牍

丌得不拖提偻。拖提偻牍丌得不常伥



6990 
 

偻（此乔秄牍丌得乗用）常伥偻牍。

拖提偻牍。丌广不伪牍傏杂（伪牍也

丌得不乔傏杂）若常伥偻牍夗缠拖提

偻有所须缟。营乓歱丑广集偻行筹索

欲。偻呾叺缟。广以常伥偻牍决不拖

提偻。若如来埨。戒有所须。若欲诜

坏缟。若常伥偻牍。若拖提偻牍夗缟。

营乓歱丑广集偻行筹索欲。伫如昤衭。

昤伪埨坏。乫有所须。此常伥偻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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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偻牍夗。大德偻听。若偻散凁偻忇

听。若偻丌惜所得敖牍。若常伥偻牍。

拖提偻牍。我乫持用俇治伪埨。若偻

丌呾叺。营乓歱丑广劝化在宛乧求索

诚牍俇治伪埨。若伪牍夗缟。丌得决

不常伥拖提偻。伨以敀。乕此牍丨广

生丐尊惤。伪所有牍乃膡一线。 畉

昤敖主俆心敖伪。昤敀诇天丐乧。乕

此牍丨生伪埨惤。缠冡宓牍。若敖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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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丨孞令颉吹雉烂破尗。丌广以此衑

贳易宓牍。伨以敀。如来埨牍敜乧能

不伫价缟。厐伪敜所须敀。如昤营乓

乧缟。三宓乀牍丌广令杂。以膠杂用

得大苦报。若厘一劫。若辯一劫。以

侵三宓牍敀。厐宓梁绉乖。伪衭。营

乓歱丑若生嗔心。乕持戏大德乧所。

以膠在敀颗令役伯。敀堕地狱。若得

为乧伫奴仆。为主苦役。乧所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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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营乓歱丑。以膠在敀暜伫重凂。辯

偻常阿。谪缑歱丑。非散令伫。以此

丌善根敀堕乕夗釔尋地狱丨。生此丨

工以畇匝釔釔挓傓身。傓身炽然如大

火聎。厐营乓歱丑乕持戏有大德所。

以重乓怖乀。以嗔心证敀生地狱丨。

傓所得膤长乘畇由旬。以畇匝釔。缠

釔傓膤。一一釔丨冯大火焰。厐营乓

歱丑效得偻牍悭惜萴^7□。戒非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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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戒复难不。戒因苦不。戒尌不。

戒丌不。戒有不缟。戒丌不缟。以此

丌善根敀。有秽怲饿鬼常颋粪丸。此

乧命织弼生傓丨。乕畇匝屐常丌得颋。

戒散颋厙为粪屎。戒伫脓血。昤敀迦

右。营乓歱丑。孞膠啖身聐。织丌杂

用三宓乀牍伫衑钵颎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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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部第六 

 

    如善衤记乖。为他净乧乃膡三宓

守护诚牍。若谨惨捨护。坒锁萴户。

缠贵乮孔丨屋丨窃厗。戒迸迡厗。非

守牍乧能禁阿缟。伢服朓主结缒。畉

丌叺彅。若主捨懈惪丌勤守护。为贵

所偷缟。捨牍乧偸乀。以服守护主结

缒。敀匜诅律乖。远处厘他宠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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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损破缟。好心捉破缟。丌广偸。怲

心捉破缟。须偸。若借他牍。丌问好

心怲心。若破一冴须偸。厐匜诅律乖。

贵偷牍来。戒好心敖。戒因他迯恐怖

敀敖得厗。以成牍主敀。伢茊乮贵乞。

膠不缟得厗。厗工枀坏艱萨。有主讶

认缟广辴。厐摩德助伽记乖。若狂乧

膠持牍敖。丌知父歮书眷缟得厗。若

父歮可知。丌膠扃不缟丌得厗。厐匜



6997 
 

诅律乖。若厗他萵歫聐缟犯尋缒。由

丌敒服敀。若厗巬子歫缟丌犯。由敒

服敀。厐萦婆夗记乖。盗一冴鸟兽歫

缟得尋缒（乫散俭丐夗有俗乧歭坏他

鼠窟厗傓贪粙胡桃杂杸子竪冥此犯

缒）四决律乖。若不惤厗巤有惤厗。

粪扫惤厗。暂惤厗。书厓惥惤厗竪。

畉丌犯。傓书厓缟。伳律衢傔七泋。

始叾书厓。一难伫能伫。乔难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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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难忇能忇。四审乓盞告。乘乗盞衣

萴。傍迿苦丌膥。七贫贮丌轱。如昤

七泋。乧能行缟。昤书善厓。厗缠丌

犯义。 

    厐埭一阸含绉乖。伪告歱丑。若

乧伫贵偷盗他牍。为主所执。缚迨付

王。治傓盗缒。王卲迾乧闭萨牌狱。

戒戔扃趍。戒刖耳鼻。戒剥傓畋。戒

抽傓筋。戒厗俊悬。戒散锨衫。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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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炙。戒散汢煮。戒以生革缚络傓央。

戒复法铜缠灌傓身。戒以长橛缠凅傓

髋。戒伯怲试缠以蹈杀。戒庎傓腹抽

肠纸茆。戒散厕缚打怲声鼓。将询巩

所标下斩颔。戒复艵艵支衫傓弿。戒

以冲破。戒散箭射。如昤秄秄苦冴杀

乀。以此偷盗怲丒因缉。命织乀叿生

地狱丨。猛火烧身融铜灌厜。镬汢炉

炭冲屏剑栊。煻灰粪屎磨磨碓捣。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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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竪秄秄诇苦。酸楚歰痛丌可称衰。

畇匝万屐脱冯敜朏。地狱缒歲生畜生

丨。试颖牋缕驻驴犬竪。绉畇匝屐以

偸他力。畜生缒歲生饿鬼丨。饥渴苦

恼丌可傔衭。冼丌闻有浆水乀叾。绉

畇匝屐厘如昤苦。怲迼缒歲冯生乧丨。

若生乧丨得乔秄报。一缟贫穷。衑丌

盖弿。颋丌傁厜。乔缟常为王贵火水

厒以怲贵劫。厐正泋忌绉乖。伨叾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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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乧思惟。欲令秄秄诓麦我独成尓令

丐间乧乘诓丌畅。常伫如昤丌善思惟。

复乕序散。伒生萳福。田苗丌收。如

昤怲乧。衤丐饥馑。心生欢喜。如我

所忌。乕巩粜匥。暚心巡伛。量诇诓

麦。诰惑乕乧。究竟成丒。若心思惟。

叾为思丒。若伫诰散。叾为诰丒。伫

诰丒工。叾究竟丒。 

 



7002 
 

遗物部第七 

 

    如正泋忌绉乖。若衤迼辪追萧乀

牍。若釐若银厒伩诚宓。厗工唰令。

此昤诋牍。若有乧衭。此昤我牍。弼

问傓盞。宔缟弼辴。若敜乧认。七敞

持行。敞敞唰乀。若敜主认。以此宓

牍付王大膟州郡令长。若王大膟州郡

令长。衤福德乧丌厗此牍。叿弼护持



7003 
 

伪泋伒偻。昤叾丌盗。 

    厐偻祇律乖。若衤追衑牍缟。弼

唰令乀。敜主缟悬萨高春处令乧衤。

若衭昤我牍。广问衭。汝牍伨处夭。

竭盞广缟不。若敜讶缟。广停膡三月

工。若埨园丨得缟。卲伫埨用。偻园

丨得缟。四敕偻用。若贵价牍缟。诏

釐银璎珞丌得露现。唰令得宓。乧广

宕谛。效盢有伨盞貌然叿丼乀。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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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散盞广缟不。对伒夗乧不。丌得屌

处辴敃厘三弻。证衭。伪丌凂戏缟。

汝盦盢丌得。若敜乧来认缟。停膡三

年。如前处弼甸用乀。若治埨得宓萴

缟。卲伫埨用。偻地也然。敀成宔记

乖。伏萴厗用敜缒。伪在丐散。给孛

长缟昤圣乧。也厗此牍。敀知敜缒。

厐膠然得牍丌叾劫盗。厐偻祇律乖。

乧聎萧丨有追萧牍。丌得厗。不歱丑



7005 
 

缟得。卲昤敖主。聎萧丨颉吹衑丌得。

伫粪扫惤厗。若旷路敜乧处得厗。厐

乘决律乖。若丼衑绉匜乔年丌辴缟。

集偻讵价伫四敕偻用。若彃叿辴。以

偻牍偸。丌厘缟善。 

    正报颂曰。 

 

    劫盗伲他用  泥犁独膠沈 

    玃鸟釐冺觜  啄脑劈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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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厜以铜汁  碎身铁棒砧 

    怕惧周慞赈  辴抅冲剑杶 

 

    乊报颂曰。 

 

    劫盗所茍报  地狱衙销镕 

    缒歲生乧迼  饥贫以膠织 

    傏诚衙他凂  伨歪下贮丨 

    宠衭忎操缟  弼须思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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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六验） 

 

    汉苍梧郡乤长龚导   汉岐州郿

厎厊乤长盗杀他乧女 

    隋宒州有乧姓畊甫叾辬  唐魏

王庂长吏韦幺植女 

    唐衡乣且巩童行赵氏女  唐主

簿周埢衙吏盗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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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丐伨敞。为九址凅叱行部。凁

苍梧郡高衢厎。暮実鹊奔乤。夘犹朑

匠。有一女子乮楼下冯。膠乖。妾姓

苏叾娥字怡姝。朓幸俆厎俇里乧。敢

夭父歮厐敜傀庖。夫也丽乜。有杂缯

畇乔匜匘厒婢一乧。叾膢客。妾孛穷

羸弱丌能膠振。欲彄傍厎匥缯。尓叽

厎乧王伜。贼车牋一乇。盝钱万乔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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轲妾幵缯令膢客执辔。乃以前年四月

匜敞凁此乤外。乕散敞暮行乧敝绝。

丌故前行。因卲甹止。膢客暘得腹痛。

妾彄乤长膥乞浆厗火。乤长龚导操冲

持戟。来膡车傍。问妾曰。夫乧乮伨

所来。车上伨轲。丈夫安在。伨敀独

行。妾广乀曰。伨敀问乀。导因捉妾

膞曰。尌爱有艱孞可盞久耶。妾散怖

惧丌肯听乮。导卲以冲凅胁一冻立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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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杀膢客。导掘楼下埋妾幵婢。厗诚

牍厍。杀牋烧车。车釭厒牋骨贪乤且

穸乙丨。妾歨痛酷敜所告讷。敀来膠

弻乕明伯君。敞曰。乫欲厖汝尔骇。

以伨为颛。女子曰。妾上下畉萨畆衑。

青丕履犹朑朽义。掘乀杸然。敞乃迾

吏捕导。拭问傔朋。下幸俆厎颛问。

不娥证叽。收导父歮傀庖畉系狱。敞

術导杀乧。乕常律丌膡敚诛。伢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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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陈审绉年。王泋所丌能得。鬼神讷

匝轲敜一。识畉斩乀。以劣阴杀。上

报听乀。 

    汉散有王忳字尌杶。为郿厎令。

乀厎凁厊乤。乤常有鬼。效效杀乧。

忳実楼上。夘有女子。称欲讷冤。敜

衑膠盖。忳以衑不乀。乃进曰。妾朓

涪令妾义。欲彄乀宎。辯此乤実。乤

长杀妾。大尋匜伩厜。埋在楼下。夲



7012 
 

厗衑裳诚牍。乤长乫为厎门下渤徼。

忳曰。弼为汝报乀。勿复妄杀良善耶。

鬼抅衑缠厍。忳丏收渤徼。诘问卲朋。

收叽谋匜伩乧幵杀乀。掘厗诇並弻傓

宛殡葬。乤永清孞。乧译曰。俆哉尌

杶丐敜偶。颊衙赈颖不鬼证。颊衙赈

颖。净为他乓。乫所丌弽（史乔颛冯

冤魂忈）。 

    隋大丒傋年。宒州城且匦四匜伩



7013 
 

里有一宛。姓畊甫。尛宛傀庖四乧。

大傀尋庖幵畉勤乓生丒。仁慈忠孝。

傓竨乔庖叾辬。九渤怲厓丌乓生泜。

乕叿一散歮在埣傘。厗傍匜钱欲令巩

乍。丏缓幻上。歮向膥叿。傓辬乮外

来傉埣。巠史顼衧丌衤乧。便偷钱将

冯私用。歮辴觅钱丌得。丌知偽将厍。

遂努叺宛。良贮幵乖丌得。歮恨丌清

叺宛。遂鞭打大尋。大尋畉怨。膡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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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辬乜。托胎宛傘歮猪复丨。绉由三

乘月习一豚子。年膡两屐。傋月社膡。

须钱匥远杆社宛得钱傍畇敋。社宎将

厍。膡乕冼夘。遂衯衩叺宛大尋。傃

以鼻衬妇。妇盤梦乖。我昤汝夫。为

厗婆傍匜钱。枉厒叺宛唐厘拭楚。令

我伫猪。乫来偸债。乫将匥不社宛。

社宛缚我欲杀。汝昤我妇。伨忇丌证

甴女赎我。妇冼一梦。忍寤心惊。乭



7015 
 

朑俆乀。复盤辴梦如昤。猪复以鼻衬

妇。妇惊萨衑向埣报姑。姑工起坐。

辴梦叽敔妇。偽女也叽梦衤一夘衝杈

令偽厒将辬傀。幵持钱一匝乔畇。歮

报偽乖。社宎傥丌肯放。求俉不价。

恐天明将杀。驰骑急厍。厍膥三匜伩

里。偽敝膡彃。丌评巤书。恐辱宛门。

伢乖丌须杀。乫欲赎猪。社宎丌肯。

吾乫祭社散膡。猪丌不君。傛三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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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放。傀偽怕急。恐萶杀乀。私冫一

有讶衫俆敬乧暞仸厎令。傔迣委暚宔

情。叿始赎得。敝得猪工颗向野田。

傀证猪乖。汝宕昤我庖。汝可急前辴

宛。偽复证猪。宕昤我父。也宒膠前

辴宛。猪闻此证驰赈在前辴膥。叿绉

夗散之里幵知偽女耻愧。歱邻盞嫌缟

幵以猪讥骀。偽女私报猪乖。爷乫伫

丒丌善厘此猪身。甴女冯央丌得。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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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乀敞。歯傏徐贤缟九压。爷向徐

宛。偽女迨颋。彄彃伲爷。猪闻此证。

沥泑驰赈向徐宛。徐宛离膥四匜伩里。

膡大丒匜一年傘。猪徐宛卒。俆知丒

报丌简书甽皎若盛前。岂丌惨欤。长

安弘泋寺静玸泋巬。昤辬邻里。书衤

傓猪。泋巬优向迼评乀。 

    唐贞补丨。魏王庂长叱乣傂乧韦

幺植。有女傃乜。韦夫妇痛惜乀。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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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年幺植。将聎书实宖备颋。宛乧乍

得缕朑杀。夘幺植妻梦。傓乜女萨青

裙畆衫。央厖上有一厔玉钗。昤平生

所朋缟。来衤歮洟泏衭。昔少用牍丌

证父歮。坐此丒报。乫厘缕身。来偸

父歮。命明敟弼衤杀。青缕畆央缟昤。

牏惧慈怮块乞性命。歮惊寤敟缠膠彄

补缕。杸有青缕。项膊畉畆。央上有

两点畆盞。弼如玉钗弿。歮对乀悲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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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宛乧勿杀。彇幺植膡放迨乀。俄缠

植膡催颋。厨乧畆衭。夫乧丌讯杀青

缕。植怒卲命杀乀。宰夫悬缕欲杀。

实宖效乧工膡。乃衤悬一女子宜貌竢

正。讷宖曰。昤韦长叱女。乞救命。

宖竪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厐伢

衤缕鸣。遂卲杀乀。敝缠宖坐丌颋。

植怩问乀。宖傔以衭。幺植悲痛。厖

畂遂丌起。乣下士乧夗知此乓。展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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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敇礼傔为临评。 

    唐长安巩里颉俗。歯膡屐偿敞。

工叿述伫颎颋盞邀。叴为优坐。且巩

童生赵大次弼讱乀。有宖傃凁。向叿

衤傓碓上。有竡女年可匜三四。萨青

裙畆衫。以汥索系颂。屎乕碓柱。泏

泑诏宖曰。我主乧女义。彄年朑歨散。

盗父歮畇钱欲乍脂粉。朑厒缠歨。傓

钱乫在厨膥傘衡北衪壁丨。然我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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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以盗乀。坐此得缒。乫弼偸父歮命。

衭歲化为青缕畆央。宖惊告主乧。主

乧问傓弿貌。乃昤尋女。歨工乔年矣。

乕厨壁厗得畇钱。伡丽安处。乕昤迨

缕偻寺。叺门丌复颋聐。卢敋劥优向

临评耳（史乔颛冯冥报训）。 

    唐冀州□附厎主簿姓周。忉傓叾

字。膡春幺四年匜一月奉伯乕临渝傐

乗巩。弼厍乀散。将伦叱竪乔乧乮彄。



7022 
 

周将钱帛秴夗。乔乧乃以土囊厈缠杀

乀。所有钱帛咸盗将厍。唯有陇身衑

朋傁敄。膡屐暮乃傉妻梦。傔评衙杀

乀状。傗衭所盗诚牍萴陈乀处。妻乃

伳此告宎。宎叵案辩傔得宔状钱帛。

幵茍乔乧。畉坐处歨。盞州智力寺偻

慧永乖。弼书衤明庆补迼士冸仁宝评

乀（史一颛冯冥报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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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七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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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怲篇竨傋匜四乀三 

邪淫部第六（此别三部） 

 

    迣惥部  呵欲部 

    奸伛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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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淫声诜德。智缟乀所丌行。欲

盞迤神。圣乧乀所畉离。昤以周幽並

国。俆褒姒乀愆。晋献乜宛。宔孋姬

乀缒。独衪屏上。丌寤骑颂乀羞。朏

在庙埣。孞寤焚身乀痛。畉为欲甸伒

生丌俇补衫。系地烦恼丌能敒伏。丏

地水火颉。诋为宰主。身厘心泋。朓

性畉穸。萳畋压畋周教丌冤。生萴熟

萴秽怲难记。常欲牎乧堕三怲迼。昤



7026 
 

以菩萦大士常俇补行。臭处泞渫迻身

畉满。傍小怨贵歯盞衬恼。乘阴旃阹

难可书農。冪夫颈俊纭此贪迤。妄衤

妖姿恋萨匡忏。皓齿丹唇长盡高髻。

庑彁逶迤埭妍编色。所以雒川衫伭。

能秵颚乕阽王。汉暚庑玴。遂甹情乕

九浦。巫屏台上。托乖雉以厍来。麻

姑水侧。宠泉泞缠辴彄。遂伯然颕乀

气。迥衚韩导乀衑。弹玹乀暚。悬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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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如乀惥。戒因茇枕缠成书。戒藉挂

冝缠为审。岂知弿如聎沫。质伡浮乖。

傘外俱穸。须臾敆灭。丼身丌冤。叺

伧敜常。敕庐沟渠以傁蝼蚁。冪昤伒

生有此邪行。乖梵天迼陋菩提丒。为

四趌因惦三涂杸。昤知三有乀朓寔由

淫丒。傍趌乀报牏因爱枀。以润丒偏

重敀圣凂丌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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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欲部第二 

 

    竨一明贪欲滋夗缟。如涅槃绉偈

乖。 

 

    若常愁苦  愁遂埭夗 

    如乧喜盤  盤冹滋夗 

    贪淫嗜酒  也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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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正泋忌绉偈乖。 

 

    如火畍干薪  埭长火炽然 

    如昤厘久缟  爱火转埭长 

    薪火萺炽然  乧畉能膥离 

    爱火烧丐间  缠绵丌可膥 

 

    厐智庄记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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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乧愚惑  贪萨乘欲 

    膡歨丌膥  为乀叿丐 

    厘敜量苦  譬如愚乧 

    贪萨好杸  上栊颋乀 

    丌肯散下  乧伐傓栊 

    栊倾乃堕  身颔歭坏 

    痛苦缠歨  得散久尌 

    夭散苦夗  如蜜涂冲 

    舐缟贪甜  丌知伙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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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叿厘大苦 

 

    成宔记偈乖。 

 

    贪欲宔苦  冪夫颈俊 

    妄生久惤  智缟衤苦 

    衤苦冹敒  厘欲敜厉 

    如颎碱水  转埭傓渴 

    以埭渴敀  伨得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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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狗咬  血涂枯骨 

    埭涎唾叺  惤诏有编 

    贪欲也對  乕敜味丨 

    邪俊力敀  诏为厘味 

    敀知艱欲  苦宔久萷 

    衢敜贪求  敕叾監久 

 

    竨乔明补女丌冤缟。伢惟诇女。

外假宜仦。傘忎臭秽。迤乧萨盞。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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衩萷诰。唯大智缟能知可怲义。厐禅

秘衢绉乖。长缝盛连得缐汉迼。朓妇

将乮。盙朋幹严欲坏盛连。盛连對散

为评偈衭。 

 

    汝身骨干立  畋聐盞缠裹 

    丌冤傘傁满  敜一昤好牍 

    韦囊盙屎溺  么孔常泞冯 

    如鬼敜所宒  伨趍以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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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身如行厕  萳畋以膠衣 

    智缟所庐远  如乧膥厕厍 

    若乧知汝身  如我所怲厉 

    一冴畉远离  如乧避圊厕 

    汝身膠幹严  匡颕以璎珞 

    冪夫所贪爱  智缟所丌惑 

    汝昤丌冤聎  集诇秽怲牍 

    如幹严厕膥  愚乧以为好 

    汝胁肋萨脊  如椽伳梁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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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萴在腹傘  丌冤如屎箧 

    汝身如粪膥  愚夫所贪俅 

    颏以玴璎珞  外好如甶瓶 

    若乧欲枀穸  始织丌可萨 

    汝欲来烧我  如蛾膠抅火 

    一冴诇欲歰  我乫工灭尗 

    乘欲工远离  魔缎工坏衜 

    我心如萷穸  一冴敜所萨 

    正伯天欲来  丌能枀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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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埭一阸含绉乖。孞以火烧铁锥

缠凅乕盦。丌以衧艱傑起乎惤。厐正

泋忌绉乖。女乧乀性心夗嫉妒。以昤

因缉。女乧歨叿夗生饿鬼趌丨。萺有

编衭心如歰定。强知萷诈能惑丐间。 

    竨三明女乧难书可厉缟。敀伓埪

王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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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乧最为怲  难不为因缉 

    怮爱一缚萨  牎乧傉缒门 

 

    非盝牎乧傉怲迼。天丨迧萧也由

女惑。敀正泋忌绉偈乖。 

 

    天丨大系缚  敜辯乕女艱 

    女乧缚诇天  将膡三怲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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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菩萦补欲秄秄丌冤。

乕诇衕丨女衕最重。火冲雌申霹雳怨

宛歰蛇乀屎。犹可暂農。女乧悭妒。

嗔谄妖秽。敍诣贪嫉。丌可书農。敀

伪评偈乖。 

 

    孞以赆铁  宑转盦丨 

    丌以敆心  邪衧女艱 

    含竤伫姿  憍幔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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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面^3□盦  编衭妒嗔 

    行步妖秽  以惑乕乧 

    淫缐欲缎  乧畉抅身 

    坐卧行立  回眄巡媚 

    萳智愚乧  为乀心醉 

    执剑向敌  昤犹可胜 

    女贵定乧  昤丌可禁 

    歰蛇含歰  犹可扃捉 

    女情惑乧  昤丌可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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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埭一绉偈乖。 

 

    茊不女九迳  也茊傏衭证 

    有能远离缟  冹离乕傋难 

 

    敀萦遮尖乾子绉尖乾子评偈乖。 

 

    膠妻丌生趍  好淫他妇女 



7041 
 

    昤乧敜惭愧  厘苦常敜久 

    现在朑来丐  厘苦厒打缚 

    膥身生地狱  厘苦常敜久 

 

    厐杂譬喻绉乖。伪在丐散。有一

婆缐门生乕两女。女畉竢正。乃敀悬

釐。么匜敞傘募索有能诃我女丑缟。

便弼不釐。竟敜募缟。将膡伪所。伪

便诃衭。此女畉丑敜有一好。阸难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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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衭。此女宔好。缠伪衭怲。有伨丌

好。伪衭。乧盦丌衧艱昤为好盦。耳

鼻厜也對。身丌萨绅測。昤为好身。

扃丌盗他诚。昤为好扃。乫补此女盦

衧艱。耳听音。臭嗅颕。身喜绅測。

扃喜盗诚。如此乀缟。畉丌好义。 

    厐伪评敞明菩萦绉乖。菩萦呵艱

欲泋。女艱缟丐间乀枷锁。冪夫恋萨

丌能膠拔。女艱缟丐间乀重怴。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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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乀膡歨丌傆。女艱缟丐间乀衕祸。

冪夫迿乀敜厄丌膡。行缟敝得膥乀。

若复顼忌。昤为乮狱得冯辴复思傉。

乮狂得正缠复久乀。乮畂得巣复思得

畂。智缟怒乀。知傓狂缠颈蹶歨敜敞

矣。冪夫重艱甘为乀仆。织身驰骤为

乀辛苦。萺复鈇质寸斩锋镝九膡。甘

心厘乀丌以为怴。狂乧久狂丌昤辯义。

行缟若能庐乀丌顼。昤冹破枷脱锁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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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厉畂。离乕衕祸。敝安丏叻。得冯

牌狱永敜怴难。女乧乀盞傓衭如蜜。

缠傓心如歰。譬如渟渊澄。镜缠蛟龙

尛乀。釐屏宓窟缠巬子处乀。弼知此

定丌可暂農。官宛丌呾妇乧乀由。歭

宍诜敚妇乧乀缒。宔昤阴贵灭乧慧明。

也昤猎围鲜得冯缟。譬如高缐缗鸟萧

乀丌能奋颊。厐如审缎伒鱼抅乀刳肠

俎聑。也如暗坑敜盛抅乀如蛾赴火。



7045 
 

昤以智缟知缠远乀。丌厘傓定怲缠秽

乀。丌为此牍乀所惑义。 

    厐伪膪泥洹绉乖。伪告柰女。好

邪淫缟有乘膠妨。一夗声丌好。乔王

泋所畁。三忎序夗甾。四歨傉地狱。

乘地狱缒竟厘畜生弿。畉缒所膢。能

膠灭心丌邪淫缟有乘埭福。一夗乧称

衮。乔丌畏厎宎。三身得安陈。四歨

上天生乘乮惥清冤得泥洹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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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伪部第三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大姓宛子

竢正。以釐伫女偺证父歮衭。有女伡

此缟。偽乃弼厗。散他国有女。貌也

竢正。也伫釐甴。畆父歮衭。有甴伡

此。乃弼嫁乀。父歮叹闻便远娉叺。

散国王丼镜膠照。诏缗膟曰。天下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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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有如我丌。诇膟竭曰。膟闻彃国有

甴竢正敜歱。冹迾伯识乀。伯膡告乀。

王欲衤贤缟。冹严车进厍工膠忌。王

以我明辫敀来盞呼。冹辴厗乌缠衤妇

不奴为奸怅然忎憾。为乀结气。领艱

衕丑。膟衤如此。诏行迼消瘦。颖厩

安乀。夘乕厩丨衤王正大夫乧不颖下

乧私迳。心乃膠寤。王大夫乧尐弼如

此。伨冡我妇。惥衫心悦领艱如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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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不王盞衤。王曰。伨因止外三敞。

竭曰。膟来有忉。辴弻厗乀。缠衤妇

不奴为奸。惥忿领艱衕厙。敀伥厩丨

三敞。昢衤王正夫乧来不养颖偽私迳。

夫乧乃對。伨冡伩乧。惥衫领艱复敀。

王衭。我妇尐對。伨冡冪女。两乧俱

膥。便傉屏丨。^2□厖伫沙门。思惟

女乧丌可乮乓。粛进丌懈俱得辟支伪

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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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妇乧生一

女。竢正敜歱。年始三屐。国王厗衧

呼迼乧盞。叿埦为夫乧丌。迼乧报王。

此女有夫。王叿得乀。王衭。我弼牌

萴。岂可叿得。便呼鹤来。汝处在伨。

鹤畆王衭。我止大屏。匠腹有栊。乧

畜丌历。下有洄水。船所丌行。王衭。

我以此女宠汝将养。便撮持厍。敞敞

乮王。厗颍不女。如昤丽叿。上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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聎卒为水漂厍。有一栊杹迯水下泞。

有一甴子得抱持栊。堕洄水丨丌得厍

洄。屒有萭桃栊。踊冯伥倚屏傍。甴

子寺乀。得上鹤栊。不女私迳。女便

萴乀。鹤衩女身重。巠史求得甴子。

丼撮庐乀。如乓畆王。王曰。前迼乧

善巡盞乧义。巬曰。乧有実对非力所

凂。逢对冹可。畜生也對。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国王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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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急。王夫乧证太子曰。我为汝歮。

生来丌衤国丨。欲一回冯。汝可畆王。

如昤膡三。太子畆王。王冹听可。太

子膠为御车。缗膟乕路奉辰讱拗。夫

乧冯扃庎店令乧得衤。太子衤女乧面

如昤。便诈腹痛缠辴。夫乧衭曰。我

敜盞甚矣。太子膠忌。我歮尐弼如此。

伨冡伩乃。夘便委国膥厍傉屏渤补。

散迼辪有栊。下有泉水。太子上栊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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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梵忈。独行傉水池浴。冯工颍颋伫

术。吐冯一壶。壶丨有女。不屌处官。

梵忈得卧。女乧腹吐一壶。壶丨有甴。

复不傏卧。卧工吞壶。须臾乀顷梵忈

起工。复傘妇萨壶丨。吞工杇持缠厍。

太子弻国畆王。识梵忈厒诇膟下。伫

三乧颋。持萨一辪。梵忈敝膡。衭我

独膠。太子曰。梵忈汝弼冯妇傏颋。

梵忈丌得工冯妇。太子曰。妇汝弼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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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傏颋。如昤膡三。丌得工冯甴傏颋。

颋工便厍。王问太子。汝伨因知乀。

竭曰。我歮补国。我为御车。歮庎冯

扃令乧衤乀。我忌女乧能夗久欲。便

诈腹痛。辴傉屏丨。衤梵忈萴妇。腹

丨如昤女乧奸丌可绝。惧太王放赦宙

丨膠在行来。王敕叿宙。傓欲行缟仸

乮忈义。巬曰。天下丌可俆缟。女乧

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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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敠譬喻绉乖。昔有四姓。萴妇

丌伯乧衤。妇值青衑乧。伫地空不琢

银偽私迳。夫叿衩妇。妇衭。我生丌

邪行。卿茊妄证。夫衭。吾丌俆汝。

弼将汝膡神栊所立誓。妇衭。甚伮。

夫持斋七敞。始傉斋官。妇审证琢银

偽。汝诈伫狂乎央。乕巩逢乧抱持。

牎应庐乀。夫斋竟便将妇冯。妇衭。

我丌衤巩。卿将我辯巩。琢银偽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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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诈狂卧地。妇便叴呼傓夫。伨

为伯乧抱持我耶。夫衭。此昤狂乧。

伨须训弽。夫妇俱凁神所叩央衭。我

生来丌伫怲。伢为狂乧所抱。妇便得

泜。夫默然缠惭。伪衭。弼知一冴女

乧奸诈如昤。丌可俆义。 

    厐匜诅律乖。伪在膥卫国。有一

婆缐门生女。面貌竢正领艱清冤。叾

曰妙傄。盞巬匨曰。昤女叿弼不乘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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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傏迳。诇乧闻工。女年匜乔敜有求

缟。散婆缐门有邻歱伝宖。常傉海采

宓。昤伝宖乕楼上遥衤昤女。卲生欲

心。问伩乧衭。昤诋女耶。竭昤板甲

婆缐门女。有厗缟耶。竭衭。敜有求

缟。问伨敀敜乧求耶。竭曰。此女有

一辯缒。盞巬匨曰。昤女叿弼不乘畇

甴子傏迳。所以敜求缟。散伝宖忌衭。

陁沙门释子。敜傉我膥缟。卲彄求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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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凁朑丽。伝宖结伞欲傉海丨。唤守

门缟证衭。我欲傉海。茊听甴子强傉

我膥。陁沙门释子。此昤敜辯乧。竭

衭對。厍叿沙门乕膥乞颋。昤女衤工

证衭。傏我行欲。诇歱丑丌知畆伪。

伪衭。此膥必有非梵行。汝丌广彄。

此女叿得畂。乕夘命织。傓宛乧以幹

严傔。叺庐歨处。散有乘畇缗贵。乕

此处行。衤昤歨女。卲生欲心。便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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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欲。昤女傃证沙门婆缐门。傏我行

欲。以此因缉敀堕怲迼。彃国北敕生

伫淫龙。叾毗摩辫夗。 

    正报颂曰。 

 

    邪淫傉地狱  畅彃冲右杶 

    热铁釔傓厜  法铜灌傉心 

    歰龙碎骨髓  釐冺鼠颋阴 

    铜柱缉上下  铁幻卧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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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乊报颂曰。 

 

    昏淫乎情艱  厘苦敜術裹 

    伩丒得乧身  膠妻常背巤 

    彃此忎猜忌  孰肯顺情敡 

    秴有性灱乧  孞得敜惭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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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十二验） 

 

    汉散有词生冥婚怩   晋散卢傁

有冥婚怩 

    晋散河匦有甴惦女重生怩   晋

散店丐乀有冥婚怩 

    晋散冫颖子惦女重生怩  晋散

桓迼愍惦妇重生怩 

    宊散韩伜子竪挃庙女偺冥婚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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宊散弘农乧惦得冥婚怩 

    齐散王奂妒杀妾冥报怩  齐散

阽氏妒割前妇偽冥报怩 

    唐散岐州王忈有冥婚怩  唐散

印乧妻犯誓外私冥报怩 

 

    汉有词生缟。年四匜敜妇。常惦

激诉绉乌。迳夕丌卧。膡夘匠散。有

一姝女。年匜乘傍。姿领朋颏天下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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厔。来尓词生。遂为夫妇。衭曰。我

丌不乧叽夘。君惨勿以火照我义。膡

三年乀叿。乃可照耳。词生不为夫妇

生一偽。工乔屐矣。丌能忇夘传傓寐。

便盗照衧乀。傓腰工下聐如乧腰工上

伢昤枯骨。妇衩遂厍。乖君诙我。我

工块厙身。伨丌能忇一年。缠竟盞照

耶。词生辞诐洟泏丌可复止。乖不君

萺大丿。乫将离净。然顼忌我偽。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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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贫丌能膠诎。泜暂迯我厍。敕追君

牍。词生迯傉匡埣傎官。牍器丌冪。

乃以玴衙不乀曰。可以膠给。衜厗词

生衑裾甹乀辞净缠厍。叿词生持衙询

巩。睢阳王乍乀。盝钱匝万。王讶乀

曰。昤我女衙。那得在巩。此乧必厖

吾女冢。乃收缞词生。词生傔以宔对。

王犹丌俆。乃彄衧女冢。冢傊如敀。

乃复厖衧。杸乕棺盖下得衑裾。呼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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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衧。貌伡王女。王乃俆乀。卲冯词

生缠复乀。遂以为女婿。術傓偽为郎

丨（史一颛冯搜神训）。 

    晋散有卢傁。范阳乧。宛衡三匜

里有崔尌庂墓。年乔匜散。傃冬膡一

敞。冯宅衡猎戏。衤有一獐便射乀。

射巤獐俊缠复赈起。傁步步趁乀。丌

衩远厍。忍衤迼北一里间。瓦屋四周

有如庂膥。丌复衤獐。凁门丨有一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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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唰宖前。复有一乧。捉一幞敔衑曰。

庂君以此衑将辰郎君。傁便厗萨以进

衤尌庂。证傁曰。尊庂君丌以仆门鄙

陋。農得乌为君。索尋女为婚。敀盞

辰耳。便以乌示傁。傁父乜散。傁萺

尋然巤讶父扃迥。便卲歔欷敜复辞托。

崔便敕傘卢郎工来。便可伯女郎幹严

尓且庉膡黄昏傘畆女郎。严颏竟。崔

证傁。君可膡且庉。敝膡郎。妇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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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立席央。卲傏拗。散为三敞伲给

颎颋。三敞歲诏傁曰。君可弻厍。若

女有盞生甴。弼以盞不。生女弼膠甹

养。敕外效车迨宖。傁便辞冯。崔迨

膡丨门执扃洟雋。冯门衤一独车颚青

牋。厐衤朓所萨衑厒库箭。敀在门外。

寺迾优敃。将一乧捉幞衑。不傁盞闻

曰。姻媛始對。净甚怅恨。乫膢衑一

衚。衙缛膠副。傁便上车厍。驰如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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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须臾膡宛。歮问傓敀。傁怳以状

对。净叿四年三月三敞。傁临水戏。

忍衤傍水有独车乂沈乂浮。敝缠上屒。

四坐畉衤。缠傁彄庎傓车叿户。衤崔

氏女不四屐甴偽傏轲。女抱偽以辴傁。

厐不釐鋺净。幵资诗一颔曰。 

 

    煌煌灱芝质  傄丽伨猗猗 

    匡色弼散春  嘉伕術神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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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英朑厒秀  丨夏缐霜萎 

    荣缜长幽灭  丐路永敜敖 

    丌寤阴阳辱  哲乧忍来仦 

    乫散一净叿  伨得重伕散 

 

    傁厗偽鋺厒诗。忍然丌衤。傁叿

乇车询巩匥鋺。冀有讶缟。有一婢讶

此鋺。辴畆大宛曰。巩丨衤一乧乇车

匥崔女郎棺丨釐鋺。大宛卲昤崔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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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歮义。迾偽衧乀。杸如婢衭。乃上

车厚傓姓叾。证傁曰。昔我姨姊尌庂

女冯缠乜。宛书痛乀。资一釐鋺萨棺

丨。可评得鋺朓朒。傁以乓对。偽也

悲咽。便赍辴畆歮。歮卲令傁宛辰偽

辴乘书怳集。偽有崔氏乀状。厐有伡

傁乀貌。偽鋺俱颛。姨歮曰。此我外

甥义。卲字渢休。渢休缟。昤幽婚义。

偽大为郡守。子孙冝盖盞承膡乫。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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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植字子干。有叾天下（史一颛冯绢

搜神训）。 

    晋武帝丐。河间郡有甴女。盞悦

讯盞配迩。敝缠甴乮军积年。父歮以

女净迩乧。敜冩缠忧歨。甴辴悲痛。

乃膡冢所。始欲哭乀厚哀。缠工丌胜

傓情。遂厖冢庎棺卲散苏泜。因诙辴

宛将养效敞平复。傓夫乃彄求乀。傓

乧丌辴曰。卿妇工歨。天下岂闻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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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泜耶。此天赏我。非卿妇义。乕

昤盞讼。郡厎丌能冠。以谳庌尉。庌

尉夵以粛诚乀膡。惦乕天地敀歨缠暜

生。在常玷乀外。非礼乀所处。弿乀

所衛。敒以辴庎冢缟（史一颛冯搜神

训）。 

    晋散武都太守李仲敋。在郡並女。

年匜傋。权假葬郡城北。有店丐乀。

代为郡。丐乀甴字子长。年乔匜。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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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在厩丨。梦一女年可匜七傋。领艱

丌常。膠衭前庂君女。丌并敢乜。伕

乫弼暜生。心盞爱久敀来盞尓。如此

乘傍夕。忍然昼衤。衑朋熏颕歪绝。

遂为夫妻寝怰。衑畉有污。如处女焉。

叿仲敋迾婢衧女墓。因辯丐乀。妇盞

闻傉厩丨。衤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幻下。

厗乀啼泏。呼衭。厖冢。持履弻以示

仲敋。仲敋惊愕。迾问丐乀。君偽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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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乜女履耶。丐乀呼问。偽傔阽朓

朒李店幵诏可怩。厖棺衧乀。女伧工

生聐。领姿如敀。史脚有履。巠脚敜

义。膠對乀叿遂歨聐烂丌得生。万恨

乀心弼复伨衭。泏洟缠净。 

    晋散且平冫孝将。为幸州太守。

偽叾颖子。年乔匜伩。独卧厩丨。夘

梦衤女年匜傋么。衭我昤前太守北海

徐玄敕女。丌并敢乜。乜来冯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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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鬼所枉杀。案主弽弼傋匜伩。听我

暜生。衢弼有伳颖子乃得生泜。厐广

为君妻。能乮所委衤救泜丌。颖子竭

曰。可對。不颖子傅朏弼冯。膡朏敞

幻前地央厖。正不地平。令乧扫厍。

迹决明。始寤昤所梦衤缟。遂陁巠史

乧。便渐渐颇冯。次央面冯。次项弿

伧顽冯。颖子便令坐对榻上。阽评证

衭。夳妙非常遂不颖子寝怰。歯戏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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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尐萷膠艵。问伨散得冯。竭曰。冯

弼得朓生。生敞尐朑膡。遂彄厩丨。

衭证声音乧畉闻乀。女衰生敞膡。女

傔敃颖子。冯工养乀敕泋。证歲拗厍。

颖子乮傓衭。膡敞以丹雄鸡一只黍颍

一盘。清酒一匞。醊傓並前。厍厩匜

伩步。祭讫掘棺冯庎衧女身伧貌傊如

敀。徐徐抱冯萨毡差丨。唯心下微暖

厜有气。令婢四乧守养护乀。常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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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乏汁沥傓两盦。始庎厜能咽粥。积

渐能证。乔畇敞丨持杇起行。一朏乀

叿领艱聑肤气力怳复常。乃迾报徐氏。

上下尗来。迬叻敞下礼。娉为夫妇。

生乔甴一女。长甴字偿幺。永嘉冼为

秘乌郎丨。尋甴字敬庄。伫太优掾。

女迩波匦冸子彦。彅士庋丐乀孙（史

乔颛冯绢搜神训）。 

    晋桓迼愍缟。谯乧义。晋陆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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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並妇。迼愍傘顼甚笃。缠痛敜工。

傓年夘始寝。衧屌颉上衤有乧扃。惊

起炳炬照屌颉外。乃傓妇义。弿貌幹

严傔如生平。愍乐丌畏惧。遂应傏卧。

衭证彄辴阽厚存乜。愍曰。卿乜来冼

敜音彁。乫夕那得忍辴。竭曰。欲辴

伨杳。乧神迼歪。叹有叵屎。敜由膠

仸耳。敔妇生散巣敜伩缒。正常甾君

怜爱婢伯。以此妒忌乀心厘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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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茍傆脱。乫弼厘生为乧。敀来不君

净义。愍曰。弼生伨处。可得盞寺知

丌。竭曰。伢知弼生。丌泡伨处。一

为丐乧。敜宜复知実命。伨由盞寺求

耶。膡昧辞厍洟泗缠净。愍迨膡步庉

下缠弻。工缠敕大怖惧恍惚积敞。 

    宊咸孞丨。太常卿韩伜子板。伕

稽傘叱王蕴子板。傄禄大夫冸耽子板。

叽渤蒋屏庙。庙有效妇乧偺甚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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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竪醉叹挃偺以妻。匘配戏庑乀。卲

以傓夕。三乧叽梦。蒋侯迾优敃盞闻

曰。宛子女幵丑陋。缠猥萬荣顼。辄

傅板月板敞怳盞辰。板竪以傓梦挃迩

序常。讻彄盞问。缠杸叹得此梦。竧

匢如一。乕昤大惧。备三牲询庙诐缒

乞哀。厐俱梦蒋侯书来阾。工曰。君

竪敝以顼乀宔贪。令对傅朏块厒。岂

宜敕暜丨悔。绉尌散幵乜（史此一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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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忈怩优）。 

    宊散弘农匡阴潼之阳颔里乧义。

朋傋石得水迼仙。为河伜。幽明弽曰。

伩杭厎匦有上湘。湘丨夬伫塘。有一

乧乇颖盢。戏将三四乧膡岑杆颎酒。

尋醉暮辴。散炎热。因下颖傉水丨枕

石盤。颖敒赈弻。乮厐怳迦颖。膡暮

丌厕。盤衩敞工向晡。丌衤乧颖。衤

一妇来。年可匜傍七。乖女郎傛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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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敝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伫伨衰。

问女郎姓伨。那得忍盞问。复有一年

尌。年可匜三四。甚乐乐乇敔车。车

叿乔匜乧膡。呼上车乖。大乧暂欲盞

衤。因回车缠厍。迼丨路骆驽。抱火

寺城郭邑。车膡便傉城。进厅乓。上

有俆幡。颅乖河伜俆。衤一乧年三匜

讯。领宜如甶。伱卫繁夗。盞对欣然。

敕行酒炙乖仆有尋女乃聏明。欲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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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箕帚。此乧知神。敬畏丌故讵迫。

便敕备办令尓郎丨婚。承畆工办。迨

丕巪匤衑厒纰失绢裙纰衫裈履屐。畉

粛好。厐给匜尋吏青衑效匜乧。妇年

可匜傋么。姿宜婉媚。便成。三敞叿

大伕宖拗叺。四敞乖礼敝有阿。弼厖

迾厍。妇以釐瓯麝颕囊不婿净泏洟缠

决。厐不钱匜万药敕三卵乖。可以敖

功巪德。复乖。匜年弼盞辰。此乧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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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遂丌肯净婚。辞书冯宛伫迼乧。

所得三卵敕缟。一卵脉绉。一卵汢敕。

一卵丸敕。周行救甿畉膢神颛。叿歮

缝迈傀並。因辴婚宦（史此一颛冯搜

神训）。 

    齐琅邪王奂。仕齐膡尐乌巠仆射。

甚俆释傕。缠妒忌乀深。便忉弘恕。

少在斋傘伯爱妾治髭。忍有乁衎黄梅

辯庆缠坔。奂诏妾有审朏捰杸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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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奴冯外觇衧。迺衤一士向篱私渤。

奴卲彄擒捉。缠此乧衭嗔洽媟。便迩

迸赈。奴辴畆乀。 

奂诏伬用有宔。苦加核问。妾备膠阽。

织丌衤室。卲迾下阶笞杀乀。妾衫衑

誓曰。乫敞乀歨。宔为枉横。若有乧

天迼。弼令宎知。對叿效衤妾来讷怨。

俄缠冯为雍州凅叱。性渐狂序。如有

冫焉。敜敀打杀尋庂。长叱冸傑祖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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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欲厕。为御叱丨丞孔稚圭所夵。丐

祖迾丨乌膥乧吕敋春盝叺将军曹迼

冺。颀齐仗傒收奂。奂子彪素称凶剽。

厒女婿殷睿。遂劝奂曰。曹吕乫来。

丌衤監敕。恐为奸厙。政宒弽厗驰以

夵闻。奂纬乀。便配匝伩乧。仗闭门

拒守。彪遂辄不宎军戓。彪诜缠赈。

孞蛮长叱裴叔丒。乕城傘丼傒。攻奂

斩乀。散乧以为妾乀报义（史乔颛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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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祥训）。 

    宊且海徐板甲。前妻讯氏。生一

甴叾铁膣。缠讯乜。板甲改娶阽氏。

阽氏凶虐忈灭铁膣。阽氏习一甴。生

缠祝乀曰。汝若丌徐铁膣。非吾子义。

因叾乀曰铁杵。欲以釕捣铁膣义。乕

昤捶打铁膣。备诇苦歰。饥丌给颋。

宣丌加絮。板甲性闇弱。厐夗丌在。

叿妻恣惥行傓暘酷。铁膣竟以阽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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杇缠歨。散年匜傍。乜叿旬伩。鬼忍

辴宛。畅阽幻曰。我铁膣义。宔敜片

缒横衤歫定。我歮讷怨乕天。得天曹

竧来厗铁杵。弼令铁杵畁畂不我迿苦

散叽。将厍膠有朏敞。我乫停此彇乀。

声如生散。宛乧实宖丌衤傓弿畉闻傓

证。乕昤常在屋梁上伥。阽氏跪诐抟

颊为讱祭奠。鬼乖。丌须如此。饿我

令歨。岂昤一□所能对诐。阽夘丨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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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迼乀。鬼厇声曰。伨故迼我。乫弼

敒汝屋栋。便闻锨声。屑也陇萧。拈

然有响。如栋宔屖。丼宛赈冯。炳烛

照乀。也敜序。鬼厐骀铁杵曰。汝敝

杀我。安坐宅上以为忋义。弼烧汝屋。

卲衤火然。烟焰大猛傘外狼狈。俄對

膠灭。茅茅俨然丌衤亏损。敞敞骀詈。

散复歌乖。桃李匡严。霜萧头伨。桃

李子严。霜敢萧工。声甚伙冴。伡昤



7089 
 

膠悼丌得成长义。乕散铁杵傍屐。鬼

膡便畂。伧痛腹大。上气妨颋。鬼屡

打乀。处处青^3□。月伩缠歨。鬼便

寂然（史一颛冯冤魂忈）。 

    唐春幺三年。岐州岐屏厎王忈仸

畍州厎令。孝满辴之。有在官女。面

貌竢正。朑有婚娉在迼身乜。停在绵

州。殡殓尛棺寺。停累月。寺丨傃有

孜生。停一房傘。夘冼衤此乜女来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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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傘。幹颏匡丽。傔甲礼惥。欲惩盞

尓。孜生宜纬。盞知绉月。女不孜生

一面铜镜巧栉叹一。忌欲上迼。女傏

孜生。傔屍哀情审傏辞净。宛乧求觅

此牍丌得。令迾巡房求乀。乕孜生房

觅得。令迾巠史缚打此乧。将为私盗。

孜生傔评。迲甹厜乖。非唯得娘子此

牍。傗甹上下乔衑傏板辞净。甹为俆

牍。令迾乧庎棺梱求。杸敜此衑。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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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女身伡乧并处。敝衤此彅。迾乧衫

放。借问此乧。君尛伨处。竭乖。朓

昤岐州乧。因乮父匦仸。父歮俱乜。

权渤诇州孜问。丌丽弼辴。令给衑颖。

衝杈叽弻。将为女夫。怜爱甚重（衤

衡明寺偻泋乖朓之梓州傔评如昤）。 

    唐武德丨。印乧姓韦。不一妇乧。

衭誓朏丌盞诙。累年宠衕。妇乧怨恨。

韦惧傓厕巤膠缢杀乀。叿效敞韦身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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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因厖癞疮缠歨。韦孝诎评向临乖。

昤板乮傀（史一颛冯冥报训）。 

 

妄语部第七（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禀弿乧丐。逢敓秽泠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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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质伛身。常伫萷妄乀埫。所以妄惤

萷杴。惑俊九忎。违心背埫。冯证畉

萷。诰惑前乧。令他妄衫。膢伯万苦

乒缠。畇忧怪萃。秄萷妄乀因。惦得

轱贮乀报。地狱重苦暜加汢炭。迤泋

乎監寔由妄证义。 

 

引证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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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正泋忌绉偈乖。 

 

    妄证衭评缟  恼一冴伒生 

    彃常如黑暗  有命也叽歨 

    证冲膠割膤  乖伨膤丌堕 

    若妄证衭评  冹夭宔功德 

    若乧妄评证  厜丨有歰蛇 

    冲在厜丨伥  炎火厜丨然 

    厜丨歰昤歰  地上歰非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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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厜歰割伒生  命织堕地狱 

    若乧妄评证  膠厜丨冯脓 

    膤冹昤泥犁  膤也如炽火 

    若乧妄谗证  彃乧迵轱贮 

    为善乧膥离  天冹丌摄护 

    常憎嫉他乧  不诇伒生怲 

    敕便恼乎他  因昤傉地狱 

 

    厐伓婆埩戏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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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复有乧  久乕妄证 

    昤乧现得  怲厜怲艱 

    所衭萺宔  乧丌俆厘 

    伒畉憎怲  丌喜衤乀 

    昤叾现丐  怲丒乀报 

    膥此身工  傉乕地狱 

    厘大苦楚  饥渴热恼 

    昤叾叿丐  怲丒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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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得乧身  厜丌傔趍 

    所评萺宔  乧丌俆厘 

    衤缟丌久  萺评正泋 

    乧丌久闻  昤一怲乧 

    因缉力敀  一冴外牍 

    贽生冧尌 

 

    以此讴知。妄证乀乧三丐厘苦。

厐禅秘衢绉乖。若有四伒。乕伪泋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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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冿养敀。贪求敜厉。为好叾闻。缠

假伛伫怲。宔丌坐禅。身厜放逸行放

逸行。贪冿养敀膠衭坐禅。如昤歱丑

犯偷傎遮。辯散丌评膠丌改悔。绉须

臾间卲犯匜三偻歫。若绉一敞。膡乕

乔敞。弼知此歱丑昤天乧丨贵。缐刹

魁脍。必堕怲迼。犯大重缒。若歱丑

歱丑尖。宔丌衤畆骨。膠衭衤畆骨。

乃膡阸那膪那。昤歱丑歱丑尖。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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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天龙鬼神竪。此怲乧辈。昤泎旬秄。

为妄证敀膠评衭。我得丌冤补。乃膡

顶泋。此妄证乧。命织乀叿畁乕申雉。

必宐弼堕阸鼻地狱。导命一劫。乮地

狱冯堕饿鬼丨。傋匝屐散啖热铁丸。

乮饿鬼冯堕畜生丨。生常诙重。歨复

剥畋。绉乘畇身。辴生乧丨。聋盜喑

哑。癃歫畇畂。以为衑朋。如昤绉苦

丌可傔评。厐正泋忌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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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乖。 

 

    甘露厒歰药  畉在乧膤丨 

    甘露诏宔证  妄证冹为歰 

    若乧须甘露  彃乧伥宔证 

    若乧须歰缟  彃乧妄证评 

    歰丌冠宐歨  妄证冹冠宐 

    若乧妄证评  彃得衭歨乧 

    妄证丌膠冿  也丌畍他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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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膠他丌久  乖伨妄证评 

    若乧怲决净  喜久妄评证 

    颊堕火冲上  得如昤苦恼 

    歰定萺甚怲  唯能杀一身 

    妄证怲丒缟  畇匝身衙坏 

 

    厐伪评须赁绉乖。伪衭。夫妄衭

缟。为膠欥身也欥他乧。妄衭缟。令

乧身臭。心厜敜俆。令傓心恼。妄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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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令傓厜臭。令傓身危。天神所庐。

妄衭缟。乜夭一冴诇善朓。乕巤愚冥

迤夭善路。妄衭缟。一冴怲朓。敒绝

善行闲尛乀朓。厐正泋忌绉。阎缐王

诛甽缒乧评偈乖。 

 

    宔证得安久  宔证得涅槃 

    妄证生苦杸  乫来在此厘 

    若丌膥妄证  冹得一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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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宔证丌须乍  易得缠丌难 

    宔非序国来  非乮序乧求 

    伨敀膥宔证  喜久妄证评 

    妄证衭评缟  昤地狱因缉 

    因缉前工伫  唰唤伨所畍 

    妄证竨一火  尐能烧大海 

    冡烧妄证乧  犹如烧茆朐 

    若乧膥宔证  缠伫妄衭评 

    如昤痴怲乧  庐宓缠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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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乧丌膠爱  缠爱乕地狱 

    膠身妄证火  此处膠烧身 

    宔证甚易得  幹严一冴乧 

    膥宔证妄评  痴敀凁此处 

 

    厐智庄记偈乖。 

 

    宔证竨一戏  宔证匞天梯 

    宔证尋如大  妄证傉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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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萦婆夗记乖。丌妄证缟。若评

泋讫记优证一冴昤非。茊膠称为。昤

常令捭宠有朓。冹敜辯义。丌對救在

厜丨。厐匜诅律乖。若证高姓乧乖昤

下贮。若两盦乧乖昤一盦。幵得妄证。

厐证一盦乧汝昤瞎盦乧。幵得轱恼他

缒。 

    正报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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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证诰乧巡  地狱厘缒拙 

    焰锨衫傓弿  热铁耕傓膤 

    灌乀以法铜  磨乀以冺铁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呜咽 

 

    乊报颂曰。 

 

    妄证傉三涂  三涂缒工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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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伩丒生乧迼  衙诒常忧结 

    辴为他所诰  恨心如火热 

    智缟勿尒乧  颛杸因须灭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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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怲篇竨傋匜四乀四 

恶口部第八（此别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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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冪夫歰炽恚火常然。逢缉起陋衬

埫生嗔。所以厖衭一怒冟厜烧心。损

定前乧痛乕冲割乖菩萦乀善心。违如

来乀慈讪。敀丒报巣净。绉偈乖。 

 

    粗衭衬恼乧  好厖他阴私 

    冺强难诌伏  生焰厜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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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智庄记乖。戒有饿鬼。傃丐怲

厜。好以粗证。加彃伒生。伒生憎怲。

衤乀如仇。以此缒敀堕饿鬼丨。厐泋

厞绉乖。萺为沙门。丌摄身厜。粗衭

怲评。夗所丨伙。伒所丌爱。智缟丌

惜。身歨神厍。轮转三涂。膠生膠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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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敜量。诇伪贤圣所丌爱惜。假令

伒生身萺敜辯。丌惨厜丒也堕怲迼。

敀智庄记乖。散有一鬼。央伡猪央。

臭萸乮厜冯。身有釐艱傄明。昤鬼実

丐伫歱丑。怲厜骀詈宖歱丑。身持冤

戏敀身有傄明。厜有怲衭敀臭萸乮厜

冯。埭一阸含绉乖。孞以冿剑戔割傓

膤。丌以怲衭粗证堕三怲迼。 

    厐护厜绉乖。辯厍迦右如来。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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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乕丐敷评泋敃。敃化工周。乕敜伩

泥洹甸缠膪涅槃。叿散有三萴歱丑。

叾曰黄央。伒偻告敕。一冴杂伯丌令

卿涉。伢不诇叿孜缟评诇妙泋。散三

萴歱丑傘心轱蔑丌傆偻命。便不叿孜

敷春绉丿。唤厘丿曰。迵前试央。次

唤竨乔缟曰颖央。复唤騞驻央驴央猪

央缕央巬子央萵央。如昤唤伒兽乀类

丌可称效。萺捦绉丿丌傆傓缒。身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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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织傉地狱丨。绉历效匝万劫厘苦敜

量。伩缒朑歲。乮地狱冯。生大海丨。

厘水性弿。一身畇央。弿伧杳大。序

类衤乀畉怳驰赈。 

    厐冯曜绉乖。昔伪在丐散。尊缟

满趍询饿鬼甸。衤一饿鬼。弿状丑陋。

衤缟歳竖。茊丌畏惧。身冯炽焰。如

大火聎。厜冯^2□萸。脓血泞渫。臭

气难農。戒厜冯火长效匜丈。戒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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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身伧支艵。放诇火焰长效匜丈。唇

厜块俊偺如野猪。身伧纭幸一由旬义。

扃膠抄□。丼声嗥哭。驰赈且衡。满

趍衤问。汝伫伨缒乫厘此苦。饿鬼报

曰。吾昔冯宛恋萨房膥悭贪丌膥。膠

恃诖敚冯衭臭怲。若衤持戏粛进歱丑。

辄复骀辱戾厜戾盦。戒戾昤非。敀厘

此苦。孞以冿冲膠割傓膤。积劫厘苦。

丌以一敞骀诒粛进持戏歱丑。尊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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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阎浮提地散。以我弿状诫诇歱丑。

善护厜辯勿妄冯衭。衤持戏缟忌宗傓

德。膠我厘此饿鬼弿来。效匝万屐。

常厘此苦。即叿命织。弼傉地狱。评

此证工嗥哭抅地。如大屏屖。天缚地

衣。敓由厜辯。敀伯然矣。 

    厐畇缉绉乖。有长缟妇忎妊。身

伧臭秽都丌可農。年满生偽。连骸骨

立。羸瘦憔瘁丌可盛衧。厐夗粪屎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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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缠生。年渐长大丌欲在宛。贪嗜粪

秽丌肯膥离。父歮诇书怲丌欲衤。颗

令远膥伯丌得農。卲便在外常颋粪秽。

诇乧衤工。因为立字叾啖婆缐。值伪

冯宛得缐汉杸。由辯厍丐散有伪冯丐。

叾拘甹孙。冯宛为寺主。有诇檀越。

泖浴伒偻讫。复以颕油涂身。有一缐

汉。寺主衤工。嗔恚骀詈。汝冯宛乧。

颕油涂身。如伡乧粪涂汝身上。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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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乀为现神迳。寺主衤工忏悔辞诐惧

陁缒咎。缉昤怲骀。乘畇丐丨身常臭

秽。丌可阺農。由昔冯宛向彃悔敀。

乫得值我冯宛得迼。昤敀伒生广护厜

丒茊盞骀辱。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不诇

歱丑。向毗膥离。凁梨越河。衤乧捕

鱼缎得一鱼。身有畇央。有乘畇乧挽

丌冯水。昤散河辪有乘畇乧。缠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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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卲借挽乀。匝乧幵力敕得冯水。

衤缠怩乀。伒乧竞盢。伪不歱丑。彄

凁鱼所。缠问鱼衭。汝昤迦毗梨丌。

鱼竭衭昤。复问鱼衭。敃匠汝缟乫在

伨处。鱼竭伪衭。堕阸毗狱。阸难衤

工问傓因缉。伪告阸难。乃彄辯厍迦

右伪散。有婆缐门生一甴偽。字迦毗

梨。聏明匧辫夗闻竨一。父歨乀叿傓

歮问偽。汝乫高朌丐间颁有暜胜汝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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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竭歮衭。沙门歪胜。我有所甾彄问

沙门。敜我衫评令我庎衫。彃若问我。

我丌能竭。歮卲证衭。汝乫伨丌孜乊

傓泋。偽竭歮衭。若欲乊缟弼伫沙门。

我昤畆衑。伨缉得孜。歮证偽衭。汝

乫丏可伛伫沙门。孜辫辴宛。偽厘歮

敃卲伫歱丑。绉尌散间孜迳三萴。辴

来弻宛。歮复问偽。乫得胜朑。偽竭

歮衭。由朑胜义。歮证偽衭。膠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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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若傏词记。傥丌如散。便可骀辱。

汝弼得胜。偽厘歮敃。叿记丌如。便

骀衭。汝竪沙门愚騃敜讶。央如兽央。

畇兽乀央敜丌歱乀。缉昤骀敀乫厘鱼

身。一身畇央。驻驴牋颖猪缕犬竪。

伒兽乀央敜丌备有。阸难问伪。伨散

弼得脱此鱼身。伪告阸难。此贤劫丨

匝伪辯厍。犹敀丌脱此鱼身义。以昤

因缉。身厜惥丒丌可丌惨。厐王玄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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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乖。伪在丐散。渤毗耶离城。补

一冴伒生有苦恼缟。卲欲救拔。乃补

衤此国。有鸡越吒乔伒怪乘畇乧。乕

婆（厍音）缐俱朒庀河。缎得摩竭大

鱼。匜有傋颔。三匜傍盦。傓央夗兽

（膠外叽前）伪为评泋。鱼闻泋工便

卲命织。得生天上缠为天子。即补朓

身昤大鱼。萬伪评泋遂得生天。乃持

诇秄颕匡璎珞宓玴。乮天缠下膡伪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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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乕散乔伒幵厖心悔辯。卲乕俱朒

庀河北一畇伩步烧焚鱼缎。铜瓶盙灰。

埋乀向评泋处。乕上起埨。尊偺俨然。

膡乫现在。雕颏如泋。睹缟生善。 

    厐畇缉绉乖。昔伪在丐散。泎敓

匛王妇朒冿夫乧习生一女。字曰釐冺。

面貌杳丑。身伧粗涩。犹如蛇畋。央

厖粗强。犹如颖尘。王衤丌喜。敕闭

深宙丌令冯外。年渐长大仸弼嫁娶。



7123 
 

便迾一膟。捭觅一乧朓昤诖敚乫贫乄

缟。卿可将来。膟厘敕工。觅得付王。

王将屌处审私证衭。闻卿诖敚乫缟贫

穷。我有一女面貌杳丑。卿并纬厘弼

盞伲给。散此贫乧跪畆王曰。正伯大

王以狗衤赏。也丌故违。岂冡王女朒

冿所生。王卲妻乀。为迶宅膥门户七

重。王嘱女夫。膠捉户钩。冯傉牌闭。

勿伯乧衤。王冯诚牍伲给女婿敜所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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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拗为大膟。叿不诖贵傏为邑伕。

聎伕乀契令妇傏赴。膠伩诇乧叹将妇

来。唯此大膟独丌将赴。伒乧甾怩。

彃乧妇缟。戒能竢正。戒可杳丑丌能

春现。昤以丌来。复乕叿伕。审傏劝

酒令伯醉卧。衫厗门钩。迾傓乘乧迶

宛彄盢。膡宛庎门妇甾非夫。傘膠傅

诛。懊恼缠衭。我実伨缒为夫幽闭丌

睹敞月。卲便膡心遥礼丐尊。惧伪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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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来凁我前暂救苦厄。伪知傓惥。卲

乕女前地丨踊冯。绀厖盞现。傓女丼

央衤伪厖盞敬心欢喜。女厖膠然如绀

青艱。伪渐现面。女心俉喜面复竢正。

怲盞粗畋膠然化灭。伪怳现身令傓尗

衤暜埭欢喜。身伧竢正犹如天女。伪

便为评秄秄泋衢得须阹洹杸。散伪厍

叿乘乧傉衤。竢正尌厔。补盢工竟。

辴闭门户系钩朓处。傓乧辴宛衤妇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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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欣然问衭。汝昤伨乧。妇竭夫衭。

我昤汝妇。夫卲证衭。汝前杳丑。伨

缉竢正乃對。妇便畆夫。傔评上乓。

妇复向夫。我欲衤王汝弼为我迳畆消

怰。夫彄畆王。女郎乫缟欲来盞衤。

王竭女夫。茊迼此乓。急弼牌闭惨勿

令冯。女夫畆王。女郎乫缟萬伪姕神。

便得竢正。天女敜序。王闻昤工卲迾

彄辰。衤女竢正欢喜敜量。将询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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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畆伪衭。丌宕此女実秄伨福。乃膡

诖贵缠复丑陋。伪告王衭。乃彄辯厍。

泎缐柰国。有一长缟。敞常伲养一辟

支伪。身伧丑陋。散长缟宛有一尋女。

衤辟支伪怲心骀衭。面貌丑陋身畋粗

怲。伨朏可憎。散辟支伪欲傉涅槃。

便现神力伫匜傋厙。傓女衤工卲散膠

诛求哀忏悔。缉乕辯厍骀辟支敀生常

丑陋。由辴忏悔乫得竢正。以伲养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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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乀处。诖尊客贵忋久敜杳。 

    厐傑起行绉乖。释迦辯厍以怲证

迼。迦右秂央沙门伨有伪迼。敀乫傍

年厘敞颋一麻一米大诔尋诔苦行。 

    厐四决律乖。伪告诇歱丑。彄厝

丐散。得刹尔缐国婆缐门有牋。昼夘

养饲刮凃摩抆。散得刹尔缐国复有长

缟牋。乕城巩衏巷迻膠唰衭。诋有力

牋。不我力牋。傏颚畇车。^3□釐匝



7129 
 

两。散婆缐门牋闻唰声膠忌。此婆缐

门昼夘喂饲我刮凃摩抆。我乫宒弼尗

力膠竭厗彃匝两釐报此乧怮。散彃牋

卲证婆缐门。汝乫弼知。得刹尔缐国

丨有长缟。伫昤唰衭。诋有牋不我牋。

傏颚畇车鵙釐匝两。主乫可彄膡彃长

缟宛证衭。我有牋可不汝牋傏颚畇车。

^3□釐匝两。散婆缐门卲彄膡长缟宛

证衭。我有牋可不汝牋傏颚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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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釐匝两。长缟报衭。乫正昤散。

婆缐门卲牎巤牋。不长缟牋。傏颚畇

车^3□釐匝两。散夗乧补盢。婆缐门

乕伒乧前伫歭呰证。秂衪可牎。散牋

闻歭呰证卲惭愧丌肯冯力不对诣竞。

乕昤长缟牋胜婆缐门牋丌如。轷釐匝

两。散婆缐门证彃牋衭。我昼夘喂饲

摩抆刮凃服汝弼不我尗力胜彃牋。乖

伨乫敞厕暜伯我轷釐匝两耶。牋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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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门衭。汝乕伒乧前歭呰我衭。秂衪

可牎。伯我惭愧乕伒乧。昤敀丌能复

冯力不彃竞颚。若能改彄衭。暜丌叾

字弿盞我缟。便可彄证彃长缟衭。能

暜不我牋傏颚畇车缟。暜俉冯乔匝两

釐。婆缐门证牋衭。勿复乫我暜轷乔

匝两釐。牋报婆缐门衭。汝勿复在伒

乧前歭呰我衭秂衪可牎。乕伒乧前弼

赃叶我好牎竢严好衪。散婆缐门膡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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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缟宛证衭。能暜不我牋傏颚畇车缟。

^3□乔匝两釐。长缟报衭。乫正昤散。

散婆缐门牋不长缟。牋傏颚畇车。

^3□乔匝两釐。夗乧傏盢。散婆缐门

乕伒乧前赃叶衭。好牎竢严好衪。牋

闻此证。卲便勇力不彃竞颚。婆缐门

牋得胜。长缟牋丌如。婆缐门得乔匝

两釐。對散伪证诇歱丑。冪乧欲有所

评。弼评善证。丌广评怲证。善证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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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怲证缟膠生热恼。昤敀诇歱丑。

畜生得乧歭呰犹膠惭愧丌埦进力。冡

复乕乧得他歭辱能丌有惭愧。敀成宔

记乖。若乧怲厜秄秄骀詈。陇证厘报。 

    厐俇行迼地绉偈乖。 

 

    厜痴缠心冺  丌极敜怲衭 

    常忎怲两膤  丌忌乧善冿 

    所衭丌乐乐  萴怲在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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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灰衣炭火  讱蹑烧乧趍 

    傓证常极呾  顺乮衭可乧 

    衭行缠盞副  心身丌伙乧 

    譬如好匡栊  成宔也甘编 

    伪尊衫评昤  心厜乀谋盞 

 

    厐畇缉绉乖。對散丐尊冼始成伪。

便欲敃化诇龙王敀。卲便彄膡须庘屏

下。现歱丑弿竢坐思惟。散有釐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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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傉大海丨捉一尋龙。辴须庘顶衦

欲颋啖。散彃尋龙命敀朑敒。遥衤歱

丑竢坐思惟。膡心求哀寺卲命织。生

膥卫国婆缐门宛。叾曰诙梨。竢正姝

妙丐所巭有。因为立字叾须菩提。年

渐长大智慧聏明。敜有厒缟。唯甚怲

性。冪所盦衤乧厒畜生。冹便嗔骀朑

暞休広。父歮书屎畉傏厉怴敜喜衤缟。

遂便膥宛傉屏杶丨。乃衤鸟兽厒以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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朐颉吹劢摇。也生嗔恚。织敜喜心。

散有屏神证须菩提衭。汝乫伨敀膥宛

来此屏杶乀丨。敝丌俇善。冹敜冿畍

唐膠疲苦。乫有丐尊在只桓丨。有大

福德能敃伒生俇善敒怲。乫若膡彃必

能陁汝嗔恚怲歰。散须菩提闻屏神证。

卲生欢喜。寺问乀曰。乫缟丐尊为在

伨处。竭曰。汝伢盤盦。我膠将汝膡

丐尊所。散须菩提用屏神证盤盛。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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臾丌衩膠然在只桓丨。衤伪丐尊三匜

乔盞傋匜秄好傄明昪曜如畇匝敞。心

忎欢喜前礼伪趍即坐一面。伪卲为评

嗔恚辯怲。愚痴烦恼。烧灭善根。埭

长伒怲。叿厘杸报堕在地狱。备厘苦

痛丌可称衰。讱复得脱。戒伫龙蛇缐

刹鬼神。心常含歰暜盞歫定。散须菩

提闻丐尊评昤证工。心惊歳竖寺膠悔

诛。卲乕伪前忏悔缒咎。豁然茍得须



7138 
 

阹洹杸。心忎喜悦敝傉迼次。伪卲听

讯。善来歱丑。须厖膠萧。泋朋萨身。

便成沙门。粛勤俇乊得阸缐汉杸。诇

天丐乧所衤敬仰。散诇歱丑衤昤乓工

识评朓缉。伪告歱丑。此贤劫丨有伪

冯丐。叴曰迦右。乕彃泋丨有一歱丑。

常行劝化。一万屐丨将诇歱丑处处伲

养。乕叿散间偻有尌缉竟丌陇乮。便

冯怲骀。汝竪佷戾伡如歰龙。伫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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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寺卲冯厍。以昤丒缉乘畇丐丨厘歰

龙身。心常含歰衬娆伒生。乫萺得乧

実乊丌陁。敀复生嗔。伪告歱丑。欲

知對散劝化歱丑怲厜骀缟。乫须菩提

昤。由乕對散伲养偻敀。乫得值我冯

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王膥城

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傓

妇趍满匜月便欲习子。然丌肯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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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身。趍满匜月复习一子。傃忎缟

伥在史胁。如昤次竪忎妊么子。叹满

匜月缠习。唯傃一子敀在胎丨丌肯冯

外。傓歮杳怴。讱诇汢药以膠甿治。

畂敜阾损嘱厒宛丨。我腹丨子敀泜丌

歨。乫若讱织必庎我腹厗子养育。傓

歮乕散丌傆所怴。卲便命织。散诇眷

屎轲傓尔骸询乕冢间。识大匚耆婆。

破腹盢乀。得一尋偽。弿状敀尋央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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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畆。俈偻缠行。四向顼衧证诇书衭。

汝竪弼知。我由傃身怲厜骀辱伒偻敀。

处此熟萴丨绉傍匜年。厘昤苦恼难可

叵弼。诇书闻工叴啼悲哭丌能竭乀。

對散丐尊遥知此偽善根工熟。将诇大

伒彄凁尔所。告尋偽衭。汝昤长缝歱

丑丌。竭衭。宔昤。竨乔竨三也如昤

问。敀衭迼昤。散诇大伒衤此尋偽不

伪竭对。叹忎甾惑。前畆伪衭。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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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偽実迶伨丒。在腹厖畆。俈偻缠行。

复不如来傏盞竭问。 

    對散丐尊告诇大伒。此贤劫丨。

有伪冯丐。叴曰迦右。有诇歱丑夏坐

安尛。伒偻呾叺。巣一歱丑年在缝耄

为偻绣那。傏立凂阿。乕此夏坐衢得

迼缟。听傏膠恣。若朑得缟。丌听膠

恣。乫此绣那独丌得迼。偻畉丌听巪

萦膠恣。心忎懊恼缠伫昤衭。我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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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营玷偻乓。令汝竪辈安陈行迼。乫

复辴辳暜丌听膠恣巪萦羯磨。卲便嗔

恚骀辱伒偻。寺卲牎捉闭萨官丨。伫

昤唰衭。伯汝竪辈常处暗冥丌衤傄明。

如我乫缟处此暗官。伫昤证工膠戮命

织。堕地狱丨厘大苦恼。乫始得脱敀

在胎丨厘昤苦恼。伒偻闻工叹护三丒

厉离生歨。得四沙门杸缟。有厖辟支

伪心缟。有厖敜上菩提心缟。散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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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辴将缝偽询宛养育。年渐长大放令

冯宛得阸缐汉杸。伪告歱丑。缉乕彄

昔伲养伒偻厒伫绣那营玷偻乓敀。乫

得值我冯宛得迼。歱丑闻工欢喜奉行。 

    正报颂曰。 

 

    怲厜如歰箭  萨牍冹破伙 

    地狱庎门彇  抅乀以镬汢 

    割膤令膠啖  楚歰难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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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身敜畍  惨厜义伨妨 

 

    乊报颂曰。 

 

    怲厜夗衬忤  地狱衙烧然 

    乧丨有伩报  辴闻冲□衭 

    讱令有词记  诣讼衙他怨 

    彄报甘心厘  改怲善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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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验） 

 

    唐雍州醴泉厎且阳之乧杨巬操。

膡贞补冼仸叵竣监。叿因傌乓辬仸萯

田厎尉。贞补乔匜一年。为身缝辴宛

躬耕为丒。然操立性歰怲暘厜。伢一

生工来喜衤乧辯。歯之乧有乓卲弽告

宎。厎叵以操暞在朎泞也不领艱。然

操长怲丌悛效^2□扰宎叵。觅之乧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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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敜问大尋常生恐吓。乕膠杆社乀傘。

敜乓横生敊玷。大尋讥诃昤非浪伫。

伢有牋缕踪暘士女盞乒。卲将向厎。

厎令裴瞿昙用为烦碎。冼乔三回不玷。

叿衤乓繁丌不玷。操叿绉州。戒上術

闻彂。怲心敞盙。乧畉丌喜衤操膠知

性怲。也向乧评乖。吾性夗急暘厜。

乮武德工来四庄厘戏。持行礼拗。敞

诅绉记。化乧为善。然有大尋侵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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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能忇。叿膡永徽偿年四月七敞夘。

忍有一乧。乮且来。骑畆颖萨青衑。

盝凁操门操衤遂傏渢凉讫。乧乖。且

阳大监敀迾我迦伬。为伬膠生工来。

歰心缠缚丌能忇膥。逢乧卲评劝善。

巤身持戏丌傊。悭贪丌敖。膠迼我有

善心伲养三宓。然朑暞巪敖片诚。萺

厜乖惭愧。心丨卲生净衰惑乎冪俗。

为此唤汝。须臾丌衤来乧。操身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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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然俊地。厜丌能衭。唯心上尌暖。

宛乧舆将傉膥卧。绉実丌苏。然操工

凁且阳都弽处。乕散庂君大衙朑敆。

操遂。私行曹叵。畉有机案幻席。甚

大粛好。也有囚乧。戒萨枷锁露央敆

腰。戒坐立行伥。如昤缒乧丌可算效。

操向且行辯凁一处。处孔杳尋。唯衤

火星泞冯臭烟烽□。丌丨乧立。复有

两乧。扃抂铁棒俇玷门颔。操因问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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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乧。此昤伨。曹叵竭乖。昤猛火地

狱。拘萨持戏丌傊乧。戒俇善丨休乧。

知缠敀犯。歨傉此处。闻迼有一杨巬

操。一生喜记乧辯。歯告宎叵迼他长

短。逢乧诈衭惭愧。有片侵□宔丌能

忇。乫欲迾傉此处。敀俇玷乀。傓乧

乫敞昤四月傋敞。宛乧为操身歨巪敖

斋伲。曹叵平章辴欲放弻。朑得进止。

我在此间彇巬操。操便叩央礼诐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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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巬操缟庖子身昤惧伫敕便。若为得

脱。此乧竭乖。伬伢膡心礼匜敕伪。

殷心忏悔改即歰心。卲陇彄生。丌来

此处。萺忎怲惥一朏能悔。如菩萦行。

丌惜身命得生冤土。巬操得此证工。

卲便伳敃厖露殷勤忏悔。遂放辴宛。

绉三敞得泜。操得苏工傔迣此乓。操

乕叿散便向惠靖禅巬处改辯忏悔。身

乫衤在。年膡七匜有乘。歯一颋长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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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散礼忏。操田临宎迼。因行盢麦。

衤牋三央暘颋麦苗。操尓牋惭愧。丌

复颗冯。弻宛叿敞行麦丌歨。伢有牋

迥。泾阳衡甸有阽王伪埣。夗乧聎集。

操向伒乧傔迣傓乓。迼俗惊怩礼忏庘

殷。傓夘伫梦衤有乧来证操乖。我昤

伯乧敀来诫伬。伬敝止怲暜丌迦伬。

伢伬勤诚俇善。丌须忧乀。有偻衤操。

优向临评（史一颛冯冥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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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舌部第九（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缝畂歨。敜膠冯乀朏。菩提

涅槃。有俇傉乀路。诇伪所以得迼。

由行四摄敀冪圣弻伳。菩萦所以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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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傍庄敀黑畆钦敬。乫衤泞俗乀徒。

乃与杴屌辞怲优彃此。令他眷屎决离

朊厓乖敆。久秄丌呾乀丒。惦得生离

乀苦。纭伯善心敃离怲乧。也昤破坏

有畍敜缒。敀成记乖。若善心敃化。

萺为净离也丌得缒。若以怲心令他敍

乎。冹昤两膤得缒最深。诏堕地狱畜

生饿鬼。若生乧丨衙他诽诒。唯得弊

怲破坏眷屎。弼知上评妄证辯丨为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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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此。缠妄证缟。捤此丿辪卲昤两膤。

若评此缒三丐拖苦。如上工评。丌须

重迣。 

 

引证部第二 

 

    如四决律乖。伪告诇歱丑。汝竪

弼听。厝昔有两怲兽为伞。一叾善牊

巬子。乔叾善膊萵。昼夘传捕伒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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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有一野干迯彃乔兽叿。颋傓歫聐以

膠傊命。散彃野干窃膠生忌。我乫丌

能丽不盞迯。弼以伨敕便敍乎彃乔兽

令丌复盞陇。散野干卲彄善牊巬子所。

如昤证善牊。善膊萵有如昤证衭。我

生处胜。秄姓胜。弿艱胜汝。力动胜

汝。伨以敀。我敞敞得好编颋。善牊

巬子迯我叿。颋我歫聐。以膠傊命。

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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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弿艱厒所生  大力缠复胜 

    善牊丌能善  善膊如昤评 

 

    善牊问野干衭。汝以伨乓得知。

竭衭。汝竪乔兽傏集一处。盞衤膠知。

對散野干窃证善牊工。便彄证善膊萵

衭汝知丌。善牊有如昤证。缠我乫敞

秄姓生处怳畉胜汝。力动也胜。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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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我常颋好聐。善膊萵颋我歫聐。

缠膠泜命。對散卲评偈衭。 

 

    弿艱厒所生  大力缠复胜 

    善膊丌能善  善牊如昤评 

 

    善膊问衭。汝以伨乓得知。竭衭。

汝竪乔兽。傏集一处。盞衤膠知。叿

乔兽傏集一处嗔盦盞衧。善牊巬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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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昤忌。我丌广丌问。便傃下扃打彃。

對散善牊巬子向善膊萵。缠评偈衭。 

 

    弿艱厒所生  大力缠复胜 

    善牊丌如我  善膊评昤邪 

 

    彃膠忌衭。必昤野干敍乎我竪。

善膊萵评偈。竭善牊巬子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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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膊丌评昤  弿艱厒所生 

    大力缠复胜  善牊丌能善 

    若厘敜冿衭  俆他彃此证 

    书压膠破坏  便成乕怨宛 

    若以知監宔  弼灭陁嗔恼 

    乫可膡诚评  令身得冿畍 

    乫弼善阾伏  陁灭怲知讶  

    可杀此野干  敍乎我竪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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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卲打野干杀。對散伪告诇歱丑。

此乔兽为彃所破。傏集一处。盞衤丌

悦。冡复乕乧。为乧所破。心能丌恼。 

    厐正泋忌绉阎缐王诛甽缒乧。评

偈乖。 

 

    太喜夗衭证  埭贪令他畏 

    厜辯膠夰讽  两膤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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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匡扃绉。伪评偈衭。 

 

    怲厜缠两膤  好冯他乧辯 

    如昤丌善乧  敜怲缠丌迶 

 

    厐智庄记乖。宔证缟。丌假巪敖

持戏孜问夗闻。伢俇宔证得敜量福。 

    厐报怮绉。伪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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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阸难  乧生丐间 

    祸乮厜冯  弼护乕厜 

    甚乕猛火  猛火炽然 

    烧丐间诚  怲厜炽然 

    烧七圣诚  一冴伒生 

    祸乮厜冯  歭身乀救 

    灭身乀祸 

 

    正报颂曰。 



7164 
 

 

    两膤敍乎乧  地狱衙决衜 

    狱卒擘傓厜  焰冲割傓膤 

    苦痛敝如此  加乀以饥渴 

    怲丒丌膠由  辴颎身丨血 

 

    乊报颂曰。 

 

    谗歭定乧深  固厘三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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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讱伯得乧身  伩报乭伳怙 

    眷屎夗弊怲  违迫恣嗔怒 

    伢令怲丌乜  地狱敜乫厝 

 

感应缘（略引二验） 

 

    汉灱帝宊畊叿敜宠。缠尛正伣。

叿宙并姬伒傏谮歭。冼丨埣伱王甫。

枉诛勃海王悝厒妃。妃卲叿乀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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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恐叿怨乀。乃不太丨大夫秳伨傏。

杴叿执巠迼祝诅。灱帝俆乀。遂收叿

玺绶。叿膠膢暘官缠以忧歨。父厒傀

庖幵衙诛。诇常伱尋黄门在盠叺缟。

畉怜宊氏敜缒。帝叿梦衤桓帝。怒曰。

宊畊叿敜缒。缠听用邪嬖伯绝傓命。

勃海王悝敝工膠贬。厐厘诛毙。乫宊

叿厒悝膠讷乕天。上帝震怒。缒在难

救。梦歪明室。帝敝衩缠惧。以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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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杶巠监讯冞。此为伨祥。傓可禳乃。

冞对以宊叿厒勃海王悝敜辜乀状。宒

幵改葬以安冤魂。辳宊宛乀徒。复勃

海乀封。以消灲咎。帝底能用。寺也

屖焉（冯冤魂忈）唐咸阳有妇女。姓

梁。贞补年丨歨绉七敞缠苏。膠乖。

衙乧收将膡一大陀傘。衤有大厅。有

一宎乧。捤案执童。缛伱甚盙。令乧

努问乖。此妇女叺歨以丌。有乧便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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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努乖。不叺歨缟叽姓叾。所以迦

耳。宙乧敕巠史卲欲放辴。梁畆宎乧

乖。丌知梁暜净有伨缒。识卲厘缒缠

弻。宎乧卲令努案乖。梁生平唯有两

膤怲骀乀缒。暜敜伩缒。卲令一乧拔

膤一乧执救斫乀。敞常效四。冪绉七

敞。始迨令弻。冼伡萧深展。尌散如

睡缠衩。宛乧衧傓膤上。犹大烂肿。

乮此工叿永敒酒聐。膡乫犹存（冯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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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拰追训）。 

 

绮语部第十（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衭所以春玷。绮证所以乖監。

由忠敀有宔。有宔敀德生。德生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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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圣。由绮证敀萷妄。萷妄敀缒生。

缒生敀厘苦。敀知趌玷求圣。衢须宔

评。评若萷假织为乖玷。诏衭丌正畉

叾绮证。伢诇绮证丌畍膠他。唯埭放

逸长诇丌善。歨萧三涂。叿生乧散。

所评正证乧也丌俆。冪所衭评衭丌辩

乐。也叾绮证。敀成宔记乖。证萺昤

宔非散缠评。也萧绮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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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智庄记评偈衭。 

 

    有堕饿鬼丨  火焰乮厜冯 

    四向厖大声  昤为厜辯报 

    萺复夗闻衤  在大伒评泋 

    以丌成俆丒  乧畉丌俆厘 

    若欲幸叾闻  为乧所俆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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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敀弼膡诚  丌广伫绮证 

 

    厐萦婆夗记乖。厜丨四辯乗历叹

伫四厞。一戒有两膤非妄证非怲厜。

如有一乧优此乧证向彃乧评。弼宔评

敀非妄证。软证评敀非怲厜。以决离

心敀叾两膤。竨乔戒有两膤昤妄证非

怲厜。如有一乧优此乧证向彃乧评。

以净离心敀昤两膤。以妄评敀昤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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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软证评敀非怲厜。竨三戒有两膤昤

怲厜非妄证。如有一乧优此乧证向彃

乧评。以净离心敀昤两膤以粗证评敀

昤怲厜。弼宔评敀非妄证。竨四戒有

两膤昤妄证昤怲厜。如有一乧优此乧

证向彃乧评。以净离心敀昤两膤。以

妄评敀昤妄证。以怲声评敀昤怲厜。

膠外妄证怲厜叹伫四厞也如昤。绮证

一秄叹丌盞离。敀丌净评。敀成宔记



7174 
 

乖。伩厜三丒。戒叺戒离。绮证一秄。

必丌盞离。 

    正报颂曰。 

 

    绮证敜丿玷  令乧心惑乎 

    为並他善根  烊铜擘厜灌 

    焰铁烧傓膤  腹萴畉焦烂 

    此痛丌可忇  悲叴常噭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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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乊报颂曰。 

 

    浮衭翳監玷  为此沉怲趌 

    厍彃暂弻乧  冯衭敜昧喻 

    生敜俆仰心  常衙他竤傔 

    为乧衩羞耻  伨丌冯傕厞 

 

惦广缉（町应四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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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明帝散。有檀国蛮夯。善闲幷

术。能徙易牋颖央上。不缗膟傏补乀

以为竤久。厒三国散吴有徐傄缟。丌

知伨讯乧义。常行幷化乀术。乕巩□

傘。乮乧乞菰。傓主底不。便乮索子。

掘地缠秄。顼眄乀间菰生。俄缠萱庋

生匡。俄缠成宔。畇姓咸瞩盛焉。子

成乃厗缠颋乀。因以赏补缟。向乀鬻

菰缟。厕衧所赍畉缢矣。橘柚枣栗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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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也如。傓幷化畉此类义。 

    晋永嘉年丨。有天竺国乧。来庄

江匦。衭证论迼缠叿迳。傓乧有效术。

能戔膤绢敒。吐火厙化。所在士女聎

傏补讻。傓将戔膤傃吐以示实宖。然

叿冲戔。泞血衣地。乃厗缓器丨。优

以示乧。衧乀膤央。补傓厜傘唯匠膤

在。敝缠辴厗含乀。有顷吐工示乧。

膤辴如敀。傓绢敒绢巪不乧。叹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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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对剪敒工缠厗两歬。叺持祝乀。

冹复辴连。不敠敜序。散乧夗甾以为

幷伫。阴缠讻乀。犹昤巤绢。傓吐火

缟。傃有药在器丨。厗一片不黍糠含

乀。傛三吹号缠店厜火冯。因尓热处

厗以爨乀。冹便火炽义。厐乌纮厒绳

缕乀屎抅火丨。伒诀傏衧。衤傓烧然。

消磨乐尗。乃拨灰丨。丼缠冯乀。敀

昤向牍。如此幷术伫缟非一。散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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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乎乖。庍安霍屏可以避丐。乃傉且

冶丌知所在义。 

    大唐贞补乔匜年。衡国有乘婆缐

门。来凁乣巬。善能音久祝术杂戏。

戔膤抽肠赈绳绢敒。厐膡春幺工来。

王玄竮竪效有伯乧向乘印庄。衡国天

王为汉伯讱久。戒有腾穸赈索履屐绳

行。甴女盞避歌戏如常。戒有女乧扃

庑三仗。冲槊杻竪。捰穸扃捫绳赈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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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戒有戔膤膠缚。衫伏伳敠丌劧乧

功。如昤幷戏秄秄难迣。 

    唐雍州衡盩屋厎衡北有偿乮乧

坊。偿乮乧秳昪久尌好音声。膡永徽

傍年乘月七敞。因有微怴暘歨。乘敞

心暖丌臭。宛乧丌故埋。膡竨傍敞平

敟得苏。辴如平生。评乖。冼歨散有

乔青衑。膡幻前迳。王唤君。昪久问。

伨王。竭曰。阎缐王。唤为伨乓。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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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须有努问。催急卲行。丌须臾证。

一乧扃撮昪久。迯冯坊匦门。渐向匦

屏下膡一荒茆处。有尌碱卤丌生茆。

有一大孔如大瓮厜。证久乖傉。久惧

丌肯傉。一乧捭傉。丌衩有损。盝傉

衤王大殿。捉仗乧杳伒。王傏诇膟厒

宙妃叿。在大殿上。盞陉幔坐殿前大

有诇音声伎偽杂戏应久。伯乧吭王乖。

所迦乧来。王问昤诋。秳昪久。汝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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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评丌。竭曰丌衫。王回顼问一伎偽

姓店叾膥偽。此乧丌衫俳评。伨敀迦

唤。膥偽生平傏昪久冼善。叿因盞嗔

侠怨。膥偽遂侠怨。滫应此乧。膥偽

丌故诰王。辴伳宔评。王怒令戏。殿

前音声一散俱劢。辴衤打鼓伫膧缉竿。

缉竿乧冼缉膡央。下散以竿傘厜盝下。

竿乮叿决。冯膡地辴上。傍根俱破。

么孔泞血。缉竿上下。幵畉如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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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黄唐工来伎偽。如齐婴子空冯郎独

猪桃棒竪效匜乧。令伫俳评。散厜丨

吐火抽膤绕场周匝。畇匝铁鸟诇怲歰

萸。乮穸颊下。一散向膤上啄唼。厘

傓杳苦噭声劢地。丌喜乧闻。伩乀杂

戏乀乧诇尋铁萸。衤傓一散拍扃。唰

噭乀声如烟如火。叽散衙烧。烧歨辴

泜。暜盞厘苦敜暂停広。音声丌膥厘

苦丌広。王萺下杇然迾狱卒扃抂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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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戟铁库箭围绕守。迾令伫音久厘苦

丌欧。昪久膡狱乘敞衤此戏偽厘苦如

昤。膡竨傍敞敟王唤昪久证乖。汝朑

叺歨。暜梱案盢。即叿三年汝命算尗。

弼来厘苦如昤。此乧为生平妄证怲厜

绮证。诌庑偻尖。轱戏伪泋。假托三

宓。诰厗他牍。与将养泜妇偽。好杀

猪缕。颋啖酒聐。戒因向伽萯颋用偻

牍污秽丌冤。如昤竪缒丌持斋戏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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敓殃。汝萺敜如此重缒。非敜伩辯。

也叺厘乀。丏放汝厍。歨散厗汝。辴

令敠乔乧迨凁宛傘。衤一幻讯。棘杶

杹右稠审。乔乧令傉此杶。此乧冼丌

肯傉。乔乧急捭。叺盦缠傉。卲衩身

工在幻苏泜。此昪久因衤此彅。卲向

乣来历寺厘戏。坒持丌犯。茎颋长斋。 

礼敬敜亏（因向偻忏傔评此衭）。 

 



7186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匜怲篇竨傋匜四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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悭贪部第十一（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缗生惑畂萨我为竢。冪品邪迤

悭贪为朓。所以善轱歴厖怲重丑屏。

福尌昡冞贫夗秃雉。傍情乀缎朑易能

超。三歰乀泙敜由可庄。身重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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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竪河里乀鱼。鼓翅欲颊。难叽天上

乀鸟。膢伯贫贫盞次竞加侵迸。苦苦

连绵乒来损定。伡颊蛾拂焰膠厗烧然。

如蚕伫茧非他缠缚。良由悭惜贪陋厘

缒饥宣。敖昤客因常拖丩久义。 

 

引证部第二 

 

    如决净丒报绉偈衭。 



7189 
 

 

    常久俇智慧  缠丌行巪敖 

    所生常聏哲  贫窭敜诚习 

    唯久行巪敖  缠丌俇智慧 

    所生得大诚  愚暗敜知衤 

    敖慧乔俱俇  所生傔诚智 

    乔俱丌俇缟  长夘处贫贮 

 

    敀摄记乖。悭惜昤夗诚陋。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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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尊贵陋。厐伒生起贪敜辯艱诚。竨

一爱艱夗辯。如前工迣。丌叽惥缟乫

暜町记。如涅槃绉评。譬如有乧以缐

刹女缠为妇妾。昤缐刹女陇所生子。

生工便啖子敝尗工。叿啖傓夫。爱缐

刹女也复如昤。陇诇伒生生善根子。

陇生陇颋。善子敝尗复啖伒生。令堕

地狱畜生饿鬼。厐如有乧性爱好匡。

丌衤匡茄歰蛇辯怴。卲便前捉。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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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螫。螫工命织。一冴冪夫也复如昤。

贪乘欲匡丌衤昤爱歰蛇辯怴。缠便厘

厗。卲为爱歰乀所螫。命织乀叿堕三

怲迼。竨乔乕诚生贪缟。贪诚膢祸大

苦所恼。乖背迼俗夭乕书甽。敀智庄

记乖。诚牍昤秄秄烦恼缒丒因缉。若

持戏禅宐智慧秄秄善泋。昤涅槃因缉。

以昤敀。诚牍尐广膠庐。伨冡好福田

丨缠丌巪敖。譬如有傀庖乔乧。叹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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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斤釐行迼丨。暜敜伩伞。傀伫昤忌。

我伨以丌杀庖厗釐。此旷路丨乧敜知

缟。庖复生忌欲杀傀厗釐。傀庖叹有

怲心。证衭衧瞻畉序。傀庖卲膠寤。

辴生悔心。我竪非乧不禽兽伨序。叽

习傀庖缠为尌釐。敀缠生怲心。傀庖

傏膡泉水辪。傀以釐抅萨水丨。庖衭。

善哉善哉。庖复庐釐水丨。傀衭。善

哉善哉。傀庖暜乗盞问。伨以敀。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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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叹盞竭衭。我以此釐敀生丌善

心欲盞危定。乫得庐乀敀衭善哉。乔

辞叹對。以昤因缉。常广膠膥。 

    厐大幹严记乖。我暞昔闻。膥卫

国丨伪不阸难旷野丨行。乕一田畔衤

有伏萴。伪告阸难。昤大歰蛇。阸难

畆伪。昤怲歰蛇。對散田丨有一耕乧。

闻伪阸难评有歰蛇。伫昤忌衭。我弼

衧乀。沙门以伨为怲歰蛇。卲彄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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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監釐聎。缠伫昤衭。沙门所衭昤歰

蛇缟。乃昤好釐。卲厗此釐辴缓宛丨。

傓乧傃贫衑颋丌伲。以得釐敀转得客

饶。衑颋膠恣。王宛禁叵怩傓卒客。

缠纠丼乀系在狱丨。傃所得釐敝工用

尗。犹丌得傆。将加况戮。傓乧唰衭。

歰蛇阸难。怲歰蛇丐尊。傍乧闻乀以

状畆王。王唤彃乧缠问乀曰。伨敀唰

衭歰蛇阸难。怲歰蛇丐尊。傓乧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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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乕彄敞在田耕秄。闻伪阸难评衭歰

蛇怲歰蛇。我乕乫缟敕乃寤衫。王闻

此评遂放厍乀。 

    厐埭一阸含绉乖。昔伪在丐散。

膥卫城丨有一长缟。叾曰婆提。尛宛

巢客诚习敜量。釐银丌可称衰。傓宛

萺客悭吝守护丌萨丌啖。朋颏颎颋杳

为粗鄙。也丌敖不妻子眷屎奴婢仆乮

朊厓知讶厒诇沙门婆缐门竪。复起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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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敒乕善根。然敜子怰。命织乀叿所

有诚宓尗没傉宎。泎敓匛王膠彄收敄。

收摄工讫辴询伪所。缠畆伪衭。婆提

长缟。乫敞命织乀叿为生伨处。伪告

王曰。婆提长缟敀福工尗敔丒丌迶。

由起邪衤敒乕善根。命织生在啼哭地

狱。泎敓匛王闻伪所评。洟泏泞泑缠

畆伪衭。婆提长缟。昔伫伨丒生在客

宛。复伫伨怲然丌得颋此杳客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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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告王曰。辯厍丽远有迦右伪。傉涅

槃叿。散此长缟生膥卫国。伫田宛子。

有辟支伪来询傓宛。缠乮乞颋。散此

长缟便持颋敖。辟支得颋颊穸缠厍。

长缟衤工伫昤誓惧。持此善根伯我丐

丐所生乀处丌堕三涂常夗诚宓。巪敖

工叿复生悔心。我向缟颋广不奴婢。

丌广不此秂央沙门。伪告王曰。婆提

长缟由乕辯厍敖辟支伪颋厖惧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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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乀处常夗诚宓敜所乄尌。缉傓敖

叿生厙悔心。在所生处。萺处客贵。

丌得颋此杳客乀久。悭惜守护丌膠衑

颋。复丌敖不妻子眷屎。也丌巪敖朊

厓知讶厒诇沙门婆缐门竪。昤敀智缟。

闻此因缉。若有诚牍广弼巪敖勿生悭

吝。敖散膡心膠扃奉不。敖工欢喜茊

生悔心。能如此敖得大杸报敜量敜辪。 

    厐冯曜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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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丨有一长缟。叾曰难阹。巢客夗诚。

釐银玳宓。试颖车乇。奴婢仆伯。朋

颏田丒。丌可阿量。一国乀客敜有辯

缟。萺处诖客缠敜俆心。悭贪嫉妒。

门叺七重。敕守门乧。有乧来乞一丌

得傉。丨庆穸上安铁甽笼。恐有颊鸟

颋啖诓米。四壁埬下以畆胶泥。恐鼠

穹穴伙损诚牍。唯有一子叾栴檀颕。

临织敕子。吾怴必歨若吾歨叿所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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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勿费损缢。茊不沙门厒婆缐门。若

有乞偽茊敖一钱。此诇诚牍趍伲七丐。

敕工命织。辴生膥卫旃阹缐宛盜歮腹

丨。叿生冯胎。生盜敜盛。盜歮忌衭。

若生甴缟。吾乫盛冥。须衤扶伱。闻

偽生盜俉埭愁忧。悲泏评偈衭。 

 

    子盜吾也盜  乔俱敜两盛 

    迺此衕缢牍  畍我愁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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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盜歮养偽工大。年傋么屐埦

能行来。不杇一杇颋器一傔。缠告子

曰。汝膠乞泜丌须伥此。吾也敜盛。

复弼乞求。以波伩命。此盜尋偽宛宛

乞求。遂叿渐膡栴檀颕宛。在门外立。

唰盜偽乞。散守门乧。嗔恚捉扃。捰

萨深坑。伙抈巠膞。复打央破。所乞

得颋尗庐在地。有乧临衤甚怜愍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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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证盜歮。盜歮闻工匍匐□杇。凁盜

偽所拘萨膝上。缠证偽衭。汝有伨愆

迿此苦厄。子报歮曰。我向缟膡栴檀

颕宛门外缠乞。便迺怲乧打捰如昤。

伪散知工告阸难衭。祸灲祸灲。难阹

长缟。命织不彃旃阹缐宛盜妇伫子。

生敜两盛。昔所尛丒。诖客敜量。试

颖七玳丌可称衰。缠乫复得书用丌耶。

然由悭贪厘此盜报。乮此命织傉阸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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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伪乕辯丨不歱丑伒傉国城。乧民

围绕彄凁栴檀颕门盜尋偽所。散栴檀

颕闻伪在外。冯门礼拗在一面立。伪

知伒集。复衤栴檀。幸为伒评悭贪嫉

妒厘缒敜量。如评惠敖厘福敜穷。欲

伯离有趌敜为迼。對散丐尊欲不栴檀

拔地狱苦。告尋偽曰。汝昤难阹长缟

非耶。尋偽报曰。宔昤难阹。如昤膡

三。大伒闻此愕然缠衭。难阹长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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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此弿。散栴檀颕闻衤此乓。悲泏堕

泑丌能膠止。礼伪求救惧拔缒根。卲

识伪偻明敞膥颋。伪明敞颋竟为评妙

泋。散栴檀颕得须阹洹杸。伪告阸难。

若乧积诚丌膠衑颋。复丌巪敖。愚丨

乀愚。昤敀智缟广弼行敖。求离生歨。

茊生悭吝厘敜辪苦。 

    厐卢忈长缟绉乖。昔伪在丐散。

膥卫城丨有一长缟。叾曰卢膡。傓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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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客诚习敜量。如毗沙门。由乕彄昔

敖胜福田敀茍敓报。然傓敖散丌能膡

心。敀乫萺客惥长下劣。所萨衑裳垢

弊丌冤。颋冹糠茎。以傁傓饥。渴唯

颎水。行乇朽车勤营宛丒。犹如奴仆。

常为丐乧乀所蚩竤。叿乕一散城丨乧

民大伫艵伕。幹严膥宅悬缯幡盖。颕

水洒地敆伒叾匡。秄秄严丽伎久歌膧。

欢姗厘久。犹若诇天。卢膡衤工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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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衭。彃敝欢伕我也弼對。卲畁弻宛

膠庎幾萴。厗得乘钱。得工思忌。若

在宛颋歮妻眷屎丌可周迻。若膡他膥

恐主所夲。乕昤卲用两钱乍□。两钱

酤酒。一钱乍葱。乮傘宛丨厗盐一抂。

衑衿裹乀。赍冯城外。趌一栊下。敝

膡栊下衤夗乁鸟。恐来搏撮。卲询冢

间。复衤诇狗。寺暜迪避。膡穸静处。

酒丨萨盐呾□颎乀。散复啮葱。傃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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颎酒。卲散大醉。醉工起膧扬声缠歌。

傓歌辞曰。 

 

    我乫艵幺伕  纭酒大欢久 

    迹辯毗沙门  也胜天帝释 

 

    散值帝释不诇天伒欲膡伪所。迺

衤卢膡醉膧缠歌衭胜帝释。帝释默忌。

此悭贪乧屌处颎酒骀辱乕我。我弼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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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卲厙巤身伫卢膡弿。彄凁傓宛。

聎集歮妻奴婢眷屎。乕歮前坐缠畆歮

衭。我乕前叿有大悭鬼。陇迯乕我伯

我悭惜。丌萨丌啖丌不眷屎。畉由悭

鬼。乫敞冯行值一迼乧。不我好祝得

陁悭鬼。然此悭鬼不我盞伡。彃若来

缟弼好打棒。傓必诈称我昤卢膡。一

冴宛乧茊俆傓证。急弼闭门。悭鬼傥

来。彇我所伫然叿庎门。卲伫好颋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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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傁颐。复庎幾萴冯诇诚宓衑朋璎珞。

赏不歮妻尛宛眷屎。厒敖伩乧。讫工

伫久歌膧欢久。丌可傔评。乧闻卢膡

悭鬼得陁。畉来补盢。卢膡酒醒弻宛

凁门。闻歌膧声杳大惊愕。打门噭唤

都敜闻缟。帝释闻唤证伒乧衭。打门

唤缟戒昤悭鬼。乧闻悭鬼庎门赈避。

卢膡得傉。尛宛眷屎。怳畉丌认。衭

昤悭鬼卲便捉脚。俊拯打棒。颗令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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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凁巷大哭。唰衭怩哉。我乫身弿。

为序乕朓。为丌序朓。伨敀宛乧衤庐

如昤。衭我昤鬼都丌衤认。我乕乫缟

如伨所迼。卢膡對散如伡颈狂。傍乧

书里咸来慰喻。汝昤卢膡我昤汝书。

敀来盢汝。汝好强惥弼伫敕衰用膠决

明。卢膡闻工惥用尋安。收泑缠衭。

倩诇乧竪暜盢我面。我乫宔昤卢膡以

丌。乧畉竭衭。汝乕乫缟宔昤卢膡。



7211 
 

卲证伒乧衭。汝竪畉能为我伫讴丌。

伒乧畉衭。我为汝讴宔昤卢膡。卢膡

竭衭。汝竪若對听评因缉。 

 

    诋有年尌乧  不我杳盞伡 

    傏我所爱妇  叽幻捫膝坐 

    所书宛眷屎  衤打颗迯冯 

    所书畉爱彃  安止我宛丨 

    我忇饥宣苦  积聎诇钱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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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乫膠在用  我敜一歴决 

    犹如毗沙门  膠恣乕衑颋 

    城丨诇乧竪  叹叹生甾怩 

    畉伫如昤衭  此乓弼乖伨 

    丨有明智缟 缠伫如昤衭 

   此间淫狡乧  弿貌伡卢膡 

   知傓大悭贪  敀来恼乎乀 

   我竪傏讴拔  丌宒伯庐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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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诇乧闻昤证工。畉怳叽心咸

衭。卢膡。汝乫乖伨欲伨所为。卢膡

乖。惧为我讴。我欲衤王。幵惧贲我

乔店畆□可伯盝乕四铢釐讯。弼用上

王。诇乧畉竤衭。卢膡乫乃昤大敖主。

挟乔店□凁乕王门。证守门乧。为我

迳王。我欲贡献。门乧惊竤。卲傉畆

王。王闻忌衭。卢膡悭吝。将丌歨凁。

卒能如昤。王卲唤傉。敝凁王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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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挽□。用奉乕王。傓腋急挟挽丌能

得。便膠回身尗力痛挽。敕乃得冯。

敝得冯工。帝释卲化伫两杈茆。卢膡

衤茆惭愧坐地。悲噎歔欷丌能得衭。

王衤慈愍缠证乀衭。纭令昤茆也敜所

苦。欲有所评陇汝惥迼。卢膡悲噎向

王评衭。我衤此茆羞惭杳盙。丌能以

身际傉乕地。丌知乫缟。为有此身。

为敜此身。知伨所告。王闻愍忌证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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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衭。彃敝哀埩丌能衭缟。知傓惥缟

弼代迼乀。傍乧竭王。丌知伨乧。弿

貌盞伡。膡傓宛丨。诈称卢膡。宛乧

畉俆。敆用诚牍一冴荡尗。宛乧丌讶

打棒颗冯。厕如路乧。昤以懊恼丌能

得衭。王闻迾伯唤盞伡缟。幵立王前。

王衤乔乧。盞貌衭竤一冴盞伡。王诏

叿缟昤傓卢膡。证前缟衭。汝乫复欲

伨所记迼。卢膡竭衭。我昤卢膡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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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膡。王问叿缟。卢膡悭贪汝好惠敖。

乖伨称衭昤卢膡耶。卲竭王衭。我闻

伪评。悭贪乀缟堕饿鬼丨。畇匝万屐

厘饥渴苦。畏怖因缉敀膥悭贪。王衭

宔對。如伡垢衑灰浣卲冤。烦恼垢心

闻泋卲陁。王衤昤工。卲净乔乧缓乕

序处。叹迾条牒书屎央效秄秄诚牍迵

乌将来。乔乧持尗陈审乀乓厒以乌迥。

怳畉盞伡。王丌能净。王唤歮问。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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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王衭。此昤我偽。彃非我子。昤悭

鬼义。王复问歮。颁衤身上疮瘢黑子

私审乀乓。可讶以丌。歮竭王衭。偽

巠胁下有尋疮瘢。犹尋诔讯。王迾脱

衑高丼膞盢。衤两疮瘢大尋盞伡。王

衤大竤怩朑暞有。深膠傅诛。一冴伒

生愚暗所衣。丌净監伛。如此乀乓唯

伪能乐。卲以乔乧缓乕试上。傏膡伪

所识冠所甾。對散丐尊。丼盞好膞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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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乀扃。证帝释衭。汝伫伨乓。帝释

卲灭卢膡身盞辴复朓弿。秄秄傄明。

叺捨向伪。缠评偈乖。 

 

    常为悭所伯  丌肯膠衑颋 

    以乘钱酒□  萨盐缠颎乀 

    颎工卲大醉  戏竤缠歌膧 

    轱骀我诇天  以昤因缉敀 

    我敀苦恼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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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证帝释。一冴伒生畉有辯缒。

宒广放膥。化身辴复释弿。缠畆伪衭。

此乧悭贪丌膠衑颋。乘钱酒□萨盐呾

颎酒醉歌膧轱骀诇天。敀我恼乀。伪

证帝释。一冴伒生畉有缒辯。宒广放

膥。伪证卢膡。汝辴弻宛盢汝诚牍。

卢膡畆伪。所有诚牍帝释用尗。弻宛

伨为。帝释证衭。我丌损汝一歴诚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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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膡证衭。我丌俆释。唯俆伪证。以

俆伪敀卲便得须阹洹杸。散天龙傋部

厒以四伒。冪闻昤工得四迼杸。有秄

三乇因缉。 

    厐缐旬迹绉乖。伪在丐散有婆缐

门子萳福。盞巬匨乀敜盞。年膡匜乔

父歮迯冯。遂行乞颋。乃凁只桓。伪

以大慈以扃摩央。央厖卲堕袈裟萨身。

伪为立叾。叾缐旬迹。散傏乘部偻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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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决卫。缠缐旬迹。所在乀部。以穸

钵辴。伪敕歱丑。决以敖乀。如昤非

一。盛连忌衭。由昤歱丑偻丌得颋。

伪知傓惥。便不膥冿底俱。伯盛连不

缐旬迹俱叹决为一部。伪告盛连。我

所在处汝丌得彄。盛连卲不缐旬迹俱

行。迩欲所膡便卲衤伪厒膥冿底缠在

傓门。如昤绉历辯乘畇乨国。遂丌得

颋。盛连私忌。我乕乫敞宐丌得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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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旬甚大饥杳。止怫水辪伥。盛连卲

凁伪所。伪钵丨尐有伩颋。卲不盛连。

盛连忌衭。我乫饥甚欲吞须庘尐诏丌

颐。伢此尌颍伨趍可颋。伪告盛连。

伢颋此颍勿忧丌趍。盛连卲颋。颍敝

颐工钵丨丌冧。膥冿底卲忌。缐旬乫

朑得颋。弼大饥苦。畆伪衭。惧乞伩

颍不缐旬。伪卲告衭。我丌惜颍。伢

缐旬実行杸报丌广得乀。若诏丌然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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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不。膥冿底便以颍不乀。缐旬得

卲欲厘颍。钵便傉地畇丈。膥冿底以

迼力扃。寺钵卲得。以辴缐旬。迩欲

颋乀。便诂衣钵。俊厍颍颋。畉敆水

丨。缐旬辴坐宐惥。膠思忌衭。我歯

不诇歱丑俱行。辄敜所得穸钵缠辴。

伪以颍不我辄复衣厍。畉由缒报。广

弼所厘。便膠思惟。结衫垢陁得缐汉

迼。卲便颋土缠膪涅槃。欲知缐旬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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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厍绣卫伪散。昤身为冪乧。常忎悭

贪丌肯巪敖。散弼欲颍脱衑巪地恐颍

粒萧。有沙门辯乮傓决卫。缐旬衤诏

乀衭。弼伨盞不。便以扃捧土不沙门。

沙门卲祝惧衭。昤愚痴敀耳。弼伯汝

敢得庄脱。由来丽远屍转生歨。乃膡

乕乫所在乀处。辄丌得颋。乕乫得迼

颋土泥洹。不土沙门膥冿底昤。敀知

缒福乫畉厘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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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追敃三昧绉乖。此缐旬迹実丐

为贤缟子。伫乧嫉妒。衤沙门来决卫。

辄迫门户衭。大乧丌在。沙门复膡伩

宛。复牎伩宛门户闭乀也衭。大乧丌

在。敀乫决卫丌能得。迩欲衤他巪敖

颎颋欢喜行伕。便复忌衭。我也欲伫

沙门。敀乫穷困如昤。 

    厐埭一阸含绉乖。昤散有四大缐

汉。盛连。迦右。阸那律。实央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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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一处缠伫昤评。我竪傏补此缐阅

城丨。诋有丌伲养伪泋伒伫功德缟。

對散有长缟叾跋提。饶诚夗宓丌可称

衰。悭贪丌肯巪敖乕伪泋伒。敜有歴

牦乀善。敀福工尗暜丌迶敔。彃长缟

有七重门。畉有守乧丌得伯乞缟询门。

复以铁笼络衣丨庆。恐有颊鸟来膡庆

丨。长缟有妹。叾曰难阹。也复悭贪。

也忎邪衤敜敖福心。也敜厗讴得迼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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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也有七重门辴叽前泋。敜可得询

门缟。對散跋提长缟清敟颋频。昤散

阸那律。乮长缟膥地丨踊冯。膦钵向

长缟。昤散长缟杳忎愁忧。卲捦尌讯

频不阸那律。昤散阸那律得频工辴询

所在。昤散长缟便傑嗔恚。证守门乧

衭。我有敃敕敜令乧傉。伨敀乧来。

守缟报曰。门叺牌固。丌知此迼士为

乮伨来。對散长缟默然丌衭。散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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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颋频竟次颋鱼聐。尊缟大迦右询长

缟宛乮地踊冯。膦钵向长缟。散长缟

甚忎愁忧捦尌讯鱼聐不乀。昤散迦右

得聐便乕彃没辴弻所在。昤散长缟俉

复嗔恚。证守门缟衭。我傃有敃丌伯

乧傉。伨敀复伯乔沙门傉宛乞颋。散

守门乧报曰。我竪丌衤此沙门为乮伨

来。长缟报曰。此秂央沙门善乕幷术。

诰惑丐乧敜有正行。對散长缟妇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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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丌远缠坐。闻乀证长缟衭。可膠护

厜勿伫昤证诏衭幷术。此诇沙门有大

姕神。所以来缟夗所饶畍。长缟讶此

乔歱丑乃。长缟报曰。我丌讶乀。散

妇报衭。昤斛颍王子叾阸那律。弼生

乀散此地傍厙震劢。绕膥一由旬傘伏

萴膠冯。散妇证长缟。此诖敚乀子。

俇乕梵行得阸缐汉迼。天盦竨一。次

竨乔歱丑缟。此缐阅城傘大梵忈叾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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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缐。饶诚夗宓丌可称衰。衭有么畇

么匜么央牋耕田。傓怰叾曰歱泎缐耶

檀那。身伫釐艱。妇叾婆阹。女丨歪

胜。讱丼紫磨釐在前。犹黑歱畆。散

长缟报衭。我闻此乔乧叾。然复丌衤。

傓妇报衭。向前叿来缟卲昤傓身。膥

此玉女乀宓。冯宛孜迼。乫得阸缐汉。

常行央阹敜有冯义。我补此丿敀伫昤

衭。善膠护厜茊诒圣乧衭伫幷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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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庖子。畉昤神德。散尊缟盛连萨

衑持钵颊腾萷穸。长缟衤穸丨坐缠伫

昤评。汝昤天耶。干沓呾耶。汝昤鬼

耶。汝昤缐刹啖乧鬼耶。盛连报衭。

我非昤缐刹鬼竪。昤散长缟便评此偈。 

 

    为天干沓呾  缐刹鬼神耶 

    厐衭非昤天  缐刹鬼神缟 

    丌伡干沓呾  敕域所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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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乫叾伨竪  我乫欲得知 

 

    對散盛连复以偈报曰。 

 

    非天干沓呾  非鬼缐刹秄 

    三丐得衫脱  乫我昤乧身 

    所可阾伏魔  成乕敜上迼 

    巬叾释迦敋  我叾大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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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长缟证盛连衭。歱丑伨所敃

敕。盛连报衭。我欲不汝评泋。善思

忌乀。散长缟复伫昤忌。此诇沙门长

夘萨乕颎颋。乫欲记缟正弼记颋。若

乮我索。我弼衭敜。然我尌听此乧所

评。對散盛连知长缟心丨所忌。便评

此偈。 

 

    如来评乔敖  泋敖厒诚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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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弼评泋敖  与心一惥听 

 

    昤散长缟闻弼评泋敖。便忎欢喜。

证盛连衭。惧散滩评。闻弼知乀。盛

连报长缟衭。如来评乘乓大敖。卲昤

丌杀丌盗丌淫丌妄证丌颎酒。尗弿导

缠俇行乀。长缟闻工杳忎欢喜。乫所

评缟乃丌用宓牍。如我乫敞丌故杀生。

此可奉行。厐我宛丨饶诚夗宓。织丌



7235 
 

偷盗。此也我乀所行。厐我宛丨有上

妙乀女织丌邪淫。昤我乀所行。厐我

丌好妄证乀乧。伨冡膠弼妄证。此也

昤我乀所行。如我乫敞惥丌忌酒。伨

冡膠少。此也昤我乀所行。昤散长缟

证盛连衭。此乘敖缟我能奉行。我乫

可颍此盛连。长缟仰央证盛连衭。可

尜神下顼尓此缠坐。昤散盛连寺声下

坐。长缟躬膠不盛连颋讫行水。长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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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衭。可持一竢□奉上盛连。昤散傉

萴傘缠迬厗丌好缟便得好缟。膥乀暜

厗。敀對辴好。昤散盛连知长缟心。

便评此偈。 

 

    敖不心敍诣  此福贤所庐 

    敖散非敍散  可散陇心敖 

 

    對散长缟知便伫昤忌。乫盛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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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丨所忌。便持畆□奉上盛连。卲

不祝惧衭。 

 

    补室敖竨一  知有贤圣乧 

    敖丨最为上  良田生杸宔 

 

    散盛连祝惧工厘此畆□。伯长缟

厘福敜穷。在一面坐工。盛连渐不评

泋敖戏生天乀记。呵欲丌冤冯衢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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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乕庅上得泋盦冤。以得衤泋敜有狐

甾。缠厘乘戏膠弻伪泋圣伒。散盛连

以衤得泋盦冤。便评此偈。 

 

    如来所评绉  根厌怳备傔 

    盦冤敜瑕秽  敜甾敜犹诗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有缝歮。

叾曰难阹。躬膠伫频。散尊缟实央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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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凁。萨衑持钵傉缐阅城乞颋。渐渐

膡缝歮难阹膥。乮地踊冯。膦扃持钵

乮缝歮难阹乞颋。昤散缝歮衤实央卢。

杳忎嗔恚。伫昤怲衭。歱丑弼知讱汝

盦脱我织丌乞汝颋。昤散实央卢卲傉

三昧。便厔盦脱冯。昤散缝歮俉复嗔

恚。正伯沙门穸丨俊悬。织丌不汝颋。

昤散尊缟复在穸丨俊悬。缝歮复俉嗔

恚。正伯沙门丼身烟冯。我织丌不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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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昤散尊缟复丼身冯烟。缝歮复俉

嗔恚缠伫昤证。正伯沙门丼身然缟。

我织丌不汝颋。昤散实央卢伯身尗然。

缝歮衤工复伫昤证。正伯沙门丼身冯

水。我织丌不汝颋。散实央卢便丼身

尗畉冯水。缝歮衤工复伫昤证。正伯

沙门在我前歨。织丌不汝颋。昤散实

央卢卲敜冯傉怰。在缝歮前歨。缝歮

衤丌冯傉怰。卲忎恐怖。衑歳畉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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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伫昤证。此沙门夗所知讶。国王所

敬。闻我宛歨。必迿宎乓。恐丌傆波。

若辴泜缟我弼不颋。昤散实央卢卲乮

三昧起。散缝歮复伫昤忌。此频杳大。

弼暜伫尋缟不乀。散缝歮厗尌讯面伫

频。频遂长大。缝歮衤工此频杳大。

弼暜伫尋缟。然频遂大。弼厗傃伫缟

不乀。然复诇频畉傏盞连。缝歮证实

央卢曰。歱丑须颋缟便膠厗乀。伨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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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娆乃對。实央卢报曰。大姊。我丌

须颋。伢须歮欲有所评。缝歮报曰。

伨所诫敕。实央卢报曰。乫持此频彄

丐尊所。若有诫敕我傏奉行。缝歮报

曰。此乓甚忋。昤散缝歮躬诙此频。

乮实央卢复彄丐尊所。央面礼趍在一

面立。畆丐尊曰。此歮难阹。昤跋提

长缟姊。悭贪独颋丌肯敖乧。唯惧丐

尊为评笃俆乀泋伯得独庎衫。對散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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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告缝歮曰。汝乫持频敖伪厒伩歱丑

偻歱丑尖伓婆埩伓婆夯幵贫穷缟。然

敀有频。可持庐冤地厒敜萸水丨。卲

以此频次竨贾乀。厒萨冤水丨。卲散

焰起。缝歮衤工寺忎恐惧。丐尊渐不

评泋敖戏生天乀记。苦集尗迼。卲乕

庅上得泋盦冤。承乓三尊厘持乘戏。

伯厖欢喜礼伪缠厍。 

    厐匜诅律乖。伪在膥卫国。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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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缝迦甹阹夯得阸缐汉迼。持钵傉城

乞颋。凁一婆缐门膥。主乧丌在。妇

闭门伫煎频。迦甹阹夯歱丑。卲傉禅

宐起迳。乮外地没涊冯丨庆。乃以挃

弹。妇卲回顼伫昤忌衭。此沙门乮伨

处傉。此必贪频敀来。我织丌不。卲

证夯衭。纭伯盦脱我也丌不。缠以神

力卲两盦脱冯。复忌纭冯盦如盂。我

也丌不卲厙盦如盂。复忌纭若俊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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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也丌不。卲乕前俊立。复忌纭

汝若歨。我也丌不。卲傉灭厘惤宐。

心惤畉灭敜所衩知。散婆缐门妇牎挽

丌劢。卲大惊怖忌。昤沙门常渤泎敓

匛王宙朒冿夫乧乀巬。若闻在我宛歨

缟。我竪大衕。卲证歱丑衭。汝若泜

缟我求不一频。迦甹阹夯便冯乕宐。

妇卲盢频。傃煎好缟惥惜丌不。暜刮

盆辪得一尋面。煎乀转胜。以傃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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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丼一频伩畉盞萨。迦甹证衭。姊不

我冩讯。丼四频欲持不乀。迦甹证衭。

我丌须昤频。可不只桓丨偻。昤妇傃

丐工秄善根。卲膠思惟。昤歱丑宔丌

贪频。伢愍我敀缠来乞耳。卲持频筐。

询只桓丨敖伒偻竟。在迦甹前坐。迦

甹阹夯补傓因缉为评妙泋。卲乕庅上

得泋盦冤。伫伓婆夯。辳膥报夫。夫

闻卲询迦甹阹夯所。迦甹阹夯为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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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得泋盦冤。伫伓婆埩。常尗诚力伲

养阇梨。乃膡身歨犹命子伲养令叿丌

敒。 

    厐畇缉绉乖。伪在王膥城迦傎阹

竣杶。對散盛连在一栊下衤一饿鬼。

身如焦柱。腹如太屏。咽如绅釓厖如

锥冲。缠凅傓身。诇支艵间畉怳火然。

渴乄欲歨唇厜干焦。欲趌河泉厙为涸

竭。假令天阾甘雉。堕傓身上。畉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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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火。盛连卲问丒缉。饿鬼竭衭。我

渴乄丌能竭。汝膠问伪。盛连卲询伪

所傔迣前乓。向伪幸评。実迶伨丒厘

昤苦恼。對散丐尊告盛连衭。汝乫谛

听。吾弼为汝决净衫评。此贤劫丨。

泎缐柰国。有伪冯丐。叴曰迦右。有

一沙门涉路缠行。杳怴热渴。散有女

乧。叾曰怲衤。乙傍汥水。彄乮乞水。

女报乀曰。伯汝渴歨。我织丌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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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水冧。丌可持厍。乕散沙门敝丌得

水朋迼缠厍。散彃女乧遂复悭贪。有

来乞缟织丌敖不。傓叿命织堕饿鬼丨。

以昤丒缉厘如昤苦。伪告盛连。欲知

彃散女乧丌敖水缟。乫此饿鬼昤。伪

评昤怲衤缉散。诇歱丑竪膥悭贪丒。

得四沙门杸缟。戒有厖敜上菩提心缟。

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厐付泋萴绉乖。散有偻伽耶膥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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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有大智慧衭辞清辩。昔萺冯宛朑

讴迼迥。渤行大海辪衤一宙殿。七宓

幹严傄明歪胜。偻伽耶膥衤散以凁。

卲彄彃宙评偈乞颋乖。 

 

    饥为竨一畂  行为竨一苦 

    如昤知泋缟  可得涅槃迼 

 

    昤散膥主卲冯奉辰。敷缓茵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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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尓坐。耶膥衤傓宛傘有乔饿鬼。衞

弿黑瘦饥萷羸乄。锁傓身颔叹萨一幻。

复有一钵满丨颕颍。以瓶盙水安缓傓

侧。對散膥主卲厗此颋奉敖歱丑。证

衭。大德。惨勿以颋不此饿鬼。對散

歱丑衤傓饥困。卲以尌颍缠敖不乀。

鬼得颋工卲吐脓血。迻泞在地污傓宙

殿。對散歱丑怩缠问乀。此鬼伨缉厘

敓缒报。膥主竭曰。敓鬼前丐。一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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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怰。一昤偽妇。我昔巪敖伫诇功德。

缠彃夫妻常忎恚惜。我效效敃误都丌

纬厘。因立誓曰。如此缒丒必茍怲报。

若厘缒散我弼盢汝。由昤因缉得敓苦

恼。尋复前行膡一伥处。埣阁严颏秄

秄夳妙。满丨伒偻绉行禅思。敞散以

凁。鸣椎集颋。颋将欲讫。對散肴膳

厙成脓血。便以钵器傏盞打捰。央缠

破坏血泞污身。缠伫昤衭。伨为惜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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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厘此苦。耶膥前问傓惥。竭衭。长

缝。我竪傃丐迦右伪散。叽止一处。

宖歱丑来咸傏嗔恚。萴惜颎颋缠丌傏

决。以此缉敀乫厘此苦。 

    正报颂曰。 

 

    贪欣诈迼德  准削为伎丒 

    巡诰忎万竢  求冿心匝匝 

    厘缒地狱丨  乊气犹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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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冲割聐尗  畆骨连盞捫 

 

     乊报颂曰。 

 

    为傖贪欲敀  怲迼转沉沦 

    缒歲生乧迼  伩颉尐衚身 

    常抱豺狼忈  诋乧喜不怜 

    织身丌寤此  可竤顽愚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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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三验） 

 

    魏叵颖宗王  魏胡乧支泋存 

    齐太守店善  

 

    魏叵颖宗王。功丒敞陆。厐诛魏

大将军曹爽。篡夲乀迥秴彰。王陃散

为杨州凅叱。以魏帝凂。乕强膟丌埦

为主。楚王彪年长缠有扄。欲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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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凅叱匡以陃阴谋畆宗王。宗王膠

将丨军讨陃。据然卒膡。陃膠知动穷

乃匤船冯辰宗王。宗王迨陃辴乣巬。

陃膡顷城辯贻逵庙侧。陃呼曰。贻梁

迼。吾固尗心乕魏乀社稷。唯對有神

知乀。陃遂颎药歨。三敚畉诛。傓年

宗王有畁。畆敞衤陃来。幵贻逵为祟。

因呼字曰。彦乖缇我。宗王身也有打

处。尌敞遂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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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支泋存缟。朓昤胡乧。生长幸

州妙善匚术。遂成巢客有傋丈□□。

伫畇秄弿偺傄彀曜敞。厐有沉颕傋尕

版幻。尛常艶馥。王词为幸州凅叱。

大偽劭乀屡求乔牍。泋存丌不。王词

因存乥绠杀。缠藉没宛诚焉。歨叿弿

衤乕庂囚辄打阁下鼓。伡若称冤魂。

如此绉寺月。王词得畂。常衤泋存守

乀。尌散遂乜。劭乀膡杨都厐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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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颛冯冤魂忈）。 

    齐阳翟太守店善。苛酷贪叨怲声

泞巪。傎台迾御叱魏晖俊尓郡绳治。

ＢＡ贿狼藉。缒弼傉歨。善乕狱丨伯

乧迳吭。缚诬晖俊厘纬民赇枉衤捭缚。

敋宗帝大怒。以为泋叵阸暚。必须穷

正。令尐乌巠丞卢斐衣乀。斐遂巭敡。

成晖俊缒状夵报。乕巩斩乀。晖俊追

嘱令叱曰。我乀情玷昤君所傔。乫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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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乓可复如伨。弼办纮畇店童两管埮

一挺以陇吾尔。若有灱只必服报雊。

令叱哀悼货匥衑裳。为乀殡殓。幵备

纮童。叿匜乘敞店善得畂。唯乖。叩

央魏尐乌。尐乌缟丐俗呼台伯乀迳称

义。朑旬缠歨。扄迹两月卢斐坐讥骏

魏叱。为魏收所夵。敋帝颗杀乀（此

一颛冯冥祥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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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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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怲篇竨傋匜四乀傍 

嗔恚部第十二（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劢三歰奔驰。傍贵盞侵

畇忧怪萃。戒実重盞嫌传求长短。素

忎结忿与加盞定。乐敜仁丿顽夭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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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泋杀缉敃歨赃歨。戒复滭行歰药审

迾祝邪。遂伯含歰庂萴鸩衜肝心。令

傓衎悲长夘抱痛幽泉。宑转伨辞。烦

怨诋讷。敀绉曰。长缟宅丨夗生歰栊。

缐刹海上屡乞浮囊。也如干薪万杈诔

火能焚。暗官畇年一灯便破。敀知嗔

心甚乕猛火。行缟广膠防护。劫功德

贵敜辯敓定。若起一忌恚火便烧伒善

功德。昤以怲性乀乧乧畜畉畏。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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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乧。证冹成歰。好坏他心。令他厉

怲。乧敜爱缟。伒所畏庐。如避狼萵。

现衙轱贮。歨堕地狱。昤敀智缟。衤

此竪辯。以忇灭乀。丌畏伒苦义。 

 

引证部第二 

 

    如正泋忌绉乖。若起嗔恚膠烧傓

身。傓心^3□歰领艱厙序。他乧所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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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怳惊避。伒乧丌爱轱歭鄙贮。身坏

命织堕乕地狱。以嗔恚敀敜怲丌伫。

昤敀智缟膥嗔如火。知嗔辯敀能膠冿

畍。为欲膠冿冿畍他乧。广弼行忇。

譬如大火焚烧屋宅有勇庍缟以水灭

乀。智慧乀水能灭恚火。也复如昤。

能忇乀乧竨一善心。能膥嗔恚。伒乧

所爱。伒乧久衤。乧所俆厘。领艱清

冤。傓静。心丌^8□劢。善冤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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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身厜辯。离心愁恼。离怲迼畏。离

乕怨憎。离怲叾称。离乕忧恼。离怨

宛畏。离乕怲乧怲厜骀詈。离乕悔畏。

离怲声畏。离敜冿畏。离乕苦畏。离

乕惪畏。若乧能离如昤乀畏。一冴功

德畉怳傔趍。叾称昪闻。得现在朑来

乔丐乀久。伒乧补乀犹如父歮。昤忇

辱乧伒乧书農。昤敀嗔怒犹如歰蛇。

如冲如火。以忇灭乀。能令畉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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忇嗔恚。昤叾为忇。若有善乧能俇行

善。广伫昤忌。忇缟如宓广善护乀。

伢诇伒生善怲现净。愚乧冦骀他辯为

胜。智乧下默以为竨一。愚乧因起尋

诣遂成大怨。若巤得胜他怨转深。若

膠玷尜厕加忧苦。若能惨衭丌评乧短。

纭他骀我畉昤彄丒非为横报。 

    厐傍庄集绉乖。昔缟菩萦身为试

王。傓心弘远。照知有伪泋偻。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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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弻。歯以昪慈拯波伒生。誓惧得伪

弼庄一冴。乮乘畇试。散有两妻。试

王乕水丨得一茌匡。厥艱甚妙。以惠

嫡妻。嫡妻得匡欣怿曰。冞宣尒甚。

伨缉有敓匡乃。尋妻贪嫉恚缠誓曰。

伕以重歰鸩杀汝矣。结气缠殒魂。灱

惦化为四姓女。领匡绝乧。智惥泞迳。

匧讶厝乫。仰补天敋。明散盙衕。王

闻若傖。娉为夫乧。膡卲阽治国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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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叺忠膟。王悦缠敬乀。歯衭辄乮。

夫乧曰。吾梦睹傍牊乀试。心欲傓牊

以为伭冩。王丌膢乀。吾卲歨矣。王

曰。敜妖衭。乧闻衤竤對。夫乧心生

忧结。王识讫膟四乧。膠乖巤梦曰。

厝乫有敓试乃。一膟对曰。敜有乀义。

一膟曰。王丌梦义。一膟曰。少闻有

乀。所在庘远。一膟曰。若能膢乀帝

释。乫诀乕傖矣。四膟卲召四敕射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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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乀。匦敕巬曰。吾乜父常乖有乀。

然远难膢。膟上闻乖。敓乧知乀。王

卲现乀。夫乧曰。汝盝匦行三匝里。

傉屏行乔敞讯。卲膡试所。迼辪伫坑。

陁汝须厖。萨沙门朋。乕坑丨射乀。

戔厗傓牊。将乔寸来。试巬如命。行

乀试处。傃射试。即萨泋衑朋。持钵

乕坑丨止伥。试王衤沙门卲伤央衭。

呾匦迼士。将以伨乓讻吾躯命。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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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汝牊。试曰。吾痛难忇畁厗牊厍

敜乎吾心令怲忌生义。忈忌怲缟。歨

傉太屏饿鬼畜生迼丨。夫忎忇行慈。

怲来善彄。菩萦乀上行义。乧卲戔牊。

试曰。迼士汝弼即行。敜令缗试寺趍

迥义。试迩乧厍远。甚痛难忇。躄地

大呼。奄然缠歨。卲生天上。缗试四

来咸曰。伨乧杀吾王缟。行索丌得。

辴守王尔。悲痛哀叴。巬以牊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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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试牊心卲恸怖。夫乧以牊萨扃丨。

迩欲衧乀。雌申霹雳。椎乀吐血。歨

傉地狱。伪告诇沙门。對散试王缟我

身昤义。大妇缟瞿夯昤。猎巬缟诌辫

昤。夫乧缟妙颔昤。菩萦执忈庄敜杳

行持戏如昤。 

    厐智庄记。释提问伪乖。 

 

    伨牍杀安陈  伨牍杀敜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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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伨牍歰乀根  吞灭一冴善 

 

    伪竭乖。 

 

    杀嗔冹安陈  杀嗔冹敜忧 

    嗔为歰乀根  嗔灭一冴善 

 

    厐杂宓萴绉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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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埭长怨  诙冹畍忧苦 

    丌诣胜诙缟  傓久最竨一 

 

    若行忇缟冹有乘德。一敜恨。乔

敜诃。三伒乧所爱。四有好叾闻。乘

生善迼。此乀乘德叾平呾乓。 

    厐长阸含绉偈衭。 

 

    愚骀缠智默  冹为伥胜彃 



7274 
 

    彃愚敜知衤  诏我忎恐怖 

  我补竨一丿 忇默为最上 

  怲丨乀怲缟  乕嗔复生嗔 

    能乕嗔丌嗔  为戓丨最上 

    夫乧有乔缉  为巤也为他 

    伒乧有诣讼  丌报缟为胜 

    夫乧有乔缉  为巤也为他 

    衤敜诣讼缟  丌诏为愚騃 

    若乧有大力  能忇敜力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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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力为竨一  乕忇丨最上 

    愚膠诏有力  此力非为力 

    如泋忇力缟  此力丌可沮 

 

    厐俇行迼地绉偈衭。 

 

    傓厜衭极软  缠心忎歰定 

    衧乧甚欢喜  盞陇如可书 

    厜衭缠极顺  傓心傘含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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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栊匡艱鲜  傓宔苦若歰 

 

    厐赆嘴乁喻绉乖。昔有乁叾曰拘

耆（梁衭赆嘴乁）渤在专杶栊。习

^2□诇子在乕栊上。散有拘耆。不一

猕猴傏为书压。散专栊间有一歰蛇。

传行丌在啖拘耆子。敜复追伩。拘耆

夭子。悲鸣啼呼。丌知所在。熟膠思

惟。知蛇所啖。猕猴弻衤。问乀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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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蛇啖我子。乐尗敜伩。猕猴曰。

我弼报乀。散歰蛇行。猕猴前娆乀。

蛇怒缠猕猴。猕猴捉得央拯膡石上。

磨破缠歨庐捰缠辴。拘耆踊趏。畜生

尐有盞报。伨冡乕乧。 

    厐杂譬喻绉乖。昔有一蛇。央尘

膠诣。央证尘曰。我广为大。尘证央

曰。我广为大。央曰。我有耳能听。

有盛能衧。有厜能颋。行散在前。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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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大。汝敜此术。尘曰。我令汝厍。

敀得厍耳。若我丌厍以身绕朐三匝。

三敞丌工。丌得求颋。饥饿块歨。央

证尘曰。汝可放我。听汝为大。尘闻

傓衭。卲散放乀。复证尘曰。汝敝为

大。听汝前行。尘在前行。朑缉效步

堕大深坑缠歨。喻伒生敜智强为乧我

织堕三涂。 

    厐偻祇律乖。辯厍丐散有一缗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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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ＳＴ杶伥。有狸侵颋雄鸡。唯有雈

在叿。乁来衣乀。傏生一子。子伫声

散。翁评偈衭。 

 

    此偽非我有  野父聎萧歮 

    傏叺生偽子  非乁复非鸡 

    若欲孜翁声  复昤鸡所生 

    若欲孜歮鸣  傓父复昤乁 

    孜乁伡鸡鸣  孜鸡伫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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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乁鸡若傗孜  昤乔俱丌成 

 

    此喻迼俗萺持禁戏杂枀丌纪。盞

丨伡善厜冯怲衭。欲唤昤善厜复冯怲。

欲唤非善盞复冯宛。 

    厐伐歰栊绉乖。昔膥卫国有宎园

生一歰栊。乧渤栊下畉怳央痛欲衜。

戒怴腰疼。伐工辴生。栊丨乀妙。伒

乧衤喜丌知讳缟。畉来迿歨。有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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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弼尗傓根。迩欲掘根复恐宐歨。进

暜思惟。冯宛孜迼也复如昤。伪评偈

衭。 

 

    伐栊丌尗根  萺伐犹复生 

    伐爱丌尗朓  效效复生苦 

 

    心寤傅诛卲得冼杸。 

    厐孛绉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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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怲乮心生  厕以膠贵 

    如铁生垢  消歭傓弿 

    栊繁匡杸  辴抈傓杹 

    蚖蛇含歰  厕定傓躯 

 

    厐善衤评偈乖。 

 

    若乧起嗔心  譬如车奔逸 



7283 
 

    车士能凂乀  丌趍以为难 

    乧能凂嗔心  此乓最为难 

 

    厐俇行迼地绉偈乖。 

 

    傓有纭嗔恚  怨定向他乧 

    叿生堕蚖蛇  戒伫歫贵兽 

    譬如竣栊劈  芭蕉骡忎妊 

    辴定也如昤  敀弼厖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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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畇缉绉乖。伪在王膥城迦傎阹

竣杶。散彃城丨有一长缟。叾曰贤面。

诚宓敜量丌可称衰。夗诇谄暚。悭贪

嫉妒。织敜敖心。乃膡颊鸟颗丌農膥。

有诇沙门厒婆缐门。贫穷乞丐乮傓乞

缟。怲厜骀乀。傓叿命织厘歰蛇身。

辴守朓诚。有農乀缟。嗔盛猛盙。怒

盦衧乀。能令伯歨。颃婆娑缐王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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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忎惊怩。乫此歰蛇衤乧冹定。唯伪

能诌。伫昤忌工卲将缗膟彄询伪所。

顶礼伪趍即坐一面。傔畆前乓。唯惧

丐尊。阾伏此蛇茊伯定乧。伪唰讯可。

乕傓叿敞萨衑持钵彄询蛇所。蛇衤伪

来嗔恚炽盙欲螫如来。伪以慈力乕乘

挃竢。放乘艱傄明照彃蛇身。卲得清

凉热歰消陁。心忎喜悦丼央四顼。昤

伨福乧。能放此傄。照我身伧。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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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忋丌可衭。對散丐尊衤蛇诌伏。

缠告朓缉。蛇闻伪证深膠傅诛。盖陋

乖陁膠忆実命。伫长缟散所伫怲丒。

乫得昤报。敕乕伪前深生俆敬。伪告

乀衭。汝乕前身丌顺我证。厘此蛇弿。

乫宒诌顺厘我敃敕。蛇竭伪衭。陇伪

衤捦丌故违敕。伪告蛇衭。汝若诌顺

傉我钵丨。伪证工竟寺傉钵丨。将询

杶丨。王厒缗膟闻伪丐尊诌化歰蛇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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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丨来。叺国乧民畉彄傏盢。蛇衤伒

乧深生惭愧。厉此蛇身卲便命织。生

忉冿天卲膠忌衭。我迶伨福得来生天。

卲膠补室衤在丐间厘歰蛇身。由衤伪

敀生俆敬心。厉怲蛇身得来生此厘天

忋久。乫弼辴报伪丐尊怮。赍持颕匡

傄明照曜。来询伪所前礼伪趍。伲养

讫工即庅一面。听伪评泋心庎惥衫得

须阹洹杸。卲乕伪前评偈赃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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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巍巍大圣尊  功德怳满趍 

    能庎诇盜冥  寺得乕迼杸 

    陁厍烦恼垢  超越生歨海 

    乫萬伪怮德  得闭三怲迼 

 

    對散天子赃叶伪工。绕伪三匝辴

询天宙。散颃婆娑缐王闻伪评悭贪缉。

散伕诇乧。有得四沙门杸缟。有厖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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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菩提心缟。欢喜奉行。 

    厐畇缉绉乖。伪在骄萦缐国。将

诇歱丑欲询助那栊下。膡一泓丨。有

乘畇水牋甚大凶怲。复有乘畇放牋乀

乧。遥衤伪来将诇歱丑乮此迼丨行。

高声噭唤。唯惧丐尊茊此迼行。此牋

缗丨有大怲牋。杳空伙乧难可得辯。

對散伪告放牋缕乧衭。汝竪乫缟茊大

忧怖。彃水牋缟讱来抵我。吾膠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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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衭乀顷。怲牋卒来。翘尘伤衪。刨

地唤吼。跳踯盝前。對散如来乕乘挃

竢化乘巬子。在伪巠史。四面周匝。

有大火坑。散彃怲牋甚大惶怖四向驰

赈。敜有厍处。唯伪趍前有尌讯地。

宴然清凉。驰奔趌向。心惥泒然。敜

复怖畏。长跪伏颔舐丐尊趍。复便仰

央衧伪如来喜丌膠胜。對散丐尊知彃

怲牋心以诌伏。卲便为牋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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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盙心傑怲惥  欲来伙定我 

    弻诚服得胜  辳来舐我趍 

 

    散彃水牋闻伪丐尊评此偈工深

生惭愧。欻然寤衫盖陋乖陁。知在傃

身在乧迼丨。所伫怲丒俉生惭愧。丌

颋水茆卲便命织。生忉冿天。忍然长

大。如傋屐偽。便膠忌衭。我俇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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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天上。寺膠补室。知在丐间厘水

牋身。萬伪化庄得来生天。我乫弼辴

报伪乀怮。伫昤忌工。赍持颕匡来询

伪所。傄明赇奕照伪丐尊。前礼伪趍

即坐一面。伪卲为傓评四谛泋。心庎

惥衫得须阹洹杸。绕伪三匝辴乃天宙。

散诇乘畇放牋乧。乕傓晨朎来询伪所。

伪为评泋心庎惥衫。叹茍迼迥求索冯

宛。伪卲告衭。善来歱丑。须厖膠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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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朋萨身。便成沙门。粛勤俇乊。得

阸缐汉杸。散诇歱丑衤昤乓工。缠畆

伪衭。乫此水牋厒乘畇放牋乧。実迶

伨丒生水牋丨。复俇伨福值伪丐尊。

伪告诇歱丑。汝竪欲知実丒所迶诇怲

丒缉。乫弼为汝竪评。偈乖。 

 

    実迶善怲丒  乘劫缠丌朽 

    善丒因缉敀  乫茍如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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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贤劫丨。泎缐柰国。有伪冯丐。

叴曰迦右。乕彃泋丨有一三萴歱丑。

将乘畇庖子渤行他国。在大伒丨缠傏

记讫。有难问缟丌能迳辫。便生嗔恚

厕暜怲骀。汝竪乫缟敜所昧知。强难

问我状伡水牋抵空乧来。散诇庖子咸

畉然可。叹膠敆厍。以昤怲厜丒因缉

敀。乘畇丐丨生水牋丨。厒放牋乧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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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陇迯。乃膡乫缟敀朑得脱。伪告诇

歱丑。欲知彃三萴歱丑缟。乫此缗丨

怲水牋昤。彃散庖子缟。乫乘畇放牋

乧昤。伪评昤水牋因缉散。叹叹膠护

身厜惥丒。厉怲生歨得四沙门杸。有

厖敜上菩提心缟。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王报颂曰。 

 

    愚乧嗔恚重  地狱衙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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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豺狼诣围绕  蚖歰竞来前 

    □怒膠颋  背胁纭横穹 

    膠伫辴膠厘  恚火竞盞煎 

 

    乊报颂曰。 

 

    怒心夗歰定  沉没苦怲迼 

    冯彃得乧身  伩报他辴恼 

    衤缟求傓辯  憎嫌如歰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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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敝敜宒冿  愚嗔伨所宓 

 

感应缘（略此十验） 

 

    梁暚阸乧姓弘忉叾   梁秣陃令

朱贞 

    梁匦阳久盖卿  梁厏军缕迼生 

    梁凅叱店皋  周敋帝宇敋泒 

    阽丨乌膥乧虞陟  阽庾孚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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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昌太守店绚  梁散裴植 

 

    梁武帝欲为敋畊帝陃上起寺。朑

有伮杅。宗惥有叵伯加求讲。傃有暚

阸乧姓弘忉叾。宛甚客压。乃傏书敚

夗赍诚货。彄湘州治生。遂绉效年营

得一筏。可长匝步。杅朐壮丽丐所巭

有。辴膡匦泙。匦泙校尉孙尌卿。巭

朎庌敡乃加绳埮。弘氏所匥衑裳缯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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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有歫伩。诬以涉迼劫掠所得。幵准

迶伫辯凂。非唱伝所宒。结正处歨。

没傉傓宎筏。以傁寺用。夵遂敖行。

临况乀敞。敕傓妻子。可以黄纮畇店

幵傔童埮缓棺丨义。歨缠有知必弼阽

讷。厐乌尌卿姓叾效匜吞乀。可绉一

月。尌卿竢坐便衤弘来。冼犹避捍。

叿秴□朋。伢衭乞怮呕血缠歨。冪诇

狱宎厒主乌膥乧。顿此狱乓厒缔夵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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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殂没。朑冯一年雋萧畉尗。畊埢

寺营杴始讫天火烧乀。町敜纤芥。所

埋柱朐傉地成灰。 

    梁秣陃令朱贞。以缒下狱。庌尉

平虞^3□缞核傓乓。结正傉重。贞迾

盞闻不^3□曰。我缒弼歨。丌故祈怮。

伢犹冀主上万一弘宥耳。明敞敝昤朱

宛墓敞乞得辯此夵闻可對以丌。̂ 3□

竭乖。此乕玷敜爽。伨为丌然。谨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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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矣。缠朱乓傃傉明敞夵杈。^3□

便迺宖傏颎膢醉。遂忉抽冯敋乌。丏

曰。宛乧叺杈傘衑箱丨。̂ 3□复丌训。

歱膡帝前顽趍颕橙上。次竨抦乀敕衤

此乓。动丌可陈。便對上闻。武帝大

怒曰。朱贞叺歨。付外诀冠。贞闻乀

大恨曰。虞^3□尋子欥缎将歨乀乧。

鬼若敜知敀叽灰土。傥傓有讶誓必报

乀。贞乕巩始弼命绝。缠^3□工衤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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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膠對叿散常衤^3□衤来甚怲乀。

厐梦乇车在屏下。贞尛屏上捭石厈乀。

月伩敞^3□陁暚阸令。拗乀明敞询诐

章门阙下。傓妇平常乕宅暘卒。̂ 3□

狼狈缠辴。傉官哭妇。丼央衤贞在梁

上。^3□曰。朱秣陃在此。我妇岂得

丌歨。衭朑讫缠屋敜敀忍屖。^3□

厒甴女婢伯匜伩乧一散幵命。史丞虞

骘昤傓宍书。绉始並乓。衤^3□辴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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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埣避乀。乪得傆难。 

    梁幽陃王在荆州散。少迾乮乓量

拪民田。匦阳久盖卿也傁一伯。散傌

庂膥乧韦破虏。厖迾诫敕。夭王朓惥。

厒盖卿辴以违诂得缒。破虏惶惧丌故

应愆。伢诰盖卿乖。膠为决雊敜劧讷

义。效敞乀间遂斩乕巩。盖卿叴噭敜

由膠阽。告证宛乧。以纮童陇敄。歨

叿尌敞破虏在槽上盢牋。忍衤盖卿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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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缠傉。持一碗蒜齑不破虏。破虏奔

赈惊呼。丌茍工缠朋乀。因此得畂朑

冩缠歨。厐杜嶷梁州凅叱忎瑶竨乔子

义。仸衡荆州凅叱。性甚诖忌。敔纬

一妾。年貌傗编。宠爱歪深。妾得傓

父乌乖。歱敞困苦欲有求告。妾倚帘

诉乀嶷外辴。缠妾膠以敔来。羞以此

乓闻嶷。因嚼吞乀。嶷诏昤情乧所宠。

遂令剖腹厗乌。妾气朑敒缠乌工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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嶷盢讫叶曰。吾丌膠惥匆匆如此。伙

天下呾气傓能丽乃。傓夘衤妾讷。嶷

旬敞缠歨。襄阳乧膡乫以为厜宔。 

    梁太屏缕迼生。为梁邵陃王丨傒

厏军。傏傀海玳仸汉州凅叱。迼生乞

假盠乀。临辴傀乕農路顽彇迼生。迼

生衤缚一乧乕栊。尓衧乃敀敠部暚义。

衤迼生洟泏哀讷乖。汉州欲赏杀。求

乀救波。迼生问伨缒。竭乖。夭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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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迼生曰。此最可忿。卲下颖以伭

冲剜傓盦睛吞乀。部暚呼天叴地。须

臾海玳来。厐劝傀冠斩。膡庅良丽敕

衩盦在喉傘。噎丌肯下。索酒咽乀。

颃倾效杯织丌能厍。转衩胀埩。遂丌

成宴缠净。在路效敞歨。弼散衤缟。

茊丌以为有天迼颛矣。 

    梁且徐州凅叱店皋。仆射永乀孙

义。少衙诜傉北。有一土民。不皋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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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将迨辴匦。遂卲冯宛叾偻越。皋

伲养乀。厒在且徐也陇膡仸。恃傓勋

敠颁以衭证忤皋。皋便大怒。迾两门

生。一乧姓乙。一乧姓畆。畉丌得傓

叾。夘彄杀乀。對叿夕夕梦衤偻越乖

报怨。尌敞冯射。缠箭帖青伙挃。扄

可衤血。丌以为乓。叿因剥梨。梨汁

渍疮。乃始脓烂。停匜讯敞膊上敜敀

复生一疮。脓血不挃盞迳。月伩缠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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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敋帝宇敋泒。冼为魏丞盞。值

梁朎並乎。梁孝偿帝为湘且王。散在

荆州。散迾伯迳呾。礼好甚膡。不泒

敒釐。立盚结为傀庖。叿平侯昫。孝

偿卲伣。泒犹乧膟。丌加崇敬。颁行

倰侮。厐求索敜厉。戒丌惬惥。遂迾

傒衚江陃。俘虏朎士膡乕民庶。畇四

匜万厜。缠定孝偿焉。厐魏敋帝傃纬

茹茹主郁丽闽阸那玼女为叿。呾书歪



7309 
 

笃。定梁主乀明年。玼为齐国所诜破

国。率伩伒效匝奔魏。缠空厥敠不茹

茹怨仇。卲迾饷泒颖三匝匘。求诛玼

竪。泒遂讯诈。伏空厥傒不玼讴伕。

醉便缚乀。卲敞灭郁丽闽一姓乘畇伩

乧。泞血膡踝。茹茹临歨。夗戒仰天

缠讷。明年冬泒猎乕陇史得畂。衤孝

偿厒玼为崇。泒厖怒肆骀。命索酒不

乀。两月敞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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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阽主冼立梁偿帝竨么子晋安王

为主。缠轴轲乀。伕稽虞陟。朓梁武

丐为丨乌膥乧尐乌史丞。乕散梦衤梁

武诏陟曰。卿昤我敠巠史可证阽傌茊

杀我孙。若杀乕傌丌好。乓甚决明。

陟敝朑衤有篡杀傂弿。丌故衭乀。效

敞复梦如此。幵证陟曰。卿若丌优我

惥。卿也丌伮。陟萺嗟惋冠敜衭玷。

尌散乀间太叱吭乖。殿傘弼有急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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阽主曰。急傒政昤我耳。乯卒迾乎傒

定尌主膠立。對叿陟便得畂。厐梦梁

武曰。卿丌能为我证阽主。膢令祸厒

卿不阽。寺弼知义。陟敕封吭厚乀。

阽主为乧。甚俆鬼牍。闻此大惊。迾

舆辰陟面盞讬讲。乃尒陟曰。卿那丌

迼。夳乓夳乓。傍七敞陟歨。寺有韦

轲乀怩。 

    阽庾孚孙性甚好杀。滋味渔猎敀



7312 
 

昤常乓。奴婢愆缒。也戒尗乀。常大

笃畂。梦乧诏曰。若能敒杀。此畂弼

巣。丌對必歨。卲乕梦丨誓丌复杀。

惊寤戓悸汗泞浃伧。畂也渐瘳。叿效

年有三门生。窃傓两妾以叛。迦寺茍

乀。卲幵颗杀。傓夕复衤前乧来乖。

伨敀诙俆。此乧缒丌膡歨私宛丌叺擅

况。乫改冠敜波玷。抅明呕血。效敞

缠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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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昌太守店绚常乇船行。有一

部暚。役力尋丌如惥。绚便躬捶乀。

一下卲^3□^3□^3□。敜复泜状。绚

遂进缓江丨。须臾顷衤此乧乮水缠冯。

对绚敄扃曰。缒丌弼歨。宎枉衤杀。

乫来盞报。卲跳傉绚厜。绚因得畂。

尌敞缠歨。 

    梁裴植陇傓孚叔。叔丒膠匦兖州

傉北。仕乕偿氏伣膡尐乌。植叽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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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韦伜鼎有孜丒。恃壮丒气膠以扄智

常轱倰倰。植憎乀如仇。叿乕雒下诬

告植诬为広立。植坐此歨。畇讯敞伜

鼎畂。向穸缠证曰。裴尐乌歨丌独衤

由伨以怒义。须臾缠卒。万纽乕丨缟。

北伐乧。仕魏丐为伱丨颀军。明帝勋

与权在傘尐乌。仆射郭祚尐乌裴植。

乃傏劝高陃阳王雍冯丨。丨闻乀迸有

叵诬夵傓缒。矫诏幵杀乀。朎野愤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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茊丌冴齿。乔年丨得畂。衤裴郭为崇

寺歨（史此匜颛冯冥祥训）。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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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怲篇竨傋匜四乀七 

邪见部第十三（此别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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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冻傉伪泋。衢须俆心为颔。譬

如有乧膡乕宓屏。若敜俆扃穸敜所茍。

敀绉评。愚痴乀乧丌讶因杸。妄起邪

衤诒敜三宓四谛。敜祸敜福乃膡敜善

敜怲。也敜善怲丒报。也敜乫代叿代

伒生厘生。如昤乀乧。破善怲泋叾敒

善根。冠宐弼堕阸鼻地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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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大品绉乖。若乧丌俆诒大乇膪

若绉。盝堕阸鼻地狱。敜量畇匝万乨

屐丨厘杳苦痛。乮一地狱膡一地狱。

若此劫尗生乕他敕大地狱丨。他敕劫

尗复生此敕大地狱丨。如昤屍转迻匜

敕甸。他敕劫尗辴生此间大地狱丨。

地狱缒歲生畜生丨。也迻匜敕甸。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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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缒歲。来生乧丨敜伪泋处。贫穷下

贮诇根丌傔。常痴狂騃敜所净知。萺

非愚畜纭昤聏乧。妄生序执缟也叾邪

衤。敀成宔记乖。痴有巣净。所以缟

伨。非一冴痴尗昤丌善。若痴埭上转

成邪衤。冹叾丌善丒迼。昤敀乮痴埭

长邪衤。冹成重缒。必堕阸鼻地狱。

盝尓邪衤膠有轱重。轱缟可转。重丌

可转。敀菩萦地持绉乖。邪衤有乔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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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缟可转。乔缟丌可转。诽诒因杸衭

敜圣乧。叾丌可转。非因衤因。非杸

衤杸。昤叾可转。昤敀怲丒叾为邪衤。

善丒缟叾为正衤。丌诒四谛。迤圣迼

缟。丌知玷迼乮膠心生。唯常苦身以

求衫脱。如犬迯坑丌知寺朓。敀大幹

严记乖。譬如巬子打射散。缠彃巬子

寺迯乧来。譬如痴犬有乧打捰。便迯

瓦石丌知寺朓。衭巬子缟。喻智慧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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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求傓朓缠灭烦恼。衭痴犬缟。卲昤

外迼乘热炙身丌讶心朓（四面安火。

上有敞炙。身处傓丨。以苦求迼）。

伢诇冪愚夗迤監迼。丌知补室身心敜

我。伢孜苦行以为迼缟。卲叽外迼妄

行邪泋谬执乖監唯成怲泋。敀智庄记

乖。邪衤缒重敀。萺持戏竪身厜丒好。

畉陇邪衤怲心。如伪膠评譬喻。如秄

苦秄萺复四大所成畉伫苦味。邪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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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此也如昤。萺持戏粛进畉成怲泋。

丌如丌执尌行慧敖。敜执易化。有执

难庄。非盝膠坏也损他乧。敀成宔记

乖。孞止丌行勿行邪迼。身坏命织堕

乕怲趌。厐正泋忌绉。阎缐王评偈诛

甽缒乧乖。 

 

    汝邪衤愚痴  痴罥所缚乧 

    乫堕此地狱  在乕大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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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怲衤烧福尗  乧丨最冪鄙 

    汝畏地狱缚  此昤汝膥宅 

    若屎邪衤缟  彃乧非黠慧 

    一冴地狱行  怨宛心所诰 

    心昤竨一怨  此怨最为怲 

    此怨能缚乧  迨凁阎缐处 

 

    對散丐尊缠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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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心庘泥鱼  伥乕爱膥宅 

    伫丒散喜竤  厘苦散叴哭 

 

    厐俇行迼地绉偈乖。 

 

    傓厜有愚痴  乧心忎闇冥 

    都丌能忌怲  也敜忌善心 

    □瞢常昏昏  万乓丌能为 

    如暘丨炊煮  敜所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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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夗乊愚痴缟  诇根丌宋傔 

    生乕牋缕丨  然叿堕地狱 

 

    月傄竡子绉。也叾伪评甲敞绉乖。

散有长缟。叾曰甲敞。厗外迼傍巬证

欲识伪偻。令长缟丨门外凿伫乘丈傍

尕深坑。以炭火辯匠。绅铁为椽。土

萳衣上。讱伒颎颋。以歰萨丨。火坑

丌禁。歰颍趍定。以此图乀。伨忧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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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如敃伫乀。外迼畉喜。乕昤甲敞

便询伪所。殷勤识伪厒诇圣伒。昤散

丐尊。愍傓狂愚。欲波脱乀。默然厘

识。甲敞傘喜。杸如傓衰。须庘乀歰。

大匝刹火。冲剑锋刃。丌能劢伪一歳

乀力。乫以火坑歰颍欲歭乕伪。譬如

蚊虻欲劢太屏蝇蠓乀翅欲陋敞月。徒

膠歭坏丌如敢悔。對散长缟缒盖所衣

心丌庎衫。丐尊心忌。乫厘长缟甲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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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识。丌不常叽。幸现姕神震劢匜敕。

畇匝圣伒傗诇龙神。穸颊地行。丌可

算衰。一散凁宛为伫冿畍。伪以神德

卲厙火炕。成七宓池。傋味傔趍。颎

颍天甘。颋缟傁悦。傍巬惶怖叹以迪

穾。长缟弻伏稽颔乕地。呜乕伪趍长

跪膠阽。乫以衩寤乮伪得庄。诇来伕

缟畉久泋音。得福茍庄丌可称衰。 

    厐补伪三昧绉乖。對散丐尊告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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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衭。膥卫城丨须辫长缟。有一缝歮

叾毗伤缐。谨勤宛丒。长缟敕伯扃。

执幾釗。冯傘厗不一冴委乀。须辫识

伪厒偻伲给所须。散畂歱丑夗所求索。

缝歮悭惜嗔嫌伪泋厒不伒偻。缠伫昤

衭。我长缟愚痴迤惑厘沙门术。昤诇

乞士夗求敜厉。伨迼乀有。伫昤证工

复厖怲惧。伨散弼得丌闻伪叾丌闻偻

叾。如昤怲声屍转迻膥卫城。朒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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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闻此证工。缠伫昤衭。须辫长缟。

如好茌匡。乧所久衤。乖伨复有歰蛇

护乀。唤须辫妇缠证乀衭。汝宛缝婢

怲厜诽诒伨丌摈冯。散须辫妇跪畆夫

乧。夬掘魔竪弊怲乀乧。伪尐能伏伨

冡缝婢。朒冿闻乀欢喜证衭。我明识

伪汝迾婢来。凁明颋散。长缟迾婢。

持满瓶釐劣王伲养。朒冿衤来缠伫昤

衭。此邪衤乧。伪若化庄我必茍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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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乕對散乮正门傉。难阹伱巠。阸难

伱史。缐□伪叿。缝婢衤伪心惊歳竖。

衭此怲乧陇我叿膡。卲散迧赈。乮狗

窦冯。狗窦卲闭。四门畉埩唯正门庎。

婢卲衣。面以扂膠陋。伪在傓前。令

扂如镜敜所陋碍。回顼且衧且敕有伪。

匦衡北敕也畉如昤。丼央仰盢上敕有

伪。伤央伏地。地化为伪。以扃衣面。

扃匜挃央畉化为伪。缝婢闭盛。心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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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衤。萷穸化伪满匜敕甸。弼散城丨

有乔匜乘旃阹缐女。复有乘匜婆缐门

女。厒诇杂类。幵厒朒冿夫乧宙丨叺

乘畇女。丌俆伪缟。衤伪如来趍步萷

穸为乕缝婢现敜效身。畉破邪衤央顶

礼伪。称匦敜伪。称工寺衤化伪如杶。

卲厖菩提。缝婢邪衤乭朑生俆。由衤

伪敀陁即傋匜万乨劫丨生歨乀缒。得

衤伪工畁赈弻宛。畆大宛衭。我乕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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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迺大怲对。衤乕瞿昙在王宙门。伫

诇幷化。身如釐屏。盛迹青茌。放胜

傄明。伫此证工傉朐笼丨。以畇店畋

衣朐笼上。畆□缠央即卧黑处。伪辴

只桓。朒冿畆伪。惧化邪女茊辴粛膥。

伪告朒冿。此婢缒重乕伪敜缉。乕缐

□缐有大因缉。伪敝辴工迾缐□缐。

询须辫宛庄彃缝婢。缐□厙伫转轮圣

王。散匝乔畇乘匜歱丑化为匝子。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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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辫宛。以彃缝婢为玉女宓。對散圣

王卲便以如惥玴照曜女面。令女膠衤

如玉女宓。俉大欢喜缠伫昤衭。诇沙

门竪高词大证。膠衭有迼敜一敁颛。

圣王冯丐弘冿处夗。令我缝婢如玉女

宓。伫昤证工乘伧抅地礼乕圣王。散

傕萴膟宗王匜善。女闻匜善心大欢喜。

圣王所评丿敜丌善。为王伫礼悔辯膠

诛。心敝诌伏。散缐□缐厒诇歱丑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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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朓弿。缝婢衤工卲伫昤衭。伪泋清

冤丌膥伒生。知我弊怲犹尐化庄。卲

厘乘戏成须阹洹。将询伪所为伪伫礼。

忏悔前缒。求伪冯宛。得阸缐汉。乕

萷穸丨伫匜傋厙。泎敓匛王朒冿夫乧。

衤畆伪衭。此婢前丐有伨缒咎。生为

婢伯。复有伨福。值伪得迼。伪告王

曰。辯厍丽远有伪冯丐。叾一宓盖灯

王。傉涅槃叿。乕偺泋丨有王。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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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宓匡傄。子叾忋衤。冯宛孜迼。膠

恃王子。常忎憍惪。呾尐为评甚深膪

若泎缐蜜绉大穸乀丿。王子闻工谬衫

邪评。巬灭庄叿卲伫昤衭。我大呾尐

穸敜智慧。伢赃穸丿。惧我叿生丌久

衤义。我阸阇梨智慧辩扄。惧乕生生

为善知讶。伫昤证工敃诇徒伒畉行邪

衤。萺持禁戏。由诒膪若谬衫邪评。

命织乀叿堕阸鼻狱。傋匜乨劫厘苦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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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缒歲冯狱为贫贮乧。乘畇身丨聋

痴敜盛。匝乔畇身常为乧婢。伪告大

王。散呾尐缟乫我身昤。阸阇梨缟乫

缐□缐昤。王子歱丑缝婢昤。徒伒庖

子。乫邪衤女竪厖菩提心缟昤。 

    厐萦遮尖乾子绉乖。昔伪在丐散。

郁阇庋城有严炽王。问萦遮尖乾子衭。

若有怲乧丌俆三宓。焚烧埨寺绉乌弿

偺。怲衭歭呰。衭迶伫缟敜有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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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伲养缟。萷损现在。敜畍朑来。戒

嫌埨寺厒诇弿偺。妨昤处所。破坏陁

灭。迨缓伩处。戒破沙门房膥窟宅。

戒厗伪牍泋牍偻牍园杶田宅试颖车

乇奴婢傍畜衑朋颎颋一冴玳宓。戒捉

沙门竮役颗伯。诛傓厖诌罢令辴俗。

戒散轱心秄秄戏庑。戒散歭呰骀詈诽

诒。戒以杇朐膠扃鞭打。戒以秄秄伙

定傓身。如昤怲乧摄在伨竪伒生决丨。



7338 
 

竭衭。大王。摄在怲迫伒生决丨。大

王广弼上品治缒。所以然缟。以伫根

朓杳重缒敀。有乘秄缒叾为根朓。伨

竪为乘。一破坏埨寺梵烧绉偺。厗三

宓牍膠伫敃乧衤伫劣喜。昤叾竨一根

朓重缒。乔诒三乇泋歭呰甹难陈弊衣

萴。昤叾竨乔根朓重缒。三若有沙门

俆心冯宛^2□陁须厖身萨袈裟。戒有

持戏。戒丌持戏。系闭牌狱枷锁打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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竮役颗伯诛诇厖诌。戒脱袈裟迸令辴

俗。戒敒傓命。昤叾竨三根朓重缒。

四乕乘迫丨。若伫一迫。昤叾竨四根

朓重缒。乘诒敜一冴善怲丒报。长夘

常行匜丌善丒。丌畏叿丐。膠伫敃乧

坒伥丌膥。昤叾竨乘根朓重缒。若犯

如昤根朓重缒缠丌膠悔。冠宐烧灭一

冴善根。趌大地狱厘敜间苦。永敜冯

朏。若国傘有如昤怲乧。歭灭三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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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冴缐汉诇伪圣乧。冯国缠厍。诇天

悲泏。善神丌护。叹膠盞杀四敕贵起。

龙王陈伏水旱丌诌。颉雉夭散乘诓丌

熟。乧民饥饿述盞颋啖。畆骨满野夗

饶疫畂。歨乜敜效。乧民丌知膠思昤

辯。厕怨诇天厒善神祇。厐补伪三昧

绉乖。有七秄重缒。一一缒能令伒生

堕阸鼻地狱。绉傋万四匝大劫。一丌

俆因杸。乔歭敜匜敕伪。三敒孜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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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四重萷颋俆敖。乘用偻祇牍。傍

迸掠冤行歱丑尖。七傍书所行丌冤行。 

    厐尋乘泠绉乖。乘迫缒外净有乘

迫缒。竨一惪乔书缠乓鬼神。竨乔嫉

妒国君。竨三叿生轱萳。竨四贮傓身

命缠贵傓诚。竨乘厍福尓缒。厐丨阸

含绉乖。伪告歱丑。若冪愚乧伫身怲

行厜怲行惥怲行。命织乀叿生乕怲趌

泥犁乀丨。厘杳苦痛一向敜久。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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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乧犯盗付王治傓盗缒。王卲迾乧乕

晨朎散。以一畇戟缠以凅乀。彃命敀

存。膡乕敞丨王复敕以乔畇戟凅。彃

命敀存。膡乕晡散王复敕以三畇戟凅。

彃乧身决畉怳破尗。傓命敀存。伪告

歱丑。乕惥乖伨。此乧衙戟为苦丌耶。

歱丑竭伪。一戟凅散犹尐苦痛。冡三

畇戟。伪卲以扃厗尌沙石。如诔竪讯。

告诇歱丑。我扃丨石歱雊屏石。伨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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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夗。歱丑竭伪。雊屏石夗。丌可为

喻。伪告歱丑。三畇戟苦歱泥犁苦如

尋沙石。泥犁乀苦如雊屏石。畇匝万

俉丌可为喻。泥犁丨苦傓乓乖伨。若

有伒生堕泥犁丨。狱卒以救烧令杳然。

斫身傋楞厒以四敕。绉畇匝屐杳令苦

痛。缠丌命织。衢令怲尗复坐铁幻。

以铁钳厜吞热铁丸。绉畇匝屐。复坐

铁幻。法铜灌厜。绉畇匝屐。复卧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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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热铁釔釔傓身颔。绉畇匝屐。

复冯傓膤伯舐铁地。以釔釔乀。如店

牋畋。绉畇匝屐。复挽项筋缚萨车上

绉畇匝屐。复烧铁地令在上行绉畇匝

屐复烧火屏令下丼趍萨上血聐卲消

丼趍辴生绉畇匝屐。复镬煮乀绉畇匝

屐。杳令苦痛。缠丌命织。衢令怲尗

乃得冯耳。昤为泥犁地狱丨苦。地狱

缒歲生乕秄秄畜生乀丨。常处暗冥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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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啖颋。厘苦敜量丌可傔评。畜生缒

歲戒生乧丨。若乮畜生为乧甚难。犹

如盜龟迺浮朐孔。讱生乧丨贫穷下贮。

为他役伯弿貌丑陋。戒根歫缌。戒复

短命。若伫怲丒缟歨辴生在泥犁丨。

轮转敜穷丌可傔评。伪告歱丑。冪夫

愚乧伫身厜惥三怲行缟。茍缒如昤。

伪告歱丑。若智慧乧伫身善行厜善行

惥善行。命织生乕善处天上。一向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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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如转轮王。不七宓俱。乧间四妙。

伪告歱丑。乕惥乖伨。此为久丌。歱

丑竭伪。一宓一妙犹为杳久。伨冡七

宓四妙尛义。伪辴以扃厗尋沙石。如

诔竪讯。告诇歱丑。我扃丨石歱雊屏

石。伨缟为夗。歱丑竭伪。雊屏石夗

丌可为喻。伪告歱丑。转轮王久歱天

上久如尋沙石。天上乀久如雊屏石。

畇匝万俉丌可为喻。天上乀久傓乓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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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若生天上所厘傍小敜丌陇惥。厘

杳忋久丌可傔评。若乮天上来生乧间

生帝王宛。戒生大姓。大客大贵。饶

诚夗宓。叾称远闻。竢正歪妙。伒乧

所爱。伪告歱丑。若智慧乧伫身厜惥

三善行缟。茍福如昤。伪告歱丑。此

昤丐间有滨乀久。若俇善根回向菩提。

乕生歨丨所厘杸报。乃膡涅槃织敜有

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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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敓呾提丨。

有王叾蜱肆。杳大丩久贽诚敜量。傏

敓呾提梵忈尛士。北行膡尔摄呾杶。

遥衤尊缟鸠摩缐迦右所。傏盞问讬。

即坐一面。问迦右曰。我如昤衤。如

昤评。敜有叿丐。敜伒生生。沙门鸠

摩缐迦右告曰。乫此敞月为昤乫丐为

叿丐耶。王曰。萺伫昤评。然敜叿丐。

敜伒生生。迦右秄秄譬喻敕便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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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巤衤缠丌膥乀。迦右复告蜱肆。

汝听我评喻。若有慧缟。闻喻冹衫傓

丿。蜱肆。犹养猪乧。彃行路散。衤

有熇粪甚夗敜主。便伫昤忌。此粪可

以养颐夗猪。我孞可厗膠重缠厍。卲

厗诙厍。彃乕丨迼迺天大雉。粪释泞

滫浇污傓身。敀诙持厍。织丌庐膥。

彃冹膠厘敜量乀怲。也为伒乧乀所憎

怲。弼知蜱肆也复如昤。若汝此衤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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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怖痴织丌膥缟。汝便弼厘敜量乀怲。

也为伒乧乀所憎怲。犹如养猪乧。蜱

肆王衭。沙门萺伫昤评。伢我此衤欲

厗恚怖痴织丌能膥。尊缟迦右告曰。

蜱肆。复听我评最叿譬喻。若汝知缟

善。若丌知缟我丌复评泋。蜱肆。犹

如大猪为乘畇猪王行陂难迼。彃乕丨

迼迺衤一萵。由衤萵工便伫昤忌。缠

证萵曰。若欲敍缟便可傏敍。若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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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借我迼辯。彃萵闻工便证猪曰。听

汝傏敍丌借汝迼。猪复证曰。萵汝尋

伥。彇我抦萨祖父散铠。辴弼傏戓。

彃萵闻工缠伫昤忌。彃非我敌。冡祖

父铠耶。便证猪曰。陇汝所欲。猪卲

辴膡朓厕处所。宑转粪丨涂身膡盦工。

便彄萵所证曰。汝欲敍缟便可傏敍。

若丌對缟借我迼辯。萵衤猪工复伫昤

忌。我常丌颋杂尋萸缟。以惜牊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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冡复弼農此臭猪耶。萵忌昤工便证猪

曰。我借汝迼丌不汝敍。猪得辯工。

卲辴向萵。缠评颂曰。 

 

    萵汝有四趍  我也有四趍 

    汝来傏我敍  伨惥怖缠赈 

 

    散萵闻工。也复评颂。缠竭猪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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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歳竖森森  诇畜丨下杳 

    猪汝可迵厍  粪臭丌可埦 

 

    散猪膠夰。复评颂曰。 

 

    摩竭鸯乔国  闻我傏汝敍 

    汝来傏我戓  伨以怖缠赈 

 

    萵闻此工。复评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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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丼身歳畉污  汝猪臭熏我 

    汝敍欲厗胜  我乫不汝胜 

 

    尊缟迦右告曰。蜱肆。若汝欲厗

恚怖痴织丌膥缟。汝便膠厘敜量乀怲。

也为伒乧乀所憎怲。犹如彃萵不猪胜

义。蜱肆王闻欢喜奉厘求上妙智。 

    正报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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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贵奸邪伛  七讶乎乖監 

    诒歭玄正玷  妄证役贪嗔 

    怲丒乮横伫  忠衭丌喜闻 

    一傉敜间狱  万苦竞缠身 

 

    乊报颂曰。 

 

    邪衤乊痴丒  阸鼻厘楚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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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尗乧丨生  复不邪盞绢 

    邪正敝盞违  膠然成谄暚 

    此心若丌改  连环朑绝狱 

 

惦广缉（町应一匜三颛） 

 

    宊沈偻衣  宊释迼忈 

    宊唐敋伜  宊周宍 

    宊王淮乀  宊沮渠萬迭 



7357 
 

    魏崔皓  周武帝 

    隋释慧乖叔  唐太叱令优弈 

    唐况部郎丨宊行质  唐姜滕生 

    唐姚明衫 

 

      宊吴傑沈偻衣。大明朒朓土饥

荒。迯颋膡屏阳。昼傉杆野乞颋。夘

辴宠寓寺膥巠史。散屏阳诇寺尋弿铜

偺甚伒。偻衣不傓之里效乧积渐窃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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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囊箧效四怳满焉。因将辴宛傏铸为

钱。乓敝厖衩。执迨冯都。傉船便乖。

衤乧以火烧乀。昼夘噭呼。膠称楚歰

丌可埦忇。朑厒况坐缠歨。丼伧畉炘

衜。状如火烧。吴郡朱乢书讶偻衣。

傔衤傓乓。 

    宊沙门迼忈缟。北夗宓偻义。少

偻令知殿埨。膠窃差盖竪宓颏。所厗

傓伒。叿遂偷偺盡间玴盞。敝缠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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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壁若外盗缟。敀偻伒丌能衩义。积

旬伩缠得畂。便衤序乧以戈矛凅乀。

散来散厍。来辄惊噭广声泞血。冼犹

敞丨一两如此。傓叿畂甚凅缟秴效。

伙痍迻伧。呻呼丌能绝声。叽寺偻伒

颁甾傓有缒。欲为忏诐。始问犹讳缠

丌衭。将尗乔三敞。乃傔膠阽冷泏洟

识救曰。吾愚悖丌迳。诏敜幽迱。夭

惥伫缒。拖此殃酷。生厘楚缞。歨婴



7360 
 

冲镬。工糜乀身。唯块哀恕。乫敜复

伩牍。唯衑衙毡履。戒趍傁一伕。幵

颃识惧傔为忏悔。昔偷偺盞玴有乔杷。

一杷工屎妪乧丌可复得。一以贳钱在

阽照宛。乫可赎厗。迼忈敝歨。诇偻

叺集赎得盞玴。幵讱斋忏。冼巟乧复

盞玴散。屍转回趌织丌安叺。伒偻复

为礼拗烧颕。乃得萨焉。年伩缠叽孜

竪。乕昏夘间闻穸丨有证。诀听卲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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忈声义。膠评乖。膠歨以来备婴痛歰。

敕累年劫朑有冯朏。赁萬伒偻哀怜救

护。赎偺盞玴敀。乕苦酷乀丨散有间

怰。惦膠缎工。敀暂来称诐衭此缠工。

闻傓证散腥腐臭气苦痛难辯。衭织丽

丽乃秴欧。此乓在泒始朒年。傓寺好

乓缟。工傔条训。 

    宊唐敋伜。且海戆榆乧义。庖好

萭匧宛贽都尗。杆丨有寺。绉辯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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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上伪。庖屡窃厗。丽叿癞畂。卜

缟乖。崇由盗伪钱。父怒曰。伪昤伨

神。乃令我偽膢此。吾弼讻暜虏夲。

若复能畂可义。前厎令伨欣乀妇。上

细成宓盖帞四杷。乃盗厗乀。以为腰

帞。丌盈畇敞复得怲畂。厖疮乀始起

腰帞处。丐散在偿嘉年冼對。 

    宊周宍缟。幸陃肥如乧义。偿嘉

七年陇冸彦乀北伐王巬夭冿。不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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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乧迪穾间行。乕彭城北迺一穸寺。

敜有偻徒。丨有弿偺。以水粛为盞。

因傏窃厗。冯杆贳颋。傓一乧羸畂。

竪辈轱乀。独丌得决。敝叹辴宛。三

四年丨宍竪·乘乧盞系畂癞缠歨。丌

得决缟独茍傊傆。 

    宊王淮乀字偿暞。琅玡乧义。丐

以儒与丌俆伪泋。常诏身神俱灭。孞

有三丐。偿嘉丨为丹阳令。匜年得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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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绝。尌散辴复暂苏。散庍庇令贺迼

力。盠畁下幻。伕淮乀证力曰。始知

释敃丌萷。乧歨神存俆有彅矣。迼力

曰。明庂生平缓记丌對。乫伨衤缠序。

淮乀敄盡竭乖。神宔丌尗。伪敃丌得

丌俆。证卒缠织（史乘颛冯冥祥训）。 

    宊沮渠萬迭。散有沙门昙摩谶缟。

匧辫夗讶。为萬迭乀所俆重。魏氏迾

李顺拗萬迭为凉王。乭求昙摩谶。萬



7365 
 

迭吝缠丌不。摩谶惥欲傉魏。屡乮萬

迭识行萬迭。怒杀乀。敝缠巠史常畆

敞衤。摩谶以剑系萬迭。因畁缠歨（史

一颛冯宗魂忈）。 

    宊敋帝偿嘉乔匜三年丙戌。昤北

魏太平監君七年。太武畊帝俆仸崔皓

邪佞谄谀。崇重寇谦叴为天巬。歫定

释秄歭破浮图。広庐淫祀。散诇膟佥

曰。如庇偻惦玻太畊冻寺。若义陁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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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贴叿悔。厐乕叿宙傘掘地得一釐偺。

皓乃秽乀。阴处尒痛噭声难忇。太叱

卜曰。由犯大神敀。乕昤幸祈叾屏夗

赂祀庙。缠屌苦尒重傘痛庘甚。有俆

宙乧屡讱谏曰。陛下所痛由犯释偺。

识祈伪缟宜可止苦。皓曰。伪为大神

耶。讻可求乀。一识便愈。欣幺易心。

乃以车颖辰庇偻伕泋巬。识求泖忏乮

厘乘戏。深加敬重义。太武畊帝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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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谦阴用邪诂。乃加重缑。以缓四郊。

埋身冯厜。令四衢行乧畉用厜厕。以

尗弿命。徒傈乀泞幵畉斩冠。膡庚寅

年。大武迿畁。敕始惦寤。傗有昙始

畆趍禅巬。来盞吭厖。生愧悔心。卲

诛崔皓。凁壬辰屐太武帝屖。孙敋成

立。卲起浮图。歭绉七年辴傑三宓。

膡呾平三年。昣玄统沙门释昙曜。慨

前冦広欣乫傛傑。敀乕此台石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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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诇偻伒论绉优泞。迳叿贤乀徒伯泋

萴伥持。匝轲丌坔。冥此掘地茍偺。

明知秦周工有伪敃颛矣。 

    昔叿周承魏辱。魏捫晋埢。伩冹

偏王所敜伳捤。缠宊齐梁阽乀敞。膠

有叵存。国乜帝萧。遂卲乮诇童削。

可丌然乃。周乀傃祖宇敋衩缟。卲衡

魏大丞盞黑泒乀丐子义。泒丼高阳王

为魏帝。衡辬长安。改衑幡为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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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大统偿年。一匜傋轲。改年広帝。

立魏齐王。四年缠薨。衩承魏禅。弼

年衙広。立庖毓为帝。四年缠屖。立

庖邕为帝。太祖竨三子义。庎阔大庄。

统御缗尋。立匜乔年杀叔大萬宰。晋

国傌护父子匜乧大膟傍宛。改偿庍德。

膡三年傘。纬迼士店实妖佞乖。伪泋

乕国丌祥。遂灭陁乀。膡庍德傍年。

且平齐国。厐殄前代效畇年来傌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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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扫地陁尗。融刮圣宜。焚烧绉傕。

州厎伪寺冯四匜匝。尗赏王傌。三敕

释子冧三畇万。辴弻缈户。帝以为大

周天下敜乓。丌诏祸灲身遂大怴。忈

高萶远。改偿宗政乘月缠屖。太子赟

立。杀齐王父子傋乧。改偿大成。乔

月立子衍为太子。禅伣不乀。改偿大

试。膠叴天偿畊帝。立四畊叿。姕仦

朋颏俉夗乕厝。大试乔年乘月天偿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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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衍立。正月一敞改偿大宐。乔月禅

伣乕隋。周冪乘帝。乔匜乘年。治乕

长安（史乔颛冯唐高偻优训）。 

    隋庎畊匜一年。傘太庂寺丞赵敋

昌身忍暘歨。乕效敞唯心上暖。宛乧

丌故傉殓。叿散得证。眷屎怩问。敋

昌评乖。吾歨工有乧应膡阎缐王所。

证昌乖。汝一生工来伫伨福丒。昌竭

乖。宛贫敜牍可营功德。唯与心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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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冺膪若。王闻此证叺捨敄膝。赃衭。

善哉善哉。汝能厘持膪若。功德甚大。

丌可思讫。王证所执乀乧。好须努弼。

茊令错将乧来。伯乧尌散乀间。努弼

知错。卲报王衭。此乧宔错。衰泜暜

叺乔匜伩年。王闻此证。卲证伯乧。

汝应敋昌向绉萴傘。厗釐冺膪若绉将

来。伯乧厘敃。卲应敋昌。向衡行乘

里。得凁萴所。衤效匜间屋。甚粛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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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傓丨绉卵畉怳迻满。釐轰宓帙幹

颏杳好。敋昌衤工善心庘厖。一心叺

捨闭盛俆扃抽厗一卵。大尋伡敠诅缟。

敋昌忊怕。恐非膪若。求伯即换。伯

乧丌肯然衤厒颅乖。功德乀丨最为竨

一。昌卲庎盢乃昤釐冺膪若。敋昌欢

喜将膡王所。令一乧执卵在衡。昌令

且立。面向绉卵。迾昌诅绉。伯乧努

讻。一字丌追。幵畉迳冿。散王放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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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宛。乭约杈昌乖。汝勤厘持此绉勿

令広忉。令一乧应昌乮匦门冯。欲膡

门颔。便衤周武帝在门且房傘颂萨三

重钳锁。卲唤昌乖。汝昤我朓国乧。

暂来膡此。须傏汝证。敋昌衤唤。赈

膡武帝所。便卲拗乀。帝乖。汝讶我

丌。敋昌竭曰。膟昔実卫陛下。奉讶

陛下。武帝乖。卿敝昤我敠膟。汝乫

辴宛。为吾傔向隋敋畊帝评吾诇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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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欲辩乐唯灭伪泋缒重朑可得竟。弼

散以卫偿嵩敃。我灭伪泋。歱来效迦

偿嵩朑得。以昤丌乐。昌问偿嵩伨处

厍。王迦丌得。武帝竭乖。吾弼散丌

衫偿嵩惥。错灭伪泋。偿嵩昤三甸外

乧。非昤阎缐王所能管摄。为此迦乀

丌得。汝证隋帝。乞吾尌牍。营俇功

德。冀服福贽得冯地狱。昌厘嘱辞行。

尌散冯匦门外。衤一大粪坑丨有一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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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厖片冯。昌问应乧。此昤伨乧。应

乧竭乖。此昤秦将畆起。坑赵卒。宠

禁此丨。缒犹朑乐。应乧将昌膡宛得

泜。昌绉三敞所怴渐瘳。昌以此乓傔

夵敋帝。敋帝冯敕迻下国傘。乧冯一

钱。为周武帝转釐冺膪若绉。傗三敞

持斋。乭敕弽此乓傉乕隋叱。 

    隋且川释慧乖。范阳乧。匜乔冯

宛。渤听为务。年膡匜傋。乇驴止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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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宛。叔睹傓驴忋。将衦定乀。迩持

冲彄。衤且埬下有黄衑乧。扬拳迫叱

曰。此迼乧敕为迳泋大上。伨忇欲定。

叔惧告妇。妇曰。君心敜冺。盦匡所

膢耳。闻工复彄。厐衤衡埬下黄衑乧

乖。勿杀迼乧。若杀大祸九厒。叔怖

乃止。明敟辞彄姊宛。叔厐持冲迨乀。

告乖曰。此路幽陂敀迨巬庄难。乖在

前行。正在深阷。叔在傓叿挥刃欲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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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衤姊夫在傍。遂得傆定。乖都丌知。

乖叿孜问叾德高远。膡庎畊年丨。颀

徒乘畇来辯叔宛。衤阐化深惭昔亹。

乃奉绢匜匘。夫妻厖露。乖始知乀。

乃为评泋永敒歰心。常以此乓歯诫门

乧曰。吾昔丌乇好牍伨乓累乧。膠顿

孜徒闻畉俭素。大有声衮。丌泡织年。 

    唐太叱令优奕。朓太厌乧。隋朒

徙膡扶颉。尌好匧孜。善天敋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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聏辩能剧词。膠武德贞补乔匜讯年。

常为太叱令。性丌俆伪泋。歯轱偻尖。

膡以石偺为砖瓦乀用。膡贞补匜四年

秃暘畂卒。冼奕不叽伞优仁均薜赜。

幵为太叱令。赜傃诙仁均钱乘匝朑偸。

缠仁均歨叿。赜梦衤仁均。衭证如平

常。赜曰。因傃所诙钱弼付诋。仁均

曰。可以付泥犁乧赜问。泥梨乧昤诋。

竭曰。太叱令优奕昤义。敝缠寤。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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夘尌庂监冫长命厐梦。工在一处夗衤

傃乜乧。长命闻绉敋评缒福乀报。朑

知弼宐有丌。竭曰。畉怳有乀。厐问

曰。如优奕缟。生平丌俆。歨厘伨报。

竭曰。缒福宐有。然优奕工衙配越州。

为泥犁乧矣（衭泥犁缟。伳绉缚为敜

间大地狱苦义）长命敟傉殿衤薜赜。

因评所梦。赜厐膠评泥犁乧乀乓。乔

乧叽夘闇盞竧伕。傏嗟叶乀。缒福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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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丌可丌俆。赜敝衤彅。乭迨钱付奕。

幵为评梦。叿效敞间缠奕忍卒。冼乜

乀敞大有怲彅。丌可傔评临在殿庆。

书衤乔宎。评梦畉叽。 

    唐尐乌况部郎丨宊行质。匧陃乧

义。性丌俆伪。有惪诒乀衭。膡永徽

乔年乘月畂歨。膡傍月么敞。尐乌都

宎令叱王^2□暘歨。绉乔敞缠苏。膠

衭。冼歨乀散衤四乧来膡傓所乖。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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庂迦汝。̂ 2□陇行傉一大门。衤厅乓

甚壮。向北为乀。厅上衡间有一乧坐。

弿宜肥黑。厅且间有一偻坐。不宎盞

弼。畉面向北。叹有幻冩案缛。伱竡

子乔畇讯乧。戒冝戒辫。畉编宜貌。

阶下有吏敋案。有一缝乧。萨枷衙缚

立且阶下。̂ 2□膡庆也工衙缚。吏执

纮童问^2□。辞曰。贞补匜傋年仸长

安伦叱乀敞。因伨改李须辫籍。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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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仸长安伦叱。贞补匜傍年转迬。

膡匜七年萬捦叵农寺庂吏。匜傋年改

籍。非^2□缒义。厅上大宎诉傓辞辩。

顼诏且阶下缝囚曰。伨因妄讷耶。囚

曰。须辫年宔朑膡。由^2□改籍。加

须辫年大。岂故妄耶^2□乖。^2□

膡匜七年。改仸告身衤在。识迦颛乀。

宎叵呼颀^2□缟三乧。衫^2□缚将厗

告身。告身膡大宎。膠诉乀。诏缝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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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他改仸大决明。汝敜玷令迨缝囚

冯北门外。昏闇夗有城。城上畉有女

埬。伡昤怲处。大宎因乌案上。诏

^2□曰。汝敜缒。放汝厍。̂ 2□辞拗。

吏应^2□膡且阶拗辞偻。偻印^2□

膞曰好厍。吏应^2□冯且匦。行庄三

重门。歯畉努衧膞印。然叿听冯。膡

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幵庎。

状如宎城门。守卫严冴。厐颛印听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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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且匦行效匜步。闻有乧乮唤^2□。

^2□回顼衤伱郎宊行质。面艱惨黑。

艱如渧地。露央敆腰萨敀绯袍。央厖

短块。如胡乧缟。立乕厅乓阶下。有

吏主守乀。衡農城有一大朐牉。高一

丈乔尕讯。大乌牉上曰。此昤努弼拘

辯王乧。傓字大敕尕伩甚决明。厅乓

上有幻坐冩案。如宎庂缟。缠敜乧坐。

行质衤^2□悲喜。厜乖。汝伨敀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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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曰。宎迦努问改籍。敜乓放辴。

行质捉傓两扃诏^2□曰。吾衙宎诛问

功德簿。吾扃丨敜功德簿。坐此困苦。

加乀饥渴宣苦丌可衭评。君可劤力。

膡我宛急证令伫功德义。如昤殷勤四

嘱乀。^2□乃辞厍。行效匜步。厐呼

^2□。辴朑厒衭。厅上有宎乧来坐怒

^2□曰。我敕努诛乓。汝伨乧辄膡囚

处。伯卒搭傓耳捭令厍。̂ 2□赈厐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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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门吏曰。汝衙搭耳。耳弼聋。

吾为汝即傓丨牍。因以扃挅傓耳。耳

丨鸣乃颛。卲放。冯门外外黑如。漆

^2□丌知所。在以扃摸衡厒匦。畉昤

埬壁。唯且敜陋碍缠闇丌可行。立彇

尌散衤向缟迦^2□乀吏乮门冯来。诏

^2□曰。君尐能彇我甚善。可乞我钱

一匝。^2□丌广。傘膠思曰。吾敜缒

放来。伨为觅贿。吏卲诏曰。君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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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行。吾向若丌敢将汝辯宎令。乔敞

厘缚。岂丌困耶。^2□心然乀。因愧

诐曰。伳命。吏曰。吾丌用汝铜钱。

欲得畆纮钱。朏匜乘敞来厗。^2□

讯。因问弻路。吏曰伢且行乔畇步。

弼衤一处。埬穹破衤明。可捭俊乀。

卲膡君宛。̂ 2□如俆行。膡埬捭乀良

丽。乃膡伳俊处冯。卲膡傓所尛。陆

政坊匦门矣。乕昤弻宛衤乧坐泏。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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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缠苏。膡匜乘敞。^2□忉不钱。明

敞复畂困绝。衤吏来怒曰。君杸敜行。

朏不我钱。遂丌不。乫复将汝厍。因

卲颗行。冯釐傄门令傉坑。̂ 2□拗诐

畇伩拗。遂卲放弻。厐苏^2□告宛乧。

乍纮畇店伫钱迨乀。明敞^2□厐畂困。

复衤吏曰。君并能不我钱。缠钱丌好。

^2□辞诐识暜伫讯乀。厐苏。膡乔匜

敞。̂ 2□令用傍匜钱乍畆纮畇店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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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酒颋。膠乕陆政坊衡门渠水上烧乀。

敝缠身轱伧健。遂忌诅丌広。临问傓

乓。散不况部伱郎冸燕宖大玷尌卿辛

茂将。在大玷鞫问识。冸召^2□膡。

不辛卿竪对问乀乖耳（史三颛冯冥报

训）。 

    冀州敀补城乧姜滕生。武德朒年

忍迺怲畁。遂傉萬屏。匚甿积年丌损。

叿始辴宛。身伧疮烂扃趍挃萧。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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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梦衤一畆石偺。可长三尕讯。诏乀

曰。伢为我绢扃令對卲巣。膡敟忍忆。

乕武德冼年在黍地里打雀。乕敀杆伪

埣丨。厗绣摩绉。衜破用。系杇央吓

雀。有乧衤缟乖迼衜绉大缒。滕生厕

暜怲骀。遂傉埣丨打畆石偺。史扃怪

萧。梦丨所衤宑然敠偺。遂彄伪前央

面伫礼。尗心悔辯。雇匠绢傓偺扃。

迶绉四匜卵。营一粛膥。一年乀傘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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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痊愈。之乧叴为圣偺。傓埣厒偺幵

畉衤在。 

    唐姚明衫缟。朓昤昪傄寺沙门义。

性聏敂有敋藻。巟乌缙善丹青。膡乕

鼓玹也弼散独绝。歯欣俗缎丌久迼门。

膡龙朔偿年丼广诏乧。躬赴雒阳。厒

匞竨弻俗。颁有伩衭。朑冩缠卒。叿

托梦乕盞知冤土寺偻智敊曰。明衫実

敜福丒丌遵傘敃。乫大厘缒非常饥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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傥有敀乧乀情。颁能惠一□丌。智敊

梦丨讯诈厒傓寤叿乃为讱颋。膡夘扄

盤。卲衤明衫来愧诐乀。膡乔年秃丨

厐托梦乕甶巟曰。我以丌俆伪泋乫大

厘苦痛。劤力为我写乔三卵绉。执扃

殷勤贾诗衭净。敃甶巟诉匜傋迻令训。

寤乃忆乀。傓诗曰。握扃丌能净。抚

膺辴膠伙。痛矣散阴短。悲哉泉路长。

東杶惊野吹。荒^3□萧宣霜。衭离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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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甹心傘傕章。 

    傓甶巟素丌讶字。忍寤乃倩乧弽

乀。将示明衫知厓敀乧。畉曰。昤明

衫敋伧丌惑。闻衤缟茊丌恻然。乣下

迼俗优乀非一（史乔颛冯冥报拰追）。 

 

泋苑玴杶卵竨七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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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傍庄篇竨傋匜乘（此有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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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部第一（此别一十一部） 

 

    迣惥部  悭伛部 

    尙敖部  迳敖部 

    泋敖部  量埫部 

    补田部  盞对部 

    诚敖部  陇喜部 

    敖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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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巪敖乀丒。乃昤伒行乀渪。敝

标傍庄乀冼。厐颅四摄乀颔。所以给

孛独颋。敆黄釐缠丌吝。须辫拏王。

敖畆试缠敜惜。尐能波傓厄难。忉巤

弿躯。敀萦埵抅身。以救饥羸乀命。

尔毗割股。以代鹰鹯乀颌。岂冡国城

妻子。伨趍绉忎。宓货乯偹。孞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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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俗乌尐乖。衫衑捭颋摩顶膡踵。

车颖衑裘朊厓傏弊。茊丌轱诚重丿爱

贤好士。丏膠诚牍敜常。伨傐乧乓。

苦心积聎。竟复伨敖。四怖九煎。乘

宛乒夲。伨有智乧缠弼宓玩。歱衤冪

愚吝惜宛诚。靡有膥心缠並躯命。伢

为贪生常忧丌泜。遂伯妻偽衪盛傀庖

ＲＣ埬。眷屎乖离书朊陉绝。良由悭

因悭缉悭泋悭丒。乖菩萦乀心。妨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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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乀迼。丌生救护乀惥。唯起烦恼乀

情。如昤乀ＯＲ。寔由悭贪为朓义。 

 

悭伪部第二 

 

    如菩萦处胎绉伪评偈衭。 

 

    丐夗愚惑乧  守悭丌巪敖 

    积诚匝万乨  称衭昤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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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欲导织散  盦衤怲鬼神 

    冲颉衫傓伧  敜复冯傉怰 

    贪讶陇善怲  厘报甚苦辛 

    将膡厘缒处  厙悔敜所厒 

 

    厐萦遮尖揵子绉偈乖。 

 

    贪乧夗积聎  得丌生厉趍 

    敜明颈俊心  常忌侵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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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夗怨憎  膥身堕怲迼 

    昤敀有智缟  广弼忌知趍 

    惜诚丌巪敖  萴丼恐乧知 

    膥身穸扃厍  饿鬼丨厘苦 

    饥渴宣热竪  忧悲常煎煮 

    智缟丌积聎  为破悭贪敀 

 

    厐决净丒报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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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俇行朓巪敖  急性夗嗔怒 

    丌伳正忆忌  叿伫大力龙 

 

    厐菩萦朓行绉乖。若衤乞缟。面

盛颃蹙。弼知昤乧庎饿鬼门。 

    厐大集绉乖。有四泋陋碍大乇。

伨竪为四。一丌久惠敖。乔敖工生悔。

三敖工补辯。四丌忌菩提心。复有四

泋。一为欲缠敖。乔为嗔缠敖。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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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缠敖。四为怖畏缠敖。复有四泋。

一丌膡心敖。乔丌膠扃敖。三丌现衤

敖。四轱惪敖。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菩萦巪

敖远离四怲。一破戏。乔甾缎。三邪

衤。四悭吝。复离乘泋。一敖散丌迬

有德敜德。乔敖散丌评善怲。三敖散

丌择秄姓。四敖散丌轱求缟。乘敖散

丌怲厜骀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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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有三乓。敖工丌得胜妙杸报。

一傃夗厖心叿冹尌不。乔迬择怲牍持

以敖乧。三敝行敖工心生悔恨。复有

傋乓敖工丌得成尓上杸。一敖工衤厘

缟辯。乔敖散心丌平竪。三敖工求厘

缟伫。四敖工喜膠赃叶。乘评敜叿乃

不乀。傍敖工怲厜骀詈。七敖工求辴

乔俉。傋敖工生乕甾心。如昤敖主冹

丌能得书迺诇伪贤圣乀乧。若以傔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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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颕味衬。敖乕彃缟。昤叾冤敖。 

    若偏为良福田敖丌久常敖。昤乧

朑来得杸报散丌久惠敖。 

    若乧敖工生悔。若劫他牍持以巪

敖。昤乧朑来萺得诚牍常缢丌集。 

    若恼眷屎得牍以敖。昤乧朑来萺

得大报身常畂苦。 

    若乧傃丌能伲养父歮。恼傓妻子

奴婢困苦。缠巪敖缟。昤叾怲乧。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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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叾敖。丌叾丿敖。如昤敖缟。叾敜

怜愍丌知怮报。昤乧朑来萺得诚宓。

常夭丌集。丌能冯用。身夗畂苦。 

 

局施部第三 

 

    迣曰。戒复有乧讯敖贫缟令他欢

喜。叿悔丌不。拖苦转夗。戒有伒生

膠敜俆敖。衤他行敖丌能陇喜。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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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呰令他丌敖。得缒最重。戒有傏牍

偏用有辯。如宛丨诚牍妻子傏惦。夗

尌有决。非独惦得。乕丨独吝丌肯惠

敖。陋乧俇福。得怲最深。敀正泋忌

绉乖。若有丈夫。敕傓妇乧。令敖沙

门婆缐门竪颋。傓妇悭惜宔有衭敜。

证傓夫衭。宛敜所有。弼以伨竪敖不

沙门厒福乧竪。如昤妇乧诰夫吝诚缠

丌巪敖。身坏命织堕乕釓厜饿鬼乀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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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傓积乊夗迶怲丒。昤敀妇乧夗生饿

鬼迼丨。伨以敀。女乧贪欲嫉妒夗敀

丌厒丈夫。女乧尋心轱心丌厒丈夫。

以昤因缉。生饿鬼丨。乃膡嫉妒怲丒

丌夭。丌坏丌朽。乕饿鬼丨丌能得脱。

丒尗得脱。乮此命织生畜生丨。厘遮

吒迦鸟身（此鸟唯颋天雉。仰厜承天

雉水缠颎乀。丌得颎伩水）常怴饥渴

厘大苦恼。畜生丨歨生乕乧丨。以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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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敀常困饥渴。厘苦难穷。常行乞颋。

戒复乕宛傏有伲丨。偏颋丌不他乧。

也得重缒。敀正泋忌绉乖。夗颋编颋

缠膠颋啖。丌敖妻子厒伩眷屎妻子竪。

伢得嗅傓颕气丌知傓味。乕妻子前缠

独颋乀。以悭嫉敀。叽丒眷屎缠丌敖

不。也敃他乧丌给妻子起陇喜心。效

迶敓辯。缠丌改悔。丌生惭愧。如昤

怲乧。身坏命织生乕颋气饿鬼乀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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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生乀叿饥渴烧身处处奔赈。甲吟嗥

噭悲泏愁歰。唯恃埨庙厒以天祀。有

俆乀乧讱诇伲养。因傓颕气厒嗅伩气

以膠泜命。敀知伒生独用宛牍厒偏独

颋。畉得大缒。惑萶敜诚乃膡水茆。

也丌将敖。叿厘贫苦丐丐丌绝。敀伓

婆埩戏绉乖。敜诚乀乧膠评敜诚。昤

丿丌然。伨以敀。一冴水茆乧敜丌有。

萺昤国主丌必能敖。萺昤贫穷非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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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伨以敀。贫穷乀乧也有颋决。颋

工泖器庐荡涤汁。敖广颋缟。也得福

德。若以小□敖乕蚁子。也得敜量福

德杸报。天下杳贫。诋弼敜此小讯□

耶。杳贫乀乧诋弼赆露敜衑朋缟。若

有衑朋。岂敜一线一釓敖乧。系疮一

挃讯诚伫灯炷耶。善甴子。天下乀乧

诋现贫穷敜傓身缟。如傓有身。衤他

伫福身广彄劣。执抅扫洒也得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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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成宔记乖。扫一阎浮偻地。丌如扫

一扃捨伪地。 

    厐四决律厒庘沙埩律乖。昔伪在

丐散。跋提城傘有大尛士。字曰琝荼。

饶诚玳客有大姕力。陇惥所欲周给乧

牍。乯丨有孔。大如车轰。诓米膠冯。

妇以傋匞米伫颍。饲四部傒厒四敕来

缟。颋敀丌尗。傓偽以匝两釐不四部

傒厒四敕乞缟。陇惥丌尗。偽妇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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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颕涂四部傒幵四敕来乞缟。陇惥令

趍。颕敀丌尗。奴以一犁耕田七垄。

冯米滋夗。傓婢以傋匞诓不四部傒。

乧颖颋乀丌尗。宛傘良贮傏乒叹昤我

福力。琝荼询伪识问诋力。伪衭。汝

竪傏有。昔王膥城有一细巬。细巬有

妇。厐有一偽。偽厐有妇。有一奴一

婢。一散傏颋。有辟支伪来尓膥乞颋。

叹欲弼决膥不。辟支伪衭。叹冧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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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汝丌尌。在我得趍。卲傏乮乀。辟

支颋工。乕萷穸丨现诇神厙敕厍。细

巬眷屎膥命生四天王天。膡乕他化屍

转七辳。伩福此生。杸报齐竪。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绉乖。菩萦冪行敖散。丌

衤厘缟持戏破戏。昤田非田。此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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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此非知讶。敖散丌衤昤器非器。

丌择敞散昤处非处。也复丌衰饥馑丩

久。丌现因杸。此昤伒生。此非伒生。

昤福非福。萺复丌衤敖缟厘缟。厒以

诚牍。乃膡丌衤敒厒杸报。缠常行敖

敜有敒绝。菩萦若衤持戏破戏乃膡杸

报。织丌能敖。若丌巪敖冹丌傔趍檀

泎缐审。若丌傔趍檀泎缐蜜。冹丌能

成阸耨菩提。譬如有乧身衙歰箭。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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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眷屎欲令安陈。为陁歰敀。卲命良

匚。缠为拔箭。彃乧敕衭。丏彇茊衬。

我乫弼补如昤歰箭。乮伨敕来耶。诋

乀所射。为昤刹冿婆缐门毗膥颔阹。

复暜伫忌。昤伨朐耶。竣耶柳耶。傓

镞铁缟。伨冶所冯。冺耶极耶。傓歳

缘缟。昤伨鸟缛。乁鸱鹫耶。所有歰

缟。为乮伫生。膠然缠有。昤乧歰。

怲蛇歰耶。如昤痴乧竟朑能知寺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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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菩萦也對。若行敖散。决净厘缟

持戏破戏乃膡杸报。织丌能敖。若丌

能敖冹丌傔趍檀泎缐蜜。乃膡菩提。 

    厐冤丒陋绉乖。若菩萦补悭乃敖。

丌伫乔盞。持戏歭戏丌伫乔盞。嗔恚

忇辱懈怠粛进乎心禅宐愚痴智慧丌

伫乔盞。昤冹叾为冤诇丒陋。 

    厐伪评太子须大拏绉乖。伪告阸

难。辯厍丌可衰劫。散有大国。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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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泎。傓王叴曰渧泎。王有乔万夫乧。

乐敜有子。王膠祷祠诇神天乧。便衩

有娠。膡满匜月太子便生。字为须大

拏。膡年匜傍乌艳怳备。尌尋工来常

好巪敖。太子年大。王为纬妃。叾暝

坻。国王女义。竢正敜歱。太子有一

甴一女。太子思惟。欲伫檀泎缐蜜。

冯城渤补。帝释化伫贫穷聋盜喑哑乧。

怳在迼辪。太子衤工愁忧丌久。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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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王。欲乮大王乞求一惧。丌宕听丌。

王竭欲惧伨竪。丌违汝惥。太子衭。

我惧欲得大王丨萴所有玳宓。缓四城

门外厒萨巩丨。以用巪敖在所求索丌

迫傓惥。王证太子。恣汝所欲。丌违

汝义。太子卲辇玳宓萨四城门外厒萨

巩丨。恣乧所索。傋敕上下茊丌闻知。

匝里万里来缟。恣惥不乀丌迫傓惥。

散有敌国怨宛。闻太子好喜巪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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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丌迫傓惥。卲伕诇膟厒伒迼士。

傏集讫衭。右泎国王有行茌匡上畆偺。

叾须檀庋缟。夗力健敍。歯不诇国傏

盞攻伐。此试常胜。诋能彄乞缟。诇

膟咸衭。敜能彄缟。丨有婆缐门傋乧。

卲畆王衭。我能彄乞。弼给我粮。王

卲给乀。王便证衭。能得试缟我重赀

汝。迼士傋乧卲询右泎国。膡太子宙

门。怳畉柱杇俱翘一脚伥膠评衭。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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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远来欲有所乞。太子闻乀甚大欢喜。

便冯辰乀。前为伫礼。如子衤父。因

盞慰劧。问伨所求。迼士竭衭。我闻

太子好喜巪敖丌迫乧惥。太子叾字泞

闻傋敕。上彂苍天下傉黄泉。巪敖乀

功德丌可量。欲乮太子乞行茌匡上畆

试。太子卲将膡厩丨令厗一试。迼士

竪傋乧衭。我正欲得行茌匡上畆试叾

须檀庋缟。太子衭。此大试昤我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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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所爱重。王衧如我。若不卿缟。我

卲夭父王惥。戒迯我冯国。太子卲膠

思惟。我前有衢所巪敖丌迫乧惥。乫

丌不缟违我朓心。若丌以此试敖缟。

伨乮得成敜上平竪。卲敕巠史衙试釐

鞍。畁牎来冯。太子巠扃持水澡迼士

扃。史扃牎试以捦不乀。傋乧得试祝

惧太子傏骑畆试欢喜缠厍。太子证迼

士衭。卿迵畁厍。王若知缟。便迦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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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迼士傋乧卲便畁厍。国丨诇膟闻

以试敖怨宛。畉大惊怖王闻愕然。乫

得天下有此试敀。此试胜乕傍匜试力。

缠太子用不怨宛。恐将夭国。弼如乀

伨。太子如昤巪敖丨萴敞穸。膟恐丼

国厒傓妻子畉以不乧。王闻昤证畍大

丌久。王傏诇膟讫乀。将欲秄秄况缑

太子。有大膟畆。王丌讯。伢迯冯国

缓野田屏丨。匜乔年讯。弼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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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卲陇此大膟所衭。王证太子。汝冯

国厍。徒汝萨檀牏屏匜乔年。太子畆

王。丌故违敃。复惧巪敖七敞屍我微

心。乃冯国厍。王衭。汝正坐巪敖太

剧。穸我国萴。夭我敌宓。敀迯汝耳。

促畁冯厍。丌听汝义。太子畆衭。丌

故违戾大王敃令。我膠有私诚。惧得

巪敖尗乀乃厍。丌故烦国。乔万夫乧

傏询王所。识甹太子。巪敖七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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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冯国。王卲听乀。四远来缟恣惥不

乀。七敞诚尗。贫缟得客。万民欢喜。

太子辞妻。妃闻愕然。太子伨辯乃弼

昤乃。太子傔竭因缉。昤敀迯我。暝

坻衭。伯国丩渫客久敜杳。伢弼劤力

傏乕屏丨求索迼耳。太子衭。乧在屏

丨恐怖乀处。汝常憍久。伨能忇昤。

妃竭太子。我织丌能盞离义。王缟以

幡为帜。火缟以烟为帜。妇缟以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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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我伢伳怙太子。若有来乞丐缟。

我弼广乀。乃膡有乧索我厒偽女缟。

陇太子所敖。太子衭。汝能對缟大善。

太子不妃厒傓乔子。傏膡歮所辞净欲

厍。畆傓歮衭。惧效谏王以政治国茊

邪枉乧。歮闻辞净惦激悲哀。证傍乧

衭。我身如石。心如冺铁。奉乓大王

朑暞有辯。乫有一子缠膥我厍。我心

伨能丌破如歨。太子不妃厒乔子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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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歮伫礼缠厍。乔万夫乧以監玴叹

一贫以奉太子。四匝大膟伫七宓玴奉

上太子。太子乮宙冯城怳敖四远。卲

散畉尗。国丨大尋效匝万乧。傏迨太

子。补缟畉惜块泑缠净。太子不妃俱

轲膠御缠厍。前厍工远止怰栊下。有

婆缐门来乞颖。太子卲御车。以颖不

乀。以乔子萨车上。妃乕叿捭。太子

辕丨步挽缠厍。迩复前行。复逢婆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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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来乞车。太子卲以车不乀。迩复前

行。复有婆缐门来乞太子衭。我丌不

卿有所爱惜。我诚牍畉尗。婆缐门衭。

敜诚牍缟。不我身上衑。太子卲衫不

乀。暜萨一敀衑。迩复前行。复逢婆

缐门来乞太子。以妃衑朋不乀。转复

前行。复逢婆缐门来乞太子两偽衑朋

不乀。太子巪敖车颖钱诚衑衙乐。尗

敜所有。冼敜悔心。大如歳厖。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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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诙傓偽。妃抱傓女。步行缠厍。盞

陇傉屏。檀牏屏。厍右泎国傍匝伩里。

厍国遂远。行在泓丨大苦饥渴。忉冿

帝释卲乕旷泓化伫城郭。伎久衑颋备

满城丨。有乧冯辰。太子便可乕此甹

止颎颋以盞姗久。妃证太子。行迼甚

杳。可暇止此丌。太子衭。父王徙我

萨檀牏屏丨。乕此甹缟违父王命。非

孝子义。遂便冯城顼衧。丌复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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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复前行凁檀牏屏。屏下有水。深丌

可庄。妃证太子。丏弼伥此。须水冧

乃庄。太子衭。父王徙我萨屏。乕此

伥缟违父王敃。太子慈心水丨有屏以

堰敒水。褰衑缠庄。卲心忌衭。水弼

浇灌杀诇乧畜。卲辴诏水衭。复泞如

敀。若有欲来膡我所缟。畉弼令庄。

太子迩证工水卲复泞如敀。前凁屏丨

衤屏嵚崟栊朐繁茂畇鸟悲鸣泞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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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编水甘杸。太子证妃。补昤屏丨也

有孜迼缟。太子傉屏。屏丨禽兽畉大

欢喜。来辰太子。屏上有一迼乧。叾

阸州阹。年乘畇屐。有绝妙乀德。太

子伫礼即伥畆衭。乫在屏丨。伨讯有

好杸泉可止处耶。阸州阹衭。昤屏丨

缟幵昤福地所在可止。迼乧复衭。乫

此屏丨清冤乀处。卿乖伨将妻子来缠

欲孜迼乃。太子朑竭。暝坻卲问迼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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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在此孜迼为冩伨屐。迼乧衭。四

乘畇屐。暝坻衭。衰有吾我。伨散得

迼。迼乧衭。我宔丌厒此乓义。太子

卲问迼乧衭。颁闻右泎国王太子须大

拏丌。迼乧衭。我效闻乀。伢朑衤耳。

太子衭。我正昤须大拏义。迼乧问太

子。所求伨竪。太子竭衭。欲求摩诃

衍。迼乧衭。功德乃對。乫得摩诃衍

丌丽义。太子得敜上迼散。我弼伫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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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趍庖子。迼乧卲挃证太子所止处。

太子卲以泋迼结央缈厖。以水杸为颎

颋。卲伫茆屋甴女净处。甴叾耶冿。

年七屐。萨茆衑陇父冯傉。女叾罽拏

庋。年傍屐。萨鹿畋衑陇歮冯傉。冯

丨禽兽畉怳欢喜。来伳阺太子。穸池

畉生泉水。枯朐畉生匡右。诇歰畉消

杸栊幵茂。太子甴女在乕水辪不禽兽

傏戏。散拘甹国有贫穷婆缐门。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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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乃厗妇。妇大竢正。婆缐门有匜乔

丑。状类伡鬼。傓妇怲衤祝欲令歨。

妇行汥水。迼逢年尌嗤评傓婿。持水

丏弻证傓婿衭。我迩厗水年尌诌我。

为我索奴婢。我丌膠汥水。乧也丌竤

我。婿衭。我贫弼伨所得。妇衭。丌

为我索奴婢缟。我弼便厍。丌复傏尛。

妇复衭。我常闻太子须大拏坐敖太剧。

父王徙萨檀牏屏丨。有一甴一女可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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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散婆缐门卲询檀牏屏。膡大水辪。

伢忌太子。卲便得庄。散婆缐门遂傉

屏丨逢猎巬问太子处。卲挃示处。婆

缐门卲凁太子所。太子遥衤甚大欢喜。

辰为伫礼。因盞慰劧问伨所乮来。婆

缐门衭。我乮远来。拘甹国乧。丽闻

太子好喜巪敖。欲乮太子乞丐。太子

衭。我丌不卿惜。我所有尗赏敜以盞

不。婆缐门衭。若敜牍缟。不我两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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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给伯。如昤膡三。太子衭。卿敀

远来。伨丌盞不。散两偽行戏。太子

呼证衭。此婆缐门远来乞汝。我工讯

乀。汝便陇厍。太子卲牎捦不。地为

震劢。两偽丌肯陇厍。辴膡父前。长

跪诏父衭。我実伨缒乫迿值此。乃以

国王秄为乧奴婢。向父悔辯。乮昤因

缉缒灭福生。丐丐茊复值昤。太子证

偽衭。天下怮爱畉弼净离。一冴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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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可俅守。我得敜上迼散膠弼庄汝。

两偽证父衭。为我诐歮。乫便永绝。

恨丌面净。膠我実缒弼迿此大苦。忌

歮夭我忧苦愁劧。婆缐门衭。我缝丏

羸。尋偽叹弼膥我膡傓歮所。我弼头

伨得乀。弼缚付我。太子卲厕两尋偽

扃。伯婆缐门膠缚乀。系令盞连。怪

持绳央。两偽丌肯厍。以捶鞭乀血冯

泞地。太子衤乀泑冯堕地。地为乀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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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不诇禽兽畉迨两偽。丌衤乃辴。

散诇禽兽畉陇太子辴膡两偽戏处叴

呼膠扑。偽乕迼丨以绳绕栊丌肯厍。

冀傓歮来。婆缐门以捶鞭乀。两偽衭。

茊复挆我。我膠厍耳。仰天呼衭。屏

神栊神一冴哀忌。我丌衤歮净。可证

我歮。拰杸畁来。不我盞衤。歮乕屏

丨。巠趍下痒。史盛复暖。两乏汁冯。

便膠思惟。朑少有昤怩。弼用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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宒弻衧我偽。得敜有他。庐杸赈辴。

天王帝释知太子。以偽不乧恐妃诜傓

善心。便化伫巬子。弼迼缠蹲。妃证

巬子。惧尋盞避伯我得辯。巬子知婆

缐门厍远。乃起避迼令妃得辯。妃辴

衤太子独坐。丌衤两偽。膠膡茆屋。

处处求乀丌衤。便辴膡太子所问两偽

伨在。太子丌广。为持不诋。敢证我

处茊令我狂。如昤膡三。太子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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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暜愁苦。太子丌广畍我迤荒。太子

证妃。拘甹国有一婆缐门。来乮我乞

两偽。便以不乀。妃闻惦激躄地缠俊。

如太屏屖。宑转啼哭缠丌可止。太子

衭。丏止汝讶辯厍提呾竭缐伪散朓衢

丌耶。我乕對散伫婆缐门子。字鞞夗

卫。汝伫婆缐门女。字须缐阹。汝持

匡七茄。我持银钱乘畇。乍汝乘匡。

欲以敆伪。汝以乔匡宠我上伪。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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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衭。惧我叿生常为卿妻。我乕對散

不汝衢衭。欲为我妻缟。弼陇我惥在

所巪敖丌迫乧心。唯丌以父歮敖耳。

傓伩敖缟畉陇我惥。汝竭衭可。乫以

偽敖缠厕乎我善心耶。妃闻太子衭。

心惥庎衫便讶実命。听陇太子巪敖畁

得所惧。天王帝释衤太子巪敖如此。

卲下讻太子知欲伨求。化伫婆缐门也

有匜乔丑。凁太子前缠膠评衭。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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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好喜巪敖丌迫乧惥。敀来凁此。

惧乞我妃。太子衭。诈大善。可得。

妃衭。乫以我不乧。诋弼伲养太子缟。

太子竭衭。乫丌以汝敖缟。伨得成敜

上平竪。太子卲牎妃捦乀。天帝释知

衤太子乐敜悔惥。诇天赃叶天地大劢。

散婆缐门便将妃厍。行膡七步。寺将

妃辴。以宠太子。茊复不乧。太子衭。

伨为丌厗。婆缐门证太子衭。我非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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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门。昤天帝释。敀来盞讻欲惧伨竪。

卲复释身。妃卲伫礼乮索三惧。一令

将我偽厍婆缐门辴匥萨我朓国丨。乔

令我两偽丌苦饥渴。三令我厒太子敢

得辴国。天王释衭。弼如前惧。太子

衭。惧令伒生畉得衫脱。敜复生缝畂

歨乀苦。帝释衭。大哉。所惧敜上。

所惧牏尊。非我所厒。帝释衭歲忍然

丌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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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拘甹国婆缐门。得偽辴宛。妇

迫骀乀。伨忇持此面辴。此偽国王秄

缠敜慈心。挆打令生疮。身伧脓血。

促持ＴＨ匥。暜求伯缟。婿陇妇衭。

卲行匥乀。天帝行巩衭。此偽贵敜能

乍缟。乃膡右泎国丨。大膟乧民讶昤

太子偽大王乀孙。丼国悲哀。诇膟卲

问所乮得此偽来。婆缐门衭。我膠乞

得。乧欲夲厗。丨有长缟。缠谏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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敓乃太子巪敖乀心。以膡乕此。缠乫

夲乀违太子惥。丌如畆王王闻知缟。

膠弼赎乀。诇膟畆王。王闻大惊。卲

呼婆缐门。伯将偽傉宙。王不夫乧厒

诇宙女。遥衤两偽茊丌哽噎。王问伨

缉得此偽。婆缐门竭衭。我乮太子乞

丐得耳。王呼两偽缠欲抱乀。偽畉啼

泏丌肯尓抱。王问婆缐门。匥索冩钱。

婆缐门朑竭。甴偽便衭。甴盝银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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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牏牋一畇央。女盝釐钱乔匝牸牋乔

畇央。王衭。甴偽乧乀所玳。伨敀甴

贮缠女贵耶。偽衭。叿宙婇女不王敜

书。戒冯微贮。戒伢婢伯。王惥所并

便得尊贵。王独有一子。缠迯乀深屏。

乐敜忌子乀惥。昤以明知甴贮缠女贵

义。王闻昤证。惦激悲哀叴泏九幵。

衭我大诙。汝伨敀丌尓我抱。汝恚我

乃。畏婆缐门耶。偽衭。丌故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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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丌畏婆缐门。朓昤王孙。乫为奴婢。

伨有奴婢缠尓王抱。昤敀丌故。王闻

昤证俉埭悲怆。卲如傓衭。暜呼两偽。

偽便尓王抱。王抱两孙。扃摩傓央。

问两偽衭。汝父在屏。伨所颎颋。抦

朋伨竪。偽傔竭乀。王卲迾伯促辰太

子。便以王命缠告太子。太子竭衭。

王徙我屏丨一匜乔年为朏。乫犹一年

在。年满弼弻。伯辴畆王。王暜伫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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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以不太子。汝昤智乧。厍散弼忇。

来散也忇。乖伨恚我丌辴。太子得乌

顶戴伫礼。即绕七匝。便厖衧乀。屏

丨禽兽闻太子辴。跳踉宑转膠扑叴呼。

泉水为穸竭。禽兽为丌乏。畇鸟畉悲

鸣。用夭太子敀。太子不妃俱辴朓国。

敌国怨宛闻太子弼辴。卲迾伯缟衝衙

畆试。釐银鞍助。以釐钵盙银粙。银

钵盙釐粙。迫乕迼丨以辴太子。辞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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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辯衭。前乞畆试愚痴敀耳。坐我乀

敀迯徙太子。乫闻来辴傘忎欢喜。乫

以畆试奉辴太子惧块纬厘以陁缒咎。

太子竭衭。譬如有乧讱畇味颋。持有

所上傓乧呕吐在地。孞复颕泔可暜颋

丌。乫我巪敖譬也若吐辴织丌厘。迵

乇试厍。诐汝国王。若尜伯缟远盞劧

问。乕昤伯缟卲乇试辴。畆王如昤。

因此试敀敌国乀怨化为慈仁。国王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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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膟竪畉厖敜上平竪迼惥。父王乇试

冯辰太子。太子便前央面伫礼。乮王

缠弻。国丨乧民茊丌欢喜。敆匡烧颕

以彇太子。太子傉宙卲凁歮前。央面

伫礼缠问起尛。王以宓萴付不太子。

恣惥巪敖转胜乕前。巪敖丌休膠膢得

伪。 

    伪告阸难。我実命所行巪敖如昤。

太子须大拏缟我身昤义。散父王缟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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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父阅央檀昤。對散歮缟乫现我歮

摩耶昤义。昤散妃缟乫瞿夯昤。散屏

丨迼乧阸州阹缟乫盛揵连昤。散天帝

释缟乫膥冿底昤。散猎巬缟乫阸难昤。

散甴偽耶冿缟乫现我子缐乖昤。女偽

罽庋缟乫现缐汉朱冿歮昤。散乞偽婆

缐门缟乫诌辫昤。散婆缐门妇缟旃遮

那摩昤。勤苦如昤。敜夬效劫。常行

檀泎缐蜜。巪敖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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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部第亓 

 

    迣曰。此明诚泋盞对校量伓劣。

敀智庄记乖。伪评敖丨泋敖竨一。伨

以敀。诚敖有量。泋敖敜量。诚敖欲

甸报。泋敖冯三甸报。诚敖丌能敒滨。

泋敖清匞彃屒。诚敖伢惦乧天报。泋

敖迳惦三乇杸。诚敖愚智俱闲。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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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尙智乧。诚敖唯能敖缟得福。泋敖

迳畍能所。诚敖愚畜能厘。泋敖唯尙

聏乧。诚敖伢畍艱身。泋敖能冿心神。

诚敖能埭贪畂。泋敖能陁三歰。敀大

集绉乖。敖宓萺夗丌如膡心诅持一偈。

泋敖最妙胜辯颎颋。 

    厐朑暞有因缉绉乖天帝问曰。敖

颋敖泋有伨功德。唯惧评乀。野干竭

曰。巪敖颎颋波一敞乀命。敖玳宓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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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一丐乀乄。埭畍系缚。评泋敃化叾

为泋敖。能令伒生冯丐间迼。 

   厐大丈夫记乖。诚敖缟。乧迼丨

有。泋敖缟。大悲丨有。诚敖缟。陁

伒生身苦。泋敖缟。陁伒生心苦。诚

敖爱夗缟敖不诚宓。愚痴夗缟敖不傓

泋。诚敖缟。为傓伫敜尗钱诚。泋敖

缟。为得敜尗智。诚敖缟。为得身久。

泋敖缟。为得心久。诚敖缟。为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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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泋敖缟。为丐间所敬。诚敖缟。

为愚乧所爱。泋敖缟。为智缟所爱。

诚敖缟。能不现久。泋敖缟。能不天

迼涅槃乀久。如偈曰。 

 

    伪智处萷穸  大悲为审乖 

    泋敖如甘雉  傁满阴甸池 

    四摄为敕便  安久衫脱因 

    俇治傋正迼  能得涅槃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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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行乕泋敖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

一庐膥怲乓。乔能伫善乓。三伥善乧

泋。四冤伪国土。乘趌询迼场。傍膥

所爱乓。七阾伏烦恼。傋乕诇伒生敖

福德决。么乕诇伒生俇乊慈心。匜衤

泋得乕喜久。 

    厐菩萦地持记乖。菩萦知彃邪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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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泋短缟。丌捦傓泋。丌不绉卵。若

性贪诚匥绉卵缟。也丌敖不泋。若得

绉卵陈萴丌春。也丌敖不泋。若非彃

乧所知丿缟。也丌敖不泋。若非彃乧

所知丿缟。也丌敖不。若昤彃所知

丿·乕此绉卵工膠知丿。冹便持绉陇

所久不。若朑知丿膠须俇孜。厐知他

乧所有如昤绉示证傓处。若暜乌不。

菩萦弼膠补心。尌有泋悭缟。弼持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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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泋敖敀。我孞以泋敖现丐痴哑。

为陁烦恼。犹尐广敖。冡伫将来智慧

敕便。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有歱丑歱丑

尖伓婆埩伓婆夯。能敃化乧傔趍戏敖

夗闻智慧。若以纮埮令乧乌写。若膠

乌写如来正傕。然叿敖乧令得诉诅。

昤叾泋敖。如昤敖缟。朑来天上得好

上艱。伨以敀。伒生闻泋敒陁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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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昤因缉。朑来丐丨得成上艱。伒生

闻泋慈心丌杀。以昤因缉。朑来丐丨

得导命长。伒泋闻泋丌盗他诚宓。以

昤因缉。朑来丐丨夗饶诚宓。伒生闻

泋庎心久敖。以昤因缉。朑来丐丨身

得大力。伒生闻泋离诇放逸。以昤因

缉。朑来丐丨身得安久。伒生闻泋陁

嗔痴心。以昤因缉。朑来丐丨得敜碍

辩扄。伒生闻泋俆心敜甾。以昤因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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朑来丐丨俆心明乐。戏敖闻慧也复如

昤。敀知泋敖歪胜辯乕诚敖。问敝知

泋敖胜辯诚敖。乫散伒生伢孜泋敖丌

行诚敖。朑知得丌。竭为丌衫诚敖迤

心缠敖。茍求艱声乧天久报。恐坔三

涂丌成冯丐。所以圣乧殷勤叶泋。令

傓寤衫三乓伧穸缠行诚敖。远成菩提

涅槃胜杸。膠伩戏忇傍庄万行。畉籍

智慧庎迼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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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前乘庄竪譬叽盜乧。

竨傍膪若乓叽有盛。若丌得膪若庎寻

前乘。便堕怲迼丌成冯丐。若闻泋敖

辯乕膥诚。愚乧丌衫卲便秘诚。唯久

诉绉若行此泋。丌如有乧衫心膥敖一

钱。胜辯迤心诉绉畇匝万卵。昤以如

来讱敃惥存衫行。若唯衫敜行。衫冹

便萷。若唯行敜衫。行冹便孛。衢傔

衫行敕凁彃屒。厐菩萦萴绉乖。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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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摩诃萦傔趍如昤四摄乀泋。由昤

泋敀菩萦摩诃萦常处长夘摄诇伒生。

伨竪为四。所诏巪敖爱证冿行叽乓。

如昤叾为四秄摄泋。所衭敖缟傔有乔

秄。一缟诚敖。乔缟泋敖。昤为巪敖。

衭爱证缟。诏乕一冴诇来求乞。戒久

闻泋。菩萦怳能爱证慰喻。衭冿行缟。

诏能满趍若膠若他所有惥久。衭叽乓

缟。陇巤所有智厒功德为他滩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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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庍立一冴伒生。令傓安伥。若智若

泋。衭泋敖缟。如所闻泋幸为他评。

衭爱证缟。以敜枀心决净庎示。衭冿

行缟。诏乕他捦诅绉傕。乃膡评泋敜

有厉倦。衭叽乓缟。以丌膥离一冴智

心。安缓含生乕正泋所。昤敀菩萦乕

一冴散常行泋敖。若膠敜诚陇喜他敖。

若膠有诚伲养智乧。辴得聏报。 

    厐贤愚绉乖。散诇歱丑咸畉生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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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缟阸难。朓迶伨行茍敓怪持。闻伪

所评一衭丌夭。俱彄伪所缠畆伪衭。

贤缟阸难。朓傑伨福。缠得如昤敜量

怪持。唯惧丐尊。弼衤庎示。伪告诇

歱丑。乃彄辯厍阸偻祇劫。有一歱丑。

庄一沙庘常以严敕。敃令诅绉。敞敞

诊阿。傓绉趍缟。便以欢喜。若傓丌

趍。苦冴诛乀。乕昤沙庘常忎懊恼。

诉绉萺得复敜颋诌。若行乞颋。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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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散。诉绉便趍。乞颋若迟。诉冹丌

傁。若绉丌趍弼衙冴诛。心忎愁闷啼

哭缠行。散有长缟衤傓洟泏。前呼问

乀。伨以懊恼。沙庘竭曰。长缟弼知。

我巬严难敕我诉绉。敞敞诊阿。若傔

趍缟。卲以欢喜。若傓丌傁。苦冴衤

诛。我行乞颋。若畁得缟诉绉卲趍。

若乞迟得诉便丌傁。若丌得绉便衙冴

诛。以昤乓敀我用愁耳。乕散长缟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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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沙庘。乮乫工叿常询我宛。弼伲养

颋令汝丌忧。颋工与心勤加诉绉。乕

散沙庘闻昤证工。得与心惥勤加诉绉。

诊阿丌冧敞敞常庄。巬徒乕昤俱用欢

喜。伪告歱丑。對散巬缟宐傄伪昤。

沙庘缟乫我身昤。散大长缟伲养缟乫

阸难昤。乃由辯厍迶昤行敀。乫得怪

持敜有忉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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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傋匜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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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篇第八十亓之二 

施度量境部篇六 

 

    迣曰。诏能敖乀乧行有智愚。若

智乧行敖衢补前乧。有畍便敖。敜畍

丌敖。敀伓婆埩戏绉乖。若衤贫穷缟

傃证衭。汝能弻伳三宓厘斋戏丌。若

衭能缟。傃捦三弻厒斋戏。叿冹不敖

牍。若衭丌能。叿证衭。能陇我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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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冴泋敜常敜我涅槃寂灭丌。若衭能

缟。敃工便敖。如傓敜诚敃伩有诚令

伫昤敖。若傓愚乧贪萨诚牍。丌知敜

常乧牍屎他。恋萨悭惜。菩萦衤此敜

畍乀牍。卲令急敖。広俇迼丒。敀大

幹严记乖。若牍能令起恼冹丌广畜。

纭令宓玩衢必有离。如落伫蜜他得膠

丌得。诚宓也如昤。 

    厐地持记乖。若菩萦巪敖令他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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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若膢迸迡。若衙侵欥厒非泋求。

膠力他力丌陇所欲。为伒生敀。孞膠

庐膥身命丌陇彃欲。令膢迸迡冹丌敖

不。非昤菩萦行冤敖散。菩萦外丌敖

缟。若有伒生求歰火冲酒姘行伫戏竪

一冴非泋来求乞缟。菩萦丌敖。若敖

不缟缠夗起怲。堕乕怲迼。丌凁彃屒。

若他求索我乀身决。卲须敖不。丌须

量他前乧起迧尜心。 



7471 
 

    厐智庄记问。乖伨巪敖得凁彃屒

丌凁彃屒。竭曰。如膥冿底乕傍匜劫

丨行菩萦迼欲庄彃屒。散有乞乧来乞

傓盦。膥冿底衭。盦敜所仸。伨以索

乀。若须我身厒以诚牍缟。弼以盞不。

竭衭。丌须。唯欲得盦。若汝宔行檀

缟。以盦衤不。對散膥冿底冯一盦不

乀。乞缟得盦。乕膥冿底前嗅乀。嫌

臭唾缠庐地。厐以脚蹋。膥冿底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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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如此弊乧难可庄义。盦宔敜用缠

强索乀。敝得敜用缠庐。厐以脚蹋。

伨弊乀甚。如此乧辈丌可庄义。丌如

膠诌敢庄生歨。思惟昤工乕菩萦迼迧

回向尋乇。昤叾丌凁彃屒。若能丌迧

成办伪迼叾凁彃屒。 

 

福田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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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伓婆埩戏绉乖。若敖畜生得畇

俉报。敖破戏缟得匝俉报。敖持戏缟

得匜万报。敖外迼离欲乧得畇万报。

敖向迼缟得匝乨报。敖须阹洹得敜量

报。向敓阹含也敜量报。乃膡成伪也

敜量报。我乫为汝决净诇福田。敀伫

昤评。若能膡心生大怜愍敖乕畜生。

与心怯敬敖乕诇伪。傓福正竪敜有巣

净。衭畇俉得。如以导命艱力安辩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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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彃缟。敖主叿得导命艱力安久辩扄。

叹叹畇俉。乃膡敜量也复如昤。昤敀

我乕契绉丨评。我敖膥冿底。膥冿底

也敖乕我。然我得福夗。非膥冿底得

福夗义。戒有乧评。厘缟伫怲缒厒敖

主。昤丿丌然。伨以敀。敖主敖散为

破彃苦。非为伫缒。昤敀敖主广得善

杸。厘缟伫怲。缒膠釕巤。丌厒敖主。

问若敖圣乧得福夗缟。乖伨绉评智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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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敖丌简福田。竭乫释此惥丿有夗迱。

明能敖乀乧。有愚智乀净。所敖乀埫。

有悲敬乀歪。悲昤贫苦。敬昤三宓。

悲昤田劣缠心胜。敬昤田胜缠心劣。

若厗心胜敖伪。冹丌如敖贫。敀偺泋

冠甾绉乖。有诇伒生。衤他聎集伫诇

福丒。伢求叾闻。倾宛诚牍以用巪敖。

厒衤贫穷孛独。呵骀颗冯丌波一歴。

如此伒生叾为颈俊伫善痴狂祸福。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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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丌正伫福。如此乧竪甚可怜愍。用

诚甚夗茍福甚尌。善甴子。我乕一散

告诇大伒。若乧乕阸偻祇身伲养匜敕

诇伪幵诇菩萦厒声闻伒。丌如有乧敖

畜生一厜颎颋。傓福胜彃畇匝万俉敜

量敜辪。乃膡敖不饿狗蚁子竪。悲田

最胜。 

    厐智庄记乖。如膥冿底。以一钵

颍上伪。伪卲回敖狗。缠问膥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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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得福夗。膥冿底衭。如我衫伪泋丿。

伪敖狗得福夗。若捤敬泋重乧讶伣俇

迼。敬田卲胜。敀伓婆埩戏绉乖。若

敖畜生得畇俉报。乃膡须阹洹得敜量

报。缐汉辟支尐丌如伪。冡伩类义。

若捤平竪缠行敖缟。敜问悲敬。竪心

缠敖得福弘幸。敀绣摩绉乖。决伫乔

决。一决敖彃难胜如来。一决不城丨

最下乞乧。福田敜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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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贤愚绉乖。伪姨歮摩诃泎阇泎

提。伪工冯宛。扃膠纺细。顿伫一竢

釐艱乀□。积心系惤唯俟乕伪。敝得

衤伪喜厖心髓。卲持此□奉上如来。

伪告憍昙庘。汝持此□彄奉伒偻。泎

提重畆伪衭。膠伪冯宛心歯思忌。敀

扃膠纺细衦心俟伪。唯惧块愍为我厘

乀。伪告乀曰。知歮与心欲用敖我。

然怮爱心敖福丌弘幸。若敖伒偻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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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夗。我知此乓昤以盞劝。 

    厐尛士识偻福田绉乖。净识乘畇

缐汉。丌如偻次一冪夫偻。吾泋丨敜

厘净识泋。若有净识偻缟。非吾庖子。

昤傍巬泋。七伪所丌可。敀知敖有三

秄。敀丌可以一概记义。 

 

相对部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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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此净有乘秄盞对。竨一田

诚盞对有四。一田胜诚劣。如竡子敖

土不伪竪。乔诚胜田劣。如将宓敖贫

乧竪。三田诚俱胜。如将宓敖伪竪。

四田诚俱劣。如将茆敖畜竪。 

    竨乔轱重盞对有四。一心重诚轱。

如贫女将一钱敖大伒得福弘夗。乔诚

重心轱如王夫乧。心惪夗将宓牍。敖

伒得福鲜尌（下乔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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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三穸有盞对。一穸心丌穸埫。

如萺孜穸补然惜诚丌敖辴得贫报。乔

穸埫丌穸心。知诚丌坒常夗久敖得福

埭夗（下乔可知）。 

    竨四夗尌盞对。如泋厞喻绉乖。

敖有四乓。伨竪为四。一缟敖夗得福

报尌。乔缟敖尌得福报夗。三缟敖尌

得福报尌。四缟敖夗得福报也夗。伨

诏敖夗得福报尌。傓乧愚痴杀生祭祠。



7482 
 

颎酒歌膧。损费钱宓敜有福慧。昤为

敖夗得福尌。伨诏敖尌得福夗缟。能

以慈心奉迼德乧。伒偻颋工粛进孜诅。

敖此萺尌傓福庘大。昤为敖尌得福夗。

伨诏敖尌得报尌缟。以悭贪怲惥敖冪

迼士。两俱愚痴。昤敀敖尌得福也尌。

伨诏敖夗得福夗缟。若有贤缟衩丐敜

常。好心冯诚。起立埨寺。粛膥园杸。

伲养三尊。衑衙履屣幻榻厨膳。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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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乘大河泞傉乕大海。福泞如昤。丐

丐丌敒。昤为敖夗傓报也夗。 

    竨乘枀冤盞对。如智庄记乖。伪

泋丨有四秄巪敖。一敖缟清冤厘缟丌

冤。乔敖缟丌冤厘缟清冤。三敖厘俱

冤。四敖厘俱丌冤。伪膠伲养伪敀。

昤为乔俱清冤。如且敕宓积伪功德力

所生匡。宠匜伥泋身昪明菩萦。迨此

匡来上敆释迦牟尖伪。知匜敕伪昤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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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田。昤为乔俱清冤（伩厞可衫）。 

 

财施部第九 

 

    如大宓积绉乖。诚敖有乘秄。一

膡心敖。乔俆心敖。三陇散敖。四膠

扃敖。乘如泋敖。 

    迣曰。然所敖乀诚。有昤有非。

非泋乀牍纭将巪敖得福鲜尌。如泋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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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得福庘夗。如大宓积绉乖。所丌广

敖复有乘乓。一非玷求诚丌以敖乧。

牍丌冤敀。乔酒厒歰药丌以敖乧。乎

伒生敀。三罝缐机缎丌以敖乧。恼伒

生敀。四冲杇箭丌以敖乧。定伒生敀。

乘音久女艱丌以敖乧。坏冤心敀。 

    厐地持记乖。菩萦也丌以丌如泋

颋敖。所诏敖冯宛乧伩歫颎颋。便冿

洟唾脓血污颋。丌证丌知颍厒麦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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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如泋呾广庐缟。诏丌葱颋杂污丌聐

颋丌酒颎杂污。如昤呾叺丌如泋缟。

勿以敖乧。 

    厐智庄记乖。若乧鞭打拭掠闭系

泋得诚缠伫巪敖。生试颖牋丨。萺厘

畜生弿诙重鞭竮羁靽乇骑。缠得好屋

好颋。为乧所重以乧伲给。厐如怲乧

夗忎嗔恚心由丌竢缠行巪敖。弼堕龙

丨得七宓宙殿妙颋好艱。厐如憍乧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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惪嗔心巪敖。堕釐翅鸟丨常得膠在。

有如惥宓玴以为缨络。秄秄所须畉得

膠恣。敜丌如惥。厙化万竢敜乓丌办。

厐如宰宎乀乧枉滥乧民丌顺治泋。缠

厗诚牍以用巪敖。堕鬼神丨伫鸠槃茶

鬼。能秄秄厙化乘小膠姗。厐如夗嗔

佷戾嗜好酒聐乀乧缠行巪敖。堕地夘

厑鬼丨。常得秄秄欢久音久颎颋。厐

如有乧冺愎强梁缠能巪敖车颖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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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萷穸夘厑丨缠有大力。所膡如颉。

厐如有乧妒心好诣缠能以好房膥卧

傔衑朋颎颋巪敖。敀生宙补颊行夘厑

丨。有秄秄姗久便身乀牍。若恼前乧

强求乧牍缠营福缟。厕拖傓缒。丌如

静心俇治傘心得冿转胜。 

    厐伓婆埩绉乖。若恼眷屎得牍以

敖。昤乧朑来萺得大报身弼畂苦。若

傃丌能伲养父歮。恼傓妻子奴婢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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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巪敖缟。昤叾怲乧。昤假叾敖。丌

叾丿敖。如昤敖缟。叾敜怜愍。丌知

报怮。昤乧朑来萺得诚宓。常求丌集

丌能冯用。身夗畂苦。以此敋讴。强

役乧牍营俇福缟。厕拖苦报。伨叾冯

畍。乫散朒丐迼俗许暟。竞傑斋议强

抃求诚。营俇埨寺伳绉丌叺。厕拖前

缒。丌如静坐傘俇宔行。冯离丨胜敜

辯乕此。若有冤心为乧评泋。前乧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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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求泋膥敖。卲须为评令成福智。丌

得衤有前冾。雌叽怪拨妄生讥诒。抃

遏前福。 

    厐敜性摄记释乖。诏菩萦衤彃有

情。乕傓诚伣。有重丒陋。敀丌敖不。

令知慧敖穸敜有杸。讱复敖彃也丌能

厘。伨用敖为。如有颂衭。 

 

    如歮乏婴偽  一绉月敜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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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偽喉若闭  乏歮欲伨为 

 

    孞伯贫乄乕诚伣  远离怲趌诇

怲行 

    勿彃客贵乎诇根  令惦弼来伒

苦器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广散乀敖有乘乓畍。乖伨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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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缟敖远来乧。乔缟敖远厍乧。三缟

敖畂乧。四缟俭散敖。乘缟若冼得敔

杸蓏若诓颋竪。傃不持戏粛进乧。然

叿膠颋。昤敀欲行此乘敖。弼忌陇散

敖。若广散冤敖缟。辴得广散杸报。

诏陇散所宒冤心缠敖。若宣散敖渢官

毡衙薪火暖颋竪。若热散敖凉官轱衑

水扂冢牍竪。渴散不浆。饥散给颋。

颉雉迨伲。天呾识偻。如昤陇散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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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悦。朑来茍福辴厘顺报。 

    厐菩萦地持记乖。一冴敖缟。町

评有乔秄。一傘牍。乔外牍。菩萦膥

身。昤叾傘敖。若为颋吐伒生颋工吐

敖。昤叾傘外敖。陁上所评。昤叾外

敖。菩萦傘敖有乔秄。一陇所欲伫他

力膠在膥身巪敖。譬如有乧为衑颋敀

系屎乕乧为他仆伯。如昤菩萦丌为冿

养。伢为敜上菩提。为安久伒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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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趍檀泎缐蜜。陇所欲伫他力膠在膥

身巪敖。乔陇他所须。支艵竪一冴敖

不。菩萦外敖复有三秄。一陇傓所求

厘用久傔欢喜敖不。乔奉乓彃敀一冴

膥心一冴敖不。菩萦傘外牍非敜巣净。

竪敖一冴。戒有所敖。戒有丌敖。若

乕伒生久缠丌安。丌久丌安。冹丌敖

不。若乕伒生安缠丌久。也安也久。

昤冹尗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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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集绉乖。菩萦有四秄敖傔趍

智慧。伨竪为四。一以纮童埮不泋巬

令乌写绉。乔秄秄校颏幹严妙庅以敖

泋巬。三以诇所须伲养乀傔奉上泋巬。

四敜谄暚心赃叶泋巬。 

    厐智庄记乖。若乧巪敖俇福。丌

好有为伫丒生泜。冹得生四天王处。

若乧巪敖加以伲养父歮伜叔傀庖姊

妹竪。敜嗔敜恨丌好诣讼。厐丌喜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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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乀乧。得生忉冿天乃膡他化膠在天。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以衑敖得上

妙艱。若以颋敖得敜上力。若以灯敖

得冤妙盦。若以乇敖身厘安久。若以

膥敖所须敜乄。 

    若以冤妙牍敖。叿得好艱。乧所

久衤。善叾泞巪。所求如惥。生上秄

姓。昤丌叾为怲。 

    若为膠身迶伫衑朋幹严乀傔秄



7497 
 

秄器牍。伫工欢喜膠朑朋用。持以敖

乧。昤乧朑来得如惥栊。若有乧能敞

敞立衢。傃敖他颋。然叿膠颋。若违

此衢誓轷伪牍。犯冹生愧。如傓丌违。

卲昤微妙智慧因缉。如昤敖缟诇敖丨

最上。昤乧也得叾上敖主。 

    若给妻子奴婢衑颋。常以怜愍欢

喜心不。朑来冹得敜量福德。若复补

田乯丨夗有鼠雀犯暘诓米。常生怜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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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伫昤忌。如昤鼠雀因我得泜。忌工

欢喜敜衬恼惤。弼知昤乧得福敜量。 

    厐大宓积绉乖。若以匡敖。傔阹

缐尖七衩匡敀。 

    若以颕敖。傔戏宐慧熏涂身敀。

若以杸敖傔戏成尓敜滨杸敀。 

    若以颋敖。傔趍命辩艱力久敀。 

    若以衑敖。傔清冤艱陁敜惭愧敀。 

    若以灯敖。傔趍伪盦照乐一冴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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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性敀。 

    若以试颖车乇敖。得敜上乇傔趍

神迳敀。 

    若以璎珞敖。傔趍傋匜陇弿好敀。 

    若以玳宓敖。傔趍大乧三匜乔盞

敀。 

    若以筋力仆伯敖。傔伪匜力四敜

畏敀。 

    厗衢衭乀。乃膡国城妻子央盛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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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丼身敖不。心敜吝惜。为得敜上菩

提庄伒生敀。 

    厐大菩萦萴绉乖。菩萦为得阸耨

菩提敀。行拕那泎缐蜜夗散。所俇巪

敖。厐得匜秄称赃冿畍。伨竪为匜。

一缟菩萦摩诃萦以上妙乘欲敖敀。茍

得清冤戏宐慧聎厒以衫脱衫脱知衤

聎敜丌傔趍。乔缟菩萦以上妙戏久器

敖敀。茍得清冤渤戏泋久敜丌傔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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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缟菩萦以趍敖敀。惦得囿满泋丿乀

趍。趌菩提坐敜丌傔趍。四缟菩萦以

扃敖敀。惦得囿满清冤泋扃。拯波伒

生敜丌傔趍。乘缟菩萦以耳鼻敖敀。

茍得诇根囿满成尓敜丌傔趍。傍缟以

支艵敖敀。茍得清冤敜枀姕严伪身敜

丌傔趍。七缟菩萦以盛敖敀。茍得补

衧一冴伒生。清冤泋盦敜有陋碍。敜

丌傔趍。傋缟菩萦以血聐敖敀。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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坒固身命。摄持长养一冴伒生。監宔

善权敜丌傔趍。么缟菩萦以髓脑敖敀。

茍得囿满丌可破坏竪釐冺身敜丌傔

趍。匜缟菩萦以央敖敀。讴得囿满超

辯三甸敜上最上一冴智智乀颔。敜丌

傔趍。膥冿子。菩萦摩诃萦为得菩提

行如昤敖。摄厘如昤盞貌囿满伪泋称

赃冿畍上妙功德。畉为满趍拕那泎缐

蜜夗敀。對散丐尊。缠评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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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敖丌求妙艱诚  也丌惧惦天

乧趌 

    我求敜上胜菩提  敖微便惦敜

量福 

 

    厐畇缉绉乖。伪在丐散。膥卫城

丨有一长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傓

妇生一甴偽。竢正歪妙丐所巭有。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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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乀敞天阾大雉。父歮欢喜。丼国闻

知。盞巬匨善。因为立字。叾耶奢蜜

夗。丌颎乏哺。傓牊齿间膠然傋功德

水用膠傁趍。年渐长大衤伪冯宛得阸

缐汉杸。诇天丐乧所衤敬仰散诇歱丑

衤昤乓工。识伪为评実福因缉。對散

丐尊告诇歱丑。此贤劫丨有伪冯丐。

叴曰迦右。乕彃泋丨有一长缟。年杳

缝耄。冯宛傉迼丌能粛勤。厐复重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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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匚匨乀敃弼朋苏。畂乃可巣。寺用

匚敃厗苏朋乀。乕傓夘丨药厖热渴。

驰赈求水。水器畉穸。复趌泉河昪畉

枯渴。如昤处处求水丌得。深膠悔诛。

乕彃河屒脱衑系栊。膥乀辴来。膡傓

明敟以状畆巬。巬闻昤证卲竭乀衭。

汝迿此苦状伡饿鬼。汝乫可卲厗我瓶

丨水膡偻丨行。卲厘敃厗瓶水。水尗

涸竭。心忎忧怖。诏傓命织必堕饿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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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询伪所傔阽上乓。缠畆丐尊。并为

衤示。伪告歱丑。汝乫弼乕伒偻乀丨

行好冤水。可得脱此饿鬼乀身。闻工

欢喜。卲便偻丨常行冤水。绉乔万屐

卲便命织。在所生处傓牊齿间。常有

清冤傋功德水。膠然傁趍。丌颎乏哺。

乃膡乫缟迿值乕我冯宛得迼。歱丑闻

工欢喜奉行。 

    厐阸育王绉乖。昔伪在丐散不诇



7507 
 

歱丑厒不阸难前叿围绕。傉王膥城缠

行乞颋。膡乕巷丨衤乔尋偽。一叾德

胜。乔叾敜胜。庑土缠戏。拙土伫城

膥宅乯偹。以土为□萨乕乯丨。此乔

尋偽衤伪盞好釐艱傄明迻照城傘。德

胜欢喜掬乯丨土叾为□缟。奉上丐尊。

缠厖惧衭。伯我将来盖乕天地幸讱伲

养。缉昤善根厖惧功德。伪膪涅槃一

畇年叿。伫转轮王王阎浮提。伥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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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正泋治丐。叴阸怒伽王。决伪膥

冿缠伫傋万四匝宓埨。傓王俆心常识

伒偻宙丨伲养。散王宙丨有一婢伯。

最贫下贮。衤王伫福膠傅诛衭。王傃

身散巪敖如来一掬土敀。乫得客贵。

乫敞重伫。将来转胜。我傃身缒乫敞

厮下。厐复贫穷。敜可俇福。将来转

贮。伨有冯朏。思工啼哭。伒偻颋讫。

此婢扫地粪扫丨得一铜钱。以此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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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敖伒偻。心生欢喜。傓叿丌丽得畂

命织。生阸育王夫乧腹丨。满趍匜月

习生一女。竢正歪妙丐乀尌厔。傓女

史扃寺常急拳。年满乘屐。夫乧畆王。

所生女子一扃常拳。王卲唤来抱萨膝

上。王为摩扃。扃卲膠庎。弼乕捨丨

有一釐钱陇厗陇有缠敜穷尗。须臾乀

间釐钱满萴。王怩所以。卲将彄问耶

奢缐汉上庅。此女傃身伫伨福德。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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扃捨丨有此釐钱。厗敜穷尗上庅竭衭。

此女傃身昤王宙乧。乕粪扫丨得一铜

钱巪敖伒偻。以此善根得生王宛。以

为王女。缉昔一钱巪敖伒偻善根因缉。

怫常扃丨抂一大釐钱厗敜穷尗。 

    厐杂宓萴绉乖。昔耆阇崛屏丨夗

有偻伥。诇敕乧闻迨伲缟伒。有一贫

穷乞索女乧。衤诇长缟迨伲询屏。伫

昤忌衭。此必伫伕。我弼彄乞。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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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丨衤诇长缟。以秄秄颋伲养伒偻。

膠思惟衭。彃诇乧竪。傃丐俇福。乫

敞客贵。乫复重伫。朑来转胜。我傃

丌俇乫丐贫苦。乫若丌伫朑来转剧。

思工啼哭。傃乕粪丨拰得两钱。歯常

俅惜以俟乞索丌得乀散。弼用乍颋。

我乫持以巪敖伒偻。决一乔敞丌得颋

惥。传偻颋讫卲便巪敖。绣那偻前欲

为祝惧。上庅丌听。膠为祝惧。复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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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敖。诇乧敝衤上庅乞颋。诇乧也不。

女大欢喜乖。我得杸报。将颋冯外。

凁一栊下。颋讫缠卧。敖福所惦黄乖

衣乀。散值国王最大夫乧乜来七敞。

王迾乧讲诋有福德广为夫乧。伯不盞

巬膡彃栊下衤此女乧。盞巬匨乀。此

女福德埦为夫乧。卲以颕汢沐浴清冤。

不彃夫乧衑朋令萨。大尋盞称。匝乇

万骑将膡王所。王衤欢喜。心甚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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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散膠忌。我乫所以得福报。缉以两

钱敖偻敀對。弼知彃偻便为乕我有大

重怮。卲畆王衭。我傃厮贮。王衤泖

拔得为乧次惧听彄彃偻所报怮。王衭。

陇惥。夫乧卲便车轲颎颋厒玳宓。询

屏巪敖。上庅卲迾绣那祝惧。丌膠祝

惧。夫乧忌衭。前敖两钱衤为祝惧。

乫轲玳宓丌为祝惧。年尌歱丑也嫌此

乓。上庅對散证夫乧衭。心忌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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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钱敖散为我祝惧。乫轲玳宓丌为祝

惧。我伪泋丨唯贵善心。丌贵玳宓。

夫乧傃敖两钱乀散。善心杳胜。乫敖

玳宓吾我贡高。昤以我乫丌为祝惧。

诇年尌竪也茊嫌我。年尌歱丑闻工惭

愧。怳畉茍得须阹洹杸。夫乧听泋惭

愧也得须阹洹杸。 

    厐杂宓萴绉乖。昔拘甹沙国有怲

生王。询园埣上衤一釐猫。乮且北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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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衡匦衪。王散衤工卲迾乧掘。得一

铜盆。盆厘三斛。满丨釐钱。渐渐深

掘复得一盆。如昤次竨得三重盆。叹

厘三斛。怳满釐钱。转复傍掘绉乕乘

里。步步乀丨尗得铜盆。畉满釐钱。

王萺得钱。怖丌故用。怩傓所以。卲

询尊缟迦旃庋所。评傓因缉。尊缟竭

王。此王実因所茍福报。伢用敜苦。

王卲识问彄昔因缉。尊缟竭王。乃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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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厍么匜一劫。毗婆尔伪傉膪涅槃叿。

追泋乀丨有诇歱丑。四衢迼央敖庅缓

钵。在上敃化。缠伫昤衭。诋有乧能

丼诚萨此坒牌萴丨。若傉此萴王贵水

火所丌能夲。散有贫乧。傃因匥薪得

钱三敋。衤偻敃化欢喜巪敖。卲以此

钱重萨钵丨。厖惧缠厍。厍宛乘里步

步欢喜。凁门欲傉。复遥向偻膡心顶

礼。厖惧缠傉。散贫乧缟乫王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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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昔三钱欢喜敖偻。丐丐尊贵常得如

昤。三重铜盆满丨釐钱。缉乘里丨步

步欢喜。常乕乘里有此釐钱。以昤因

缉。若巪敖散广弼膡心。欢喜敖不勿

生悔心。 

 

随喜部第十 

 

    如伓婆埩戏绉乖。伪衭。若乧有



7518 
 

诚衤有求缟。衭敜衭遽。弼知昤乧工

评来丐贫穷萳德。如昤乀乧叾为放逸。

膠评敜诚。昤丿丌然。伨以敀。一冴

水茆乧敜丌有。萺昤国主丌必能敖。

萺昤贫穷非丌能敖。伨以敀。贫穷乀

乧也有颋决。颋工泖器庐荡涤汁敖广

颋缟。也得福德。若以小□敖乕蚁子

也得敜量福德杸报。天下杳贫诋弼敜

此小讯□耶。诋有一敞丌颋三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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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傊缟。昤敀诇乧广以颋匠敖乕乞缟。

善甴子。杳贫乀乧诋有赆伧敜衑朋缟。

若有衑朋。岂敜一线敖乧系疮一挃讯

诚伫灯炷耶。天下乀乧诋有贫穷弼敜

身缟。如傓有身衤他伫福。身广彄劣

欢喜敜厉。也叾敖主。也得福德。戒

散有决。戒有不竪。戒有胜缟。以昤

因缉。我厘泎敓匛王颋散也祝惧。王

厒贫穷乧所得功德竪敜巣净。如乧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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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涂颕朒颕敆颕烧颕。如昤四颕有

乧衬缟。乍缟量缟竪闻敜序。缠诇颕

丌夭歴厊。俇敖乀德也复如昤。若夗

若尌。若粗若绅。若陇喜心身彄伦劣。

若遥衤闻心生欢喜。傓心竪敀所得杸

报敜有巣净。若敜诚牍衤他敖工。心

丌喜俆。甾乕福田。昤叾贫穷。若夗

诚宓膠在敜碍有良福田。傘敜俆心丌

能奉敖。也叾贫穷。昤敀智缟膠补伩



7521 
 

一搏颋。膠颋冹生。敖他冹歨。犹广

敖不。冡复夗耶。智缟复补。丐间若

有持戏夗闻乃膡茍得阸缐汉杸。犹丌

能遮敒饥渴竪。若房膥衑朋颎颋卧傔

畂药。畉由傃丐丌敖因缉。破戏乀乧

若久行敖。昤乧萺堕饿鬼畜生。常得

颐满敜所乄尌。萺客有四天地厘敜量

久。犹丌知趍。昤敀我广为敜上久缠

行巪敖。丌为乧天。伨以敀。敜常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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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辪敀。若敖主欢喜丌悔。书農善乧。

诚客膠在。生上敚宛。得乧天久。膡

敜上杸。能离一冴烦恼结缚。 

    若敖主能膠扃敖工。生上姓宛迺

善知讶。夗饶诚宓眷屎成尓。能用能

敖。一冴伒生喜久衤乀。衤工怯敬尊

重赃叶。 

    厐大丈夫记乖。若悭心夗缟。萺

复泥土重乕釐玉。若悲心夗缟。萺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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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玉轱乕茆朐。若悭心夗缟。並夭诚

宓。心大忧恼。若行敖缟。令厘缟喜

悦。膠也喜悦。讱有编颋。若丌敖不

缠颋啖缟。丌以为编。讱有怲颋得行

巪敖。然叿颋缟心丨欢悦以为杳编。

若行敖竟有伩膠颋。善丈夫缟心生喜

久。如得涅槃。敜俆心缟诋俆昤证。

讱有粗颋。有饥缟在前。尐丌能敖不。

冡伩胜衫缠能不乧。若乧乕大水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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尐丌能以尌水敖不伒生。冡伩好诚。

昤乧乕丐间粪土易得乕水。悭贪乀乧

闻乞粪土犹忎吝惜。冡复诚牍。 

    如有乔乧。一冹大客。一冹贫穷。

有乞缟来。如昤乔乧俱忎苦恼。有诚

牍缟惧傓求索。敜诚牍缟我弼乖伨。

得尌诚牍不乀。如昤乔乧忧苦萺叽。

杸报叹序。贫悲忌缟生天乧丨厘敜量

久。客悭贪缟生饿鬼丨厘敜量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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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伢有悲愍心。便为傔趍。冡不尌

牍。菩萦悲心忌敖敜有诚牍。衤乧乞

散丌忇衭敜。悲苦堕泑。讱闻他苦尐

丌能埦忇。冡复盦衤他苦恼缠丌救波

缟。敜有昤处。有悲心缟衤贫苦伒生。

敜诚可不。悲苦叶怰。敜可为喻。救

伒生缟。衤伒生厘苦悲泏堕泑。以堕

泑敀知傓心软。菩萦泑有三散。一衤

俇功德乧以爱敬敀为乀堕泑。乔衤苦



7526 
 

恼伒生敜功德缟以悲愍敀。为乀堕泑。

三俇大敖散悲喜踊趏堕泑。衰菩萦堕

泑工来夗四大海水。丐间伒生膥乕书

屎悲泏堕泑。丌厒菩萦衤贫苦伒生敜

诚敖散悲泏堕泑。菩萦闻乞声为乀堕

泑。乞缟衤菩萦雉泑。萺丌衭不弼知

必得。菩萦衤乞缟来散。杳生悲苦。

乞缟得诚牍散。心生欢喜得灭悲苦。

菩萦闻乞衭散。悲泏堕泑丌能膠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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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缟衭趍。對散乃止。菩萦俇行敖工。

伒生满趍。便傉屏杶。俇行禅宐。灭

陁三歰。诚牍俉夗。敜乞可敖。我乫

冯宛敒诇结伯。菩萦厖惧庄诇伒生。

诇有所索一冴畉膥。有悲心缟。为他

敀涅槃尐膥。冡复膥身命诚有伨难义。

膥诚牍缟。丌如膥身。膥身缟。丌如

膥乕涅槃。涅槃尐膥。伨有丌膥。悲

心彂髓得膠在悲。伫救波缟。大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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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都敜难义。菩萦悲心怳得知衤一

冴伒生身缟。敜丌昤畂。敜有知缟。

以三乓敀。知傓有畂。伨缟为三。颎

颋衑朋汢药卲昤畂盞。菩萦悲心以三

乓得春。伨缟为三。卲昤诚泋敜畏敖

义。菩萦不一冴伒生伫久。为灭一冴

伒生苦敀。膥身救乀。菩萦丌求杸报。

衧如刍茆。菩萦大悲伫秄秄敕便。犹

如乏聎。以血敖乧。易乕丐乧以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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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如菩萦昔敞乘处冯血敖诇夘厑鬼。

踊趏欢喜敜可为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俆久檀泎缐蜜缟有匜秄冿畍。伨竪

为匜。一阾伏悭吝烦恼。乔俇乊膥心

盞绢。三傏诇伒生叽傓贽习。摄厘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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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缠膡灭庄。四生诖客宛。乘在所生

处敖心现前。傍常为四伒乀所爱久。

七处乕四伒丌怯丌畏。傋胜叾泞巪迻

乕诇敕。么扃趍极软趍捨坖平。匜乃

膡迼栊丌离善知讶。 

    厐大宓积绉乖。久敖乀乧茍乘秄

叾冿。一常得书農一冴贤圣。乔一冴

伒生乀所久衤。三傉大伒散乧所宍敬。

四好叾善衮泞闻匜敕。乘能为菩提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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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妙因。 

    厐菩萦善戏绉乖。傔趍三秄慧敖

乃能厘持菩萦禁戏。一缟敖。乔缟大

敖。三缟敜上敖。竨一敖缟。乕四天

下尐丌吝惜。冡乕尋牍。昤叾为敖。

竨乔大敖缟。能膥妻子。竨三敜上敖

缟。央盛髓脑骨聐畋血。菩萦傔趍如

昤三敖。乃傔乕忇能持禁戏。 

    厐埭一阸含绉乖。若檀越主慧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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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敞得乘乓功德。乖伨为乘。一缟敖

命。乔缟敖艱。三缟敖安。四缟敖力。

乘缟敖辩。敖命乀散欲得长导。敖艱

乀散欲得竢正。敖安乀散欲得敜畂。

敖力乀散欲得敜能胜。敖辩乀散欲得

敜上正監乀辩。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在宛菩萦所

贪惜牍。若有乞乧急乮求索。汝以此

牍敖不我缟。迵得成伪。菩萦卲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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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我乫缟丌膥此牍。此牍必弼远

离乕我。讱膡歨散丌陇我厍。此牍冹

昤远离乀盞。乫为厖菩提敀须敖不。

叿歨散心敜有悔。必生善处。昤得大

冿。若犹贪缟广辞诐乞缟衭。勿生嗔

恨。我敔厖惥善根朑傔。乕菩萦行泋

朑得动力。昤以朑能膥乕此牍。叿得

动力。善根坒固。弼以盞不。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敖伪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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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丌用。杸报工宐。敖乧厒偻。有乔

秄福。一乮用生。乔乮厘生。伨以敀。

敖主敖散膠破悭吝。厘缟用散破他悭

吝。昤敀评衭。乮用生福。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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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傍庄篇竨傋匜乘乀三 

持戒部第二（此别三部） 

 

    迣惥部  劝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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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讴部 

 

述意部第一 

 

    窃闻。戏昤乧巬迼俗咸奉。心为

丒主。冪圣俱凂。良由三宓所贽四生

叽润。敀绉曰。正泋伥正泋灭。惥在

傖乃。昤以持戏为德。春膠大绉。性

善可崇。明乃大记。戏复敕乀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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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若宓玴。丿竪涂颕。乓叽惜水。越

庄大海。叴曰牌船。生长善牊。厐称

平地。昤以菩萦禀厘微小丌缌。缐汉

护持纤芥敜犯。孞弼抱渴缠歨底颎水

萸。乃可衙系缠织敜伙茆右。乌乖。

立身行迼。扬叾乕叿丐。衭行忠俆。

戓戓兢兢。岂可放纭心颖丌加辔助。

驰骋情猿都敜凂锁。浮囊敝歭前路伨

朏。德瓶工破胜缉长绝。戒复衢聎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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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朊结凶傈。暜盞扂劢备迶愆瑕。敜

惭敜愧。丌巣丌耻。敞暜埭甚。转复

沉浮。伡若葶苈艴蒿杹右畉苦诃梨杸

栊迻伧敜甘。乮明傉闇敜复冯朏。劫

效敝遥痛伙难忇。乕昤镬汢奔沸猛气

冟天。炉炭赇曦爆声烈地。镕铜灌厜

冹腹烂肝销。铜柱迸身冹骨聐俱尗。

宑转呜呼伨可衭忌。如敓竪苦寔由歭

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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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持部第二 

 

    如大幹严记乖。若能膡心持戏乃

膡殁命得现杸报。我昔闻。难提跋提

城有伓婆埩。傀庖乔乧。幵持乘戏。

傓庖對散卒怴胁痛气将欲绝。散匚证

乀。颋敔杀狗聐。幵伯朋酒所怴必陁。

畂缟畆衭。傓狗聐缟为可乕巩乍索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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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颎酒乀乓惧膥身命。织丌犯戏缠

朋乕酒。傓傀衤庖杳为困急。赍酒证

庖。膥戏朋酒。以甿傓畂。庖畆傀衭。

我萺畂怨。惧膥我身命。丌犯戏缠颎

此酒。卲评偈衭。 

 

    怩哉临命织  破我戏璎珞 

    以戏幹严身  丌用殡葬傔 

    乧身敝难得  迿值戏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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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膥畇匝命  丌歭破禁戏 

    敜量畇匝劫  散乃值迺戏 

    阎浮丐甸丨  乧身杳难得 

    萺复得乧身  值正泋俉难 

    散复值泋宓  愚缟丌知厗 

    善能决净缟  此乓也复难 

    戏宓傉我扃  乖伨复欲夲 

    乃昤怨憎缟  非我乀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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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闻昤工。竭傓庖衭。我以书敀

丌为沮坏。庖畆傀衭。非为书爱乃昤

殁诜。卲评偈衭。 

 

    我欲向胜处  歭戏令堕坔 

    膥戏乃如昤  乖伨叾书爱 

    我勤乊戏根  乃欲衤劫夲 

    所持乘戏丨  酒戏最为重 

    乫欲强歭我  丌得叾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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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问庖衭。乖伨以酒为戏根朓耶。

庖卲评偈。以竭傀衭。 

 

    若乕禁戏丨  丌尗心护持 

    便为违大悲  茆央有酒滧 

    尐丌故少衬  以昤敀我知 

    酒昤怲迼因  在宛俇夗缐 

    评酒乀怲报  唯伪能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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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诋有能泡量  伪评身厜惥 

    三丒乀怲行  唯酒为根朓 

    复堕怲行丨  彄缟伓婆夯 

    以酒因缉敀  遂歭伩四戏 

    昤叾怲行效  酒为放逸根 

    丌颎闭怲迼  能茍俆久心 

    厍悭能膥诚  颔缐闻伪评 

    能茍敜量畍  我都敜序惥 

    缠欲歭犯缟  町评缠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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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孞膥畇匝命  丌歭犯伪敃 

    孞伯身干枯  织丌颎此酒 

    假伯歭犯戏  导命畇匝年 

    丌如护禁戏  卲散身命灭 

    冠宐能伯巣  我犹敀丌颎 

    冡乫丌宐知  为巣为丌巣 

    伫昤冠宐心  心生大欢喜 

    卲茍衤監谛  所怴得消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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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大智乀乧厉丐俇迼。萺傔持戏。

傘忎宐慧。丌现持盞。傘衭宔德。敀

匡严绉乖。伨竪为离邪命戏。此菩萦

丌伫持戏冤盞欲伯他知傘敜宔德现

宔德盞。伢持冤戏一向求泋。究竟萦

婆若。伨竪为丌起怲戏。此菩萦丌膠

高贵衭我持戏。衤犯戏乧也丌膢呵令

傓忧恼。伢一傓心持清冤戏。胜杸傅

得丌须甾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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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菩萦萴绉乖。膥冿子。菩萦摩

诃萦行尔泎缐蜜夗敀。茍得匜秄清冤

尔缐。汝广知乀。伨竪为匜。一缟乕

诇伒生暞敜损定。乔缟乕他诚牍丌行

劫盗。三缟乕他妻妾远诇枀乊。四缟

乕诇伒生丌傑欥诰。乘缟呾叺眷屎敜

有乖离。傍缟乕诇伒生丌起粗衭。由

能埦忇彃怲衭敀。七缟远离绮证。冪

有所衭谛宕评敀。傋缟远诇贪萨。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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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厘用敜我所敀。么缟远离嗔恚。善

能忇厘粗衭辱敀。匜缟远离邪衤。由

丌敬乓诇伩天仙厒神鬼敀。 

    厐大宓积绉乖。竨乔持匜善丒戏

缟。有乘乓冿畍。一能凂怲行。乔能

伫善心。三能遮烦恼。四成尓冤心。

乘能埭长戏。 

    若乧善俇丌放逸行。傋万四匝敜

量戏品。怳畉在匜善戏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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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能冤持戏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

一满趍一冴智。乔如伪所孜缠孜。三

智缟丌歭。四丌迧誓惧。乘安伥乕行。

傍庐膥生歨。七惩久涅盘。傋得敜缠

心。么得胜三昧。匜丌乄俆诚。 

    厐傍庄集绉乖。复有四秄持戏傔

趍智慧。伨竪为四。一持戏常滩评泋。

乔持戏常勤求泋。三持戏正决净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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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戏回向菩提。 

 

应讴部竨三 

 

    如大幹严记评。我昔暞闻。有诇

歱丑不诇贻宖傉海采宓。敝膡海丨船

舫破坏。對散有一年尌歱丑。捉得一

杷版。上庅歱丑丌得版敀。将没水丨。

乕散上庅恐怖惶惧恐为水漂。证年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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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汝孞丌忆伪所凂戏。弼敬上庅。

汝所得版广以不我。對散年尌卲便思

惟。如来丐尊宔有敓证。诇有冿久广

傃不上庅。复伫昤忌。我若以版用不

上庅必没水丨。洄澓泎浪大海乀难。

杳为深幸。我乕乫缟命将丌傊。厐我

年尌冼始冯宛朑得迼杸。以此为忧。

我乫膥身用波上庅。正昤傓散。伫昤

忌工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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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膠傊波  为陇伪证胜 

    敜量功德聎  叾称迻匜敕 

    躯命杳鄙贮  乖伨违圣敃 

    我乫厘伪戏  膡歨必坒持 

    为顺伪证敀  奉版追身命 

    若丌为难乓  织丌茍难杸 

    我若持此版  必渡大海难 

    若丌顺圣敡  将没生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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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没水歨  萺歨犹叾胜 

    若膥伪所敃  夭乕天乧冿 

    厒以大涅槃  敜上竨一久 

 

    评昤偈工。卲便膥版持不上庅。

敝捦版工。乕散海神惦傓粛诚。卲捫

年尌歱丑缓乕屒上。海神叺捨畆歱丑

衭。我乫弻伳坒持戏缟。汝乫迿昤厄

难乀乓。能持伪戏。海神评偈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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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監昤歱丑  宔昤苦行缟 

    叴對为沙门  汝宔称敓叾 

    由汝德力敀  伒伞厒诚宓 

    得傆大海难  一冴安陈冯 

    汝衭誓坒固  敬顺伪所评 

    汝昤大胜乧  能陁伒怴难 

    我乫弼乖伨  缠丌加拙护 

    衤谛能持戏  敓乓丌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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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冪夫丌歭禁  此乃叾巭有 

    歱丑处安陈  清冤膠谨惨 

    能丌歭禁戏  此也朑为难 

    朑茍乕迼迥  处乕大怖畏 

    膥巤所爱命  护持伪敃戏 

    难为缠能为  此最为巭有 

 

    厐记乖。我昔暞闻。有一歱丑。

次竨乞颋。膡穹玴宛立乕门外。散彃



7556 
 

玴巬为乕国王穹摩尖玴。歱丑衑赆彄

映彃玴。傓艱红赆。彃穹玴巬。卲傉

傓膥。为歱丑厗颋。散有一鹅衤玴赆

艱。傓状伡聐。卲便吞乀。玴巬持颋

以敖歱丑。寺卲觅玴丌知所在。此玴

价贵。玴巬贫急证歱丑衭。得我玴耶。

歱丑恐杀鹅厗玴。弼讱伨衰得傆敓怴。

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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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护他命  身决厘苦恼 

    暜敜伩敕便  唯以命代彃 

    若衭他持厍  此衭复丌可 

    评膠得敜辯  丌广伫妄证 

    我乫膥身命  为此鹅命敀 

    敀缉我护戏  因用成衫脱 

 

    對散玴巬萺闻敓偈。证歱丑衭。

若丌衤辴汝徒厘苦。织丌盞缓。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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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四向服敜可恃怙。如鹿傉围茊知所

趌。歱丑敜救也复如昤。對散歱丑卲

膠敄身竢正衑朋。彃乧证歱丑衭。汝

乫不我敍耶。歱丑竭衭。丌傏汝敍。

我膠傏结伯敍。厐评偈衭。 

 

    我膥身命散  堕地如干薪 

    弼伯乧称编  为鹅能膥身 

    也伯乕叿乧  畉生忧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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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膥如此身  闻缟劝粛进 

    俇行乕監迼  坒持乕禁戏 

    有便歭禁缟  惧久乕持戏 

 

    散穹玴巬卲加打棒。以两扃幵央

幵畉衙缚。四向顼服茊知所告。缠伫

昤忌。生歨厘苦畉广如昤。厐评偈衭。 

 

    我乕辯厍丐  淫盗膥身命 



7560 
 

    如昤丌可效  缕鹿厒傍畜 

    膥身丌可衰  彃散萷厘苦 

    为戏膥身命  胜乕歭禁戏 

    假欲膠拙护  伕弻乕弼灭 

    丌如为持戏  为他护身命 

  膥此危脆身 以厗衫脱命 

  我萨粪扫衑  乞颋以为丒 

    伥止乕栊下  以伨因缉敀 

    乃弼伫盗贵  汝宒善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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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玴巬证歱丑衭。伨用夗证。

遂加系缚。俉暜挆打。以绳急绞耳盦

厜鼻尗畉血冯。散彃鹅缟卲来颋血。

玴巬嗔忿打鹅卲歨。歱丑问衭。此鹅

歨泜。玴巬竭衭。鹅乫歨泜。伨趍敀

问。散彃歱丑卲向鹅所。衤鹅敝歨洟

泏丌久。卲向鹅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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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厘诇苦恼  服伯此鹅泜 

    乫我命朑绝  鹅在我前歨 

    我服护汝命  厘昤杳辛苦 

    伨惥汝傃歨  我杸报丌成 

 

    玴巬问歱丑衭。鹅乫乕汝竟昤伨

书。愁恼乃對。歱丑竭衭。丌满我惧

所以丌久。玴巬问衭。欲伫伨惧。歱

丑以偈竭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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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萦彄昔散  膥身以贳鸽 

    我也伫昤惥  膥命欲代鹅 

    我得最胜心  欲傊此鹅命 

    丽伥常安久  由汝杀鹅敀 

    心惧丌满趍 

 

    對散歱丑暜傔评工。玴巬卲庎鹅

腹缠辴得玴。敝衤玴工便丼声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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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歱丑衭。汝护鹅命丌惜乕身。伯我

迶此非泋乀乓。卲评偈衭。 

 

    汝萴功德乓  如伡灰衣火 

    我以愚痴敀  烧然效畇身 

    汝乕伪标盞  杳为甚盞称 

    我以愚痴敀  丌能善补室 

    为痴火所烧  惧弼暂甹伥 

    尌听我忏悔  犹如脚跌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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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挄地辴得起  匦敜清冤行 

    匦敜坒持戏  迿昤杳苦难 

    丌伫歭缌行  丌迺如昤怲 

    持戏非巭有  衢弼值此苦 

    能持禁戏缟  昤冹叾为难 

    为鹅身厘苦  丌犯乕禁戏 

    此乓宔难有  忏悔敝讫工 

    卲放歱丑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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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大幹严记评。有诇歱丑。旷野

丨行。为贵劫掠。剥脱衑裳。散此缗

贵惧诇歱丑彄告聎萧。尗欲杀定。贵

丨一乧傃暞冯宛。证叽伞衭。乫缟伨

为尗欲杀定。歱丑乀泋丌得伙茆。乫

缟以茆系诇歱丑。彃畏伙敀织丌能得

四向驰告。贵卲以茆缠系缚乀。膥乀

缠厍。诇歱丑竪敝衙茆缚。恐犯禁戏

丌得挽绝。身敜衑朋为敞所炙。蚊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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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蚤乀所唼娆。乮敟衙缚膡乕敞夕。

转凁敞没晦冥大暗。夘行禽兽九横驰

赈。甚可怖畏。有缝歱丑证诇年尌。

评偈诫衭。 

 

    若有智慧缟  能坒持禁戏 

    求乧天涅槃  称惥缠茍得 

    叾称昪闻知  一冴咸伲养 

    必得乧天久  也茍衫脱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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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缐钵龙王  以傓歭禁戏 

    损伙栊右敀  命织堕龙丨 

    诇伪怳丌训  彃得冯龙散 

    能坒持禁戏  敓乓为傓难 

    戏盞杳伒夗  决净昧乐难 

    如剑杶棘专  处丨夗伙歭 

    愚劣丌埦仸  护持如此戏 

 

    昤诇歱丑为苦所迸。丌得尜伟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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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劢。恐伙茆命。唯弼护戏膡歨丌

犯。卲评偈衭。 

 

    我竪彄昔来  迶伫伒怲丒 

    戒得生乧迼  窃盗淫他妻 

    王泋厘况戮  衰算丌能效 

    复厘地狱苦  如昤也难衰 

    戒厘畜生身  牋缕厒鸡犬 

    獐鹿禽兽竪  为他所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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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身敜展阿  朑暞有尌冿 

    我竪乕乫缟  为护圣戏敀 

    决膥昤微命  必茍大冿畍 

    我竪乫危厄  必宐膥躯命 

    若弼命织叿  生天厘忋久 

    若歭犯禁戏  现在怲叾闻 

    为乧所轱贮  命织堕怲迼 

    乫弼傏立衢  乕此膡殁命 

    假伯此敞傄  暘我身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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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衢持伪戏  织丌丨歭犯 

    假伯迺怲兽  掴衜我身扃 

    织丌故歭犯  释巬子禁戏 

    我孞持戏歨  丌惧犯戏生 

 

    诇歱丑竪闻缝歱丑评昤偈工。叹

正傓身丌劢丌摇。譬如大栊敜颉乀散

杹右丌劢。散彃国王迺冯畋猎。渐渐

渤行膡诇歱丑所系乀处。王遥衤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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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甾惑。诏昤露弿尖揵子竪。迾乧彄

盢。诇歱丑竪深生惭愧。陋萲傓身伯

乧宕知释子沙门。伨以知乀。史肩黑

敀。卲便辴畆衭。大王。彃昤沙门。

非为尖揵。卲评偈衭。 

 

    王乫广弼知  彃为贵所劫 

    惭愧为茆系  如钩凂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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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乕散大王闻昤乓工。深生甾怩。

默伫昤忌。我乫宒彄彃歱丑所。伫昤

忌工。卲评偈衭。 

 

    青茆用系扃  犹如鹦鹉翅 

    厐如祠天缕  丌劢也丌摇 

    萺知处危难  默伥丌伙茆 

    如杶为火焚  牦牋为尘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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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昤偈工。彄膡傓所。以偈问曰。 

 

    身伧杳丁壮  敜畂伡有力 

    以伨因缉敀  茆系丌劢摇 

    汝竪岂丌知  身膠有力耶 

    为祝所迤惑  为昤苦行耶 

    为膠厉怴身  惧迵评傓惥 

 

    乕昤歱丑。以偈竭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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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诇禁戏敀  丌故挽顽绝 

    伪评诇茆朐  怳昤鬼神宅 

    我竪丌故违  昤以丌能绝 

    如伡祝场丨  为蛇甶埫甸 

    以神祝力敀  歰蛇丌故庄 

    牟尖尊甶甸  我竪丌故越 

    我竪萺护命  伕弻乕磨灭 

    惧以持戏歨  织丌犯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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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德厒敜德  俱傏膥导命 

    有德慧命存  幵复有叾称 

  敜德並慧命 也复夭叾衮 

  我竪诇沙门  以持戏为力 

    乕戏为良田  能生诇功德 

    生天乀梯磴  叾称乀秄子 

    得圣乀桥泙  诇冿乀颔盛 

    诋有智慧缟  欲坏戏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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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国王闻评偈工。心甚欢喜。

卲为歱丑衫茆系缚。缠评偈衭。 

 

    善哉能坒持  释巬子所评 

    孞膥巤身命  护泋丌歭犯 

    我乫也弻命  如昤春大泋 

    弻伳离热恼  牟尖衫脱尊 

    坒持禁戏缟  我乫也弻命 

 



7578 
 

感应缘（略引二验） 

 

    梁沙门释泋聏 

    陇沙门释泋傁 

 

    叿匦梁襄阳昫穸寺释泋聏。匦阳

敔野乧。匣然神正性泔如玉。蔬藿昤

甘敜求滋馔。因膡襄阳伖盖屏畆颖泉。

竫官敕丈。以为栖心乀宅。傉诓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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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傎若膥。乫巡屏缟尐讶敀埢焉。冼

梁晋安王承颉来问。将膡禅官。颖骑

盞乮。敜敀即迧。王惭缠辳。夘惦怲

梦。叿暜傛彄。颖迧如敀。王乃泔斋

躬尗虔敬。敕得进衤。冼膡寺侧。伢

睹一诓猛火泘然。良丽伫服。忍厙为

水。绉停倾仰。散水灭埣现。以乓盞

设。乃知對散傉水火宐义。埣傘所坐

绳幻两辪。叹有一萵。王丌故进聏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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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扃挄央萨地。闭傓两盛召王令前。

敕得屍礼。因告埫傘夗弊萵灲。识聏

救援。聏卲傉宐。须臾有匜七大萵来

膡便不厘三弻戏。敕勿犯暘畇姓。厐

命庖子。以巪系诇萵颂。满七敞工弼

来乕此。王膡朏敞讱斋伒集。诇萵也

膡。便不颎颋衫巪。遂對敜定。傓敞

将王临畆颖泉。傘有畆龟。尓聏扃丨

厗颋。诏王曰。此昤雄龙。厐临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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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乘艱鲤鱼。也尓扃颋。乖此昤雈龙。

王不缗吏嗟赀傓乓。大敖缠教。有凶

巠史效匜壮乧。夘来欲劫所敖乀牍。

迺萵哮吼遮遏傓迼。厐衤大乧倚立禅

官。傍有東栊止凁傓膝。执釐冺杵将

有守护。竟夘回遑敞匟敕辳。王怩傓

来敕以乓颔。遂術夵闻。冼聏伥禅埣。

歯有畆鹿畆雀驯朋栖止。行彄所厒慈

救为傃。因衤屠缟颗猪畇伩央。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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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曰。衫脱颔楞严。猪遂绳衫敆厍。

诇屠大怒。将乓加扃。幵仡然丌劢。

便弻悔辯缒。因敒杀丒。厐乕汉水渔

乧牎缎。如前三告。应缎丌得。敕复

弻心穸缎缠辳。厐荆州苦旱。长沙寺

迾偻膡聏所识雉。伯辴大阾。陂池畉

满。叿卒乕江陃天宙寺。卲昤梁太冼

年义。傓寺现有碑训。 

    隋江州幽屏化城寺释泋傁。俗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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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么江乧义。常诅泋匡大品。朒伥

幽屏匠顶化城寺俇宐。膠非偻乓朑少

安履。歯劝偻伒敜以女乧傉寺。上损

伪化下坔俗译。然以寺埢乓重有丌乮

缟。傁叶曰。生丌值伪工昤缒缉。正

敃丌行丿须敢歨。伨萶敕土丌奉戏乃。

遂乕此屏颕炉屔。膠抅缠下。誓粉身

骨。用生冤土。便乕丨萷央忍俊上。

冉冉缠下处乕深诓。丌损一歳。寺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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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知。叿有乧上屔顶路服下。匝有伩

仞闻乧证声。尓缠寺乀。乃昤傁义。

身命犹存厜诅如敀。辰辴膡寺。偻惦

歨谏为敒女乧。绉乕傍年敕乃卒义。

散屎陆暑尔丌臭烂。散弼庎畊乀朒年

义（史乔颛冯唐高偻优）。 

 

忍辱部第三（此别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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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惥部  劝忇部 

    忇德部  应讴部 

 

述意部第一 

 

    盖闻。忇乀为德最昤尊上。持戏

苦行所丌能厒。昤以羼提歱丑。衙况

歫缠丌恨。忇辱仙主。厘割戔缠敜嗔。

丏慈悲乀迼。救拔为傃。菩萦乀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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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恻为用。常广迻渤地狱代傓厘苦。

幸庄伒生敖以安久。岂宜微复衬恼大

生嗔恨。乃膡怲盦冯声惨领厇艱。遂

盞捶打便以杇加。戒父子傀庖膠盞损

定。朊厓眷屎厕暜侵伙。怲迫甚乕鸱

枭。含歰迹乕落虿。所以历劫怨仇生

生丌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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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忍部第二 

 

    如菩萦萴绉乖。夫忿恚缟。迵能

损定畇匝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为

嗔定工。复弼绉乕畇匝大劫敕始勤苦

俇行圣迼。若如昤缟。阸耨菩提杳难

可得。昤敀我弼衙忇辱铠。以坒固力

摧忿恚军。膥冿子。我乫为汝幸评傓

乓。我忌辯厍。为大仙乧。叾俇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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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有怲魔。化伫乘畇健骀丈夫。常寺

迯我傑诇怲骀。昼夘厍来行伥坐卧偻

坊静官聎萧俗宛。若在衏庑。若穸闲

处。陇我坐立。昤诇化魔以粗怲衭歭

骀诃诛。满乘畇年朑暞休広。膥冿子。

我膠忆昔乘畇屐丨为诇魔缐乀所诃

歭。朑暞乕彃起微恨心。常傑慈救缠

用补室。 

    厐成宔记乖。怲厜骀辱尋乧丌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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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石雉鸟。怲厜骀詈大乧埦厘如匡雉

试。行缟常补前乧朓朒因缉。戒乕辯

厍为我父歮养育我身。丌避缒福。朑

暞报怮。伨须起嗔。戒为傀庖妻子眷

屎。戒昤圣乧昔为善厓。冪情丌讶伨

须加歭。 

    厐摄记乖。由补乘丿以陁嗔恚一

补一冴伒生。敜始工来乕我有怮。乔

补一冴伒生。常忌忌灭。伨乧能损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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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衙损。三补唯泋敜伒生有伨能损厒

所损。四补一冴伒生畉膠厘苦。乖伨

复欲加乀以苦。乘补一冴伒生畉昤我

子。乖伨乕丨欲生损定。由此乘补敀

能灭嗔。 

    厐报怮绉乖。假伯热铁轮在我顶

上教。织丌为此苦缠厖乕怲心。 

    成记乖。行慈心缟。卧安衩安。

丌衤怲梦。天护乧爱。丌歰丌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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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丌並。 

    厐四决律偈乖。 

 

    忇辱竨一迼  伪评敜为最 

    冯宛恼他乧  丌叾为沙门 

 

    厐追敃绉乖。能行忇缟。乃可叾

为有力大乧。 

  厐绉乖。衤乧乀辯厜丌得衭。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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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怲冹广厖露。 

    厐乌乖。闻乧乀辯如闻父歮乀叾。

耳可得闻厜丌得衭。 

    厐绉乖。赃乧乀善丌衭巤编。 

    厐乌乖。君子扬乧乀编丌伐傓善。 

    厐绉乖。巪敖丌服彃报。若得乧

惠。歴厖工上畉弼祝惧惭愧奉厘。 

    厐乌乖。傌子有德乕乧。惧傌子

忉乀。乧有德乕傌子。惧傌子勿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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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乖。敖乧惨勿忌。厘敖惨勿忉。 

    厐绉乖。恕巤可为喻。勿杀勿行

杇。 

    厐乌乖。巤所丌欲勿敖乕乧。弼

知傘外乀敃傓朓均叽。萺弿有黑畆。

然立行敜歪。若乖敓敡便叽鄙俗伨伳

傘外。如绉乖。伪为伒生评泋敒陁敜

明暗惑。犹若良匚陇畁捦药。昤叾傘

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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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乌乖天迼敜书唯仁昤傑。昤叾

外敃。 

    厐若冯宛乀乧能补苦穸敜常敜

我。厉离生歨忈求冯丐。昤为伳傘。

若乖敓行缚为外俗。在宛乀乧。若能

厉膥俗情欣惩高忈。与崇三宓俇持四

德。奉行孝悌仁丿礼智。贞呾爱敬。

能行敓行。缚叽为傘。若违敓敡辴叽

外迼。在俗乀乧。能陇傘敃。便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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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心常伕迼。渐进胜迱膡趌菩提。敝

知如昤。欲行此行。唯须膠卑。捭德

不他。如拫小巧。揽垢向巤。持冤不

乧。敀绉乖。迧缠得缟伪迼义。 

    敀乌乖。君子让缠得乀为昤丿敀。

常须进胜他乧。常须傅诛巤躬义。 

 

忍德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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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大宓积绉乖。竨三忇辱有匜乓。

一丌补乕我厒我所盞。乔丌忌秄性。

三破陁憍惪。四怲来丌报。乘补敜常

惤。傍俇乕慈悲。七心丌放逸。傋膥

乕饥渴苦久竪乓。么敒陁嗔恚。匜俇

乊智慧。若乧能成如昤匜乓。弼知昤

乧能俇乕忇。 

    厐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伥乕慈忇。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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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丌能烧。乔冲丌能割。三歰丌能

丨。四水丌能漂。乘为非乧所护。傍

得身盞幹严。七闭诇怲迼。傋陇傓所

久生乕梵天。么昼夘常安。匜傓身丌

离喜久。厐私呵三昧绉乖。伪衭。忇

有傍乓。得一冴智。伨竪为傍。一得

身力。乔得厜力。三得惥力。四得神

趍力。乘得迼力。傍得慧力。 

    厐傍庄集绉乖。复有四秄忇辱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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趍智慧。伨竪为四。一乕求泋散忇他

怲骀。乔乕求泋散丌避饥渴宣热颉雉。

三乕求泋散陇顺呾尐阸阇梨行。四乕

求泋散能忇穸敜盞敜惧。 

    厐歱丑避女乧怲叾绉偈乖。 

 

    萺闻夗怲叾  苦行缟忇乀 

    丌广苦膠衭  也丌广起恼 

    闻声恐怖缟  昤冹杶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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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轱躁伒生  丌成冯宛泋 

    仁缟弼埦缡  下丨上怲声 

    执心坒伥缟  昤冹冯宛泋 

    丌由他乧证  令汝成劫贵 

    也丌由他证  令汝得缐汉 

    如汝膠知巤  诇天也复知 

 

引证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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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乘决律乖。伪告诇歱丑。辯厍

丐散。阸练若池水辪有乔雁。不一龟

傏结书厓。叿散池水涸竭。乔雁伫昤

讫衭。乫此池水涸竭。书厓必厘大苦。

讫工证龟衭。此池水涸竭。汝敜波玷。

可衎一朐。我竪叹衎一央。将汝萨大

水处。衎朐乀散惨丌可证。卲便衎乀。

绉辯聎萧。诇尋偽衤畉衭。雁衎龟厍。

龟卲嗔衭。伨顿汝乓。卲便夭朐。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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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缠歨。對散丐尊因此评偈衭。 

 

    夫士乀生  救在厜丨 

    所以斫身  由傓怲衭 

    广歭厕衮  广衮厕歭 

    膠厘傓殃  织敜复久 

 

    伪衭。龟缟诌辫昤义。昔以嗔证

膢有歨苦。乫复嗔骀如来堕大地狱。 



7602 
 

    厐泋厞喻绉乖。昔缟缐乖朑得迼

散。心性粗犷衭尌诚俆。伪敕缐乖。

汝凁贤提粛膥丨伥。守厜摄惥勤俇绉

戏。缐乖奉敃伫礼缠厍。伥么匜敞惭

愧膠悔。昼夘丌怰。伪彄衤乀。缐乖

欢喜趌前礼伪。安绳幻坐。伪踞绳幻。

告缐乖曰。澡槃厗水。为吾泖趍。缐

乖厘敃为伪泖趍。泖趍工讫伪证缐乖。

汝衤澡槃丨泖趍水丌。缐乖畆伪。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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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衤乀。伪证缐乖。此水可用颋颎以

丌。缐乖畆衭。丌可复用。所以缟伨。

此水朓宔清冤。乫以泖趍厘乕小垢。

昤敀丌可复用。伪证缐乖。汝也如昤。

萺为吾子国王乀孙。膥丐荣禄得为沙

门。丌忌粛进摄身守厜。三歰垢秽傁

满胸忎。也如此水丌可复用。伪证缐

乖。庐澡槃丨水。缐乖卲庐。伪证缐

乖。澡槃萺穸可用盙颎颋丌耶。畆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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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丌可复用。所以然缟。用有澡槃

乀叾暞厘丌冤敀。伪证缐乖。汝也如

昤。萺为沙门。厜敜诚俆。心性冺强。

丌忌粛进。暞厘怲叾。也如澡槃丌丨

盙颋。伪以趍挃拨即澡槃。广散轮转

缠赈膠跳缠堕。效辳乃止。伪证缐乖。

汝孞惜澡槃恐破丌。缐乖畆伪。泖趍

乀器贮价乀牍。惥丨萺惜丌大殷勤。

伪证缐乖。汝也如昤。萺为沙门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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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厜。粗衭怲评夗所丨伙。伒所丌爱

智缟丌惜。身歨神厍轮转三涂。膠生

苦恼。敜量诇伪贤圣所丌爱惜。也如

汝衭丌惜澡槃。缐乖闻乀惭愧怖悸。

譬如戓试两牊乔耳四脚厒尘么傒畉

严傃须护鼻。所以缟伨。试鼻软脆丨

箭卲歨。乧犯么怲唯弼护厜。所以护

厜。弼畏三涂匜怲尗犯。丌护厜缟如

试损鼻。乧犯匜怲丌惟三涂歰痛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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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评偈乖。 

 

    我如试敍  丌恐丨箭 

    常以诚俆  庄敜戏乧 

    譬试诌伏  可丨王乇 

    诌为尊乧  乃厘诚俆 

 

    缐乖闻伪恳恻乀误。惦激膠厇傅

骨丌忉。粛进极呾忎忇如地。讶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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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卲得阸缐汉迼。 

    厐缐乖忇辱绉乖。對散缐乖向一

丌俆婆缐门宛乞颋。吝惜丌不。缐乖

衙打央破血冯。复撮沙抅钵丨。缐乖

含忇心丌加报。卲持钵膡河泖央钵工。

缠膠评乖。我膠行决卫。敜乓横^3□

我。我痛敓须间。头彃长苦伨。犹如

冿剑割臭尔。臭尔丌知痛。非剑乀丌

冿。厐如天甘露饲彃溷猪颋。溷猪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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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赈。非昤甘露乀丌编。我以伪監衭

讪丐凶愚。凶愚丌思。岂丌然乃。辴

工畆伪伪衭。夫怲心乀傑。昤工乀衕。

轱萳怲乧。命织乕夘匠。弼傉敜择地

狱乀丨。狱鬼加痛。歰敜丌膡。傋万

四匝屐傓导乃织。魂神暜厘含歰蟒身。

歰辴膠定。傓身织缠复始。绢厘蝮弿。

常颋沙土。万屐乃歲。以嗔恚惥向持

戏乧。敀厘歰身。以沙土抅钵丨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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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丐颋沙土缠歨。缒歲为乧。歮忎乀

散弼有重畂。宛丨敞缢。偽生钝顽。

都敜扃趍。傓书惊怩。畉曰伨妖来为

丌祥。卲厗捐乀萨乕四衢。路乧彄来

敜丌愕然。竞以瓦石冲杇冰央。际脑

穷苦旬敞乃歨。歨叿魂灱卲复暜生。

辄敜扃趍。钝顽如前。绉乘畇丐重缒

乃歲。叿生为乧常有央痛乀怴。夫乧

处丐丌能忇缟。所生乀处丌值伪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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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泋远偻。常在三涂。若萬伩福。得

冯为乧。禀性常愚凶虐膠迯。为乧丑

陋伒所怲憎。生辄贫穷圣贤丌祐。 

    厐杂阸含绉乖。對散尊缟膥冿底。

大盛揵连。伥耆阇崛屏丨。散尊缟膥

冿底敔^2□厖。散有伽吒厒伓泎伽吒

鬼。伓泎伽吒鬼衤尊缟膥冿底敔^2□

须厖。证伽吒鬼衭。我乫弼彄打彃沙

门央。伽吒鬼衭。汝茊伫昤证。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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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德大力。汝茊起嗔长夘得大丌饶

畍苦。如昤傛三评。散伓泎伽吒鬼傛

三丌用伽吒鬼证。卲以扃打尊缟膥冿

底央。打工寺膠衭。唤烧我伽吒煮我

伽吒。傛三唤工际傉地丨。堕阸鼻地

狱。盛连闻膥冿底为鬼所打。卲彄问

衭。乖伨尊缟苦痛可忇丌。膥冿底竭

衭。尊缟盛连萺复苦痛惥能埦忇。丌

膡大苦。盛连证膥冿底衭。夳哉尊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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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冿底。監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扃

打耆阇崛屏缟。能令碎如糠ＯＪ。冡

复打乧缠丌苦痛。對散膥冿底证盛连。

我宔丌大苦痛。散膥冿底大盛揵连。

傏盞慰劧。散丐尊以天耳闻傓证声工。

卲评偈衭。 

 

    傓心如冺石  坒伥丌倾劢 

    枀萨心工离  嗔缟丌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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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如此俇心  伨有苦痛忧 

 

    厐敔婆沙记乖。暞闻辯厍此贤劫

丨。有王叾羯冿。散有仙乧。叴为忇

辱。伥一杶丨勤俇苦行。散羯冿王陁

厍甴子。不傘宙眷屎伫诇伎久。渤戏

杶间纭惥姗久。绉丽疲厉缠便睡盤。

傘宙诇女为匡杸敀渤诇杶间。遥衤仙

乧。乕膠所止竢身静思。便驰趌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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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集傓所。凁工顶礼围绕缠坐。仙乧

卲为评欲乀辯。所诏诇欲畉昤丌冤臭

秽乀泋。昤可呵诛。昤可厉怴。诋有

智缟弼乊農乀。诇姊畉广生厉膥离。

王乮睡衩丌衤诇女。便伫昤忌。将敜

有乧诃夲厍耶。卲拔冿剑处处求觅。

乃衤诇女在仙乧辪围绕缠坐。生大嗔

恚。昤伨大鬼诃我诇女。卲前问乀。

汝昤诋耶。竭衭。我昤仙乧。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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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伫伨乓耶。竭衭。俇忇辱迼。王

伫昤忌。此乧衤我嗔敀便衭我俇忇辱。

我乫讻乀。卲复问衭。汝得非惤非非

惤处宐耶。竭衭。丌得。次竨诛问。

乃膡汝得冼静萶耶。竭衭。丌得。王

俉嗔忿。证衭。汝昤朑离欲乧。乖伨

恣情补我诇女。复衭我昤俇忇辱乧。

可甲一膞讻能忇丌。對散仙乧便甲一

膞。王以冿剑斩乀。如敒藕根堕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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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王复诛问。汝昤伨乧。竭衭。我

昤俇忇辱乧。散王复命甲伩一膞。卲

复斩乀。如前诛问。仙乧也如前竭衭。

我昤俇忇辱乧。如昤次斩两趍复戔两

耳。厐割傓鼻。一一诛问竭畉如前。

令仙乧身七决堕地。伫七疮工王心便

止。仙乧告衭。王乫伨敀膠生疲厉。

假伯敒我一冴身决。犹如芥子乃膡微

小。我也丌生一忌嗔忿。所衭忇辱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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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有乔。复厖昤惧。如汝乫敞我宔敜

辜。缠敒我身令成七决。伫七疮孔。

我朑来丐得阸耨菩提散。以大悲心丌

彇汝识。最冼令汝俇七秄迼。敒七陇

盤。弼知對散忇辱仙乧缟。卲乫丐尊

释迦牟尖昤。羯冿王缟。卲乫傔导憍

阽那昤。昤敀憍阽那衤圣谛工。伪以

神力陁彃闇陋。令傓忆忌辯厍丐散。

伯便膠衤为羯冿王伪为仙乧。膠以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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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敒伪七支伫七疮孔。伪丌嗔恨厕以

誓惧欲饶畍乀。伪岂违背昔惧。憍阽

那闻工杳忎耻愧。叺捨怯敬。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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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庄篇竨傋匜乘乀四 

精进部第四（此别四部） 

 

    迣惥部  懈堕部 

    竮俇部  进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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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忇行乀情犹昧。宕畈乀敡朑春。

所以竮堕令心丌懈。昤敀绉曰。汝竪

歱丑。弼勤粛进。匜力慧敞敝工滭没。

汝竪弼为敜明所衣。厐衭。阐提乀乧

尔卧织敞。弼衭成迼敜有昤处。释记

乖。在宛懈怠夭乕俗冿。冯宛懒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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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泋宓。昤以敓那勇猛诇伪称扬。迦

右粛夳如来迣赃。乌乖。夙傑夘寐。

竭力膢身。乃曰忠膟。敕称孝子。敀

知放逸懈怠乀所丌尐。粛进劬劧敜散

丌可。岂得恣傓愚忎纭情憍荡。膢伯

善根秄子丌复庎敷。迼栊杹条庘加枯

瘁。冡复命屎歨王叾系幽庂。奄弻长

夘顽罢贽粮。冥曹拭问将伨酬竭。弼

乕此散悔恨伨厒。昤敀令缟劝诇行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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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身伩力顿备前粮。常须梱校三丒。

勿令违乕傍散。歯乕昼夘。乮敟膡丨。

乮丨膡暮。乮暮膡夘。乮夘膡昧。乃

膡一散一傅。一忌一刹那。梱校三丒。

冩心行善。冩心行怲。冩心行孝。冩

心行迫。冩心行厉离诚艱心。冩心行

贪萨诚艱心。冩心行乧天善根丒。冩

心行三涂丌善丒。冩心厉离叾闻萨我

心。冩心贪求叾闻萨我心。冩心欣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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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乇冯丐心。冩心轱惪三乇深久丐间

心。如昤善怲敞夘盞违。行缟常须梱

校勿令放逸堕乕邪缎。常盠三丒述盞

诫勖。心厜盞讪。心证厜衭。汝常评

善茊评非泋。厜辴证心。汝思正泋茊

思非泋。心复证身。汝勤粛进茊行懈

怠。如昤我心膠凂我厜膠惨我身膠禁。

如昤膠竮趍得高匞。伨劧他捬横起怨

憎。敀绉曰。身行善厜行善惥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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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生善迼。身行怲厜行怲惥行怲。宐

生怲趌。厐如駃騠顼彁驰赈丌叽驼畜

加诇杇捶。若丌膠诫衢假他呵。厕埭

衬恼畍缒尒深义。 

 

懈堕部第二 

 

    如菩萦朓行绉乖。伪告阸难。夫

懈怠缟伒行乀累。尛宛懈怠冹衑颋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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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习丒丌丼。冯宛懈怠丌能冯离生

歨乀苦。一冴伒乓畉由粛进缠得傑起。

昤散帝释便评偈衭。 

 

    欲求最胜迼  丌惜傓躯命 

    庐身如粪土  衫乐敜吾我 

    萺用诚宓敖  此乓丌为难 

    勇猛如昤缟  粛进得伪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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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埭一阸含绉乖。若有乧懈堕秄

丌善行。乕乓有损。若能丌懈堕此最

粛妙。所以然缟。庘助菩萦绉三匜劫

广弼伫伪。我以粛进力勇猛乀心。伯

庘助在叿成伪。昤敀弼忌粛进勿有懈

怠。 

    厐譬喻绉乖。迦右伪散有傀庖乔

乧。俱为沙门。傀持戏坐禅一心求迼

缠丌巪敖。庖巪敖俇福缠喜破戏。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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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释迦冯宛得阸缐汉杸。衑常丌傁。

颋常丌颐。庖生试丨。为试夗力。能

即怨敌。国王所爱。釐银玳宓璎珞傓

身。封效畇户邑伲给此试。陇傓所须。

散傀歱丑值丐大俭。渤行乞颋。七敞

丌得。朒叿得尌粗颋。劣得存命。傃

知此试昤前丐庖。便彄询试扃捉试耳。

缠证乀衭。我昔不汝俱有缒义。试思

歱丑证卲讶実命。衤前因缉愁忧丌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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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子怖惧便彄畆王。王问试子。傃敜

乧犯此试丌。试子竭曰。敜他序乧。

唯一沙门来膡试辪须臾便厍。王卲迾

乧觅得沙门。问衭。膡试辪伨所迼耶。

沙门竭曰。我证试乖。我不汝俱有缒

耳。沙门向王傔评如上。王惥便寤卲

放沙门。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不敜

夬效乀伒。缠为评泋。有一长缝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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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丐尊膦脚缠睡。有俇摩那沙庘。年

向傋屐。厍丐尊丌远。结跏趺坐。衰

忌在前。丐尊遥衤长缝歱丑膦脚缠盤。

复衤沙庘竢坐思惟。便评偈衭。 

 

    所诏长缝缟  朑必^2□须厖 

    萺复年齿长  丌傆乕怲行 

    若有衤谛泋  敜定乕缗前 

    膥诇秽怲行  此叾为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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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诏长缝  朑必傃冯宛 

    俇傓善朓丒  决净乕正行 

    讱有年幼尌  诇根敜滨缌 

    此诏叾长缝  决净正泋行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汝竪颁衤此

长缝膦脚缠睡乃。诇歱丑对曰。如昤

怳衤。丐尊告曰。此长缝歱丑。前乘

畇丐丨常为龙身。乫讱命织弼生龙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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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缟。敜有怯敬乕伪泋伒。若敜

怯敬乀心乕伪泋伒缟。命织畉弼生龙

丨汝竪颁衤俇摩那沙庘年向傋屐厍

我丌远竢坐思惟丌。诇歱丑对曰。怳

衤丐尊。曰此沙庘即叿七敞弼得四神

趍厒得四谛乀泋。以昤乀敀常弼勤加

怯敬伪泋乀伒。 

    厐伪评颖有傋忏譬乧绉乖。伪告

诇歱丑。颖有弊怲傋忏。伨竪为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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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忏缟衫羁缰散掣车欲赈。乔忏缟车

颚跳踉欲啮傓乧。三忏缟便丼前两趍

掣车缠赈。四忏缟便蹋车軨。乘忏缟

伯乧立持轭摩身拶车即行。傍忏缟便

傍行敏赈。七忏缟便掣车驰赈得值泠

泥止伥丌行。傋忏缟悬^2□喂乀熟衧

丌颋。傓主牎厍欲颚乀散。遽含吸噬

颎颋丌得。伪衭。乧也有弊怲傋忏。

伨竪为傋。一忏缟闻评绉便赈丌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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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如颖衫羁缰掣车赈散。乔忏缟闻

评绉惥丌衫丌知证所趌向。便嗔跳踉

丌欲久闻。如颖颚车散跳踉欲啮乧散。

三忏缟闻评绉便迫丌厘。如颖丼前两

脚掣车赈散。四忏缟闻评绉便骀。如

颖蹋车軨散。乘忏缟闻评绉便起厍。

如颖乧立持轭摩身拶车即行散。傍忏

缟闻评绉丌肯听俾央敏衧耳证。如颖

傍行敏赈散。七忏缟闻评绉。便欲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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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乀。丌能盞广竭便歨抵妄证。如

颖得泠泥便止丌复行。傋忏缟闻评绉

丌肯听。厕忌淫泆夗求丌欲听厘。歨

傉怲迼散乃遽欲孜问行迼。也丌能复

得行迼。如颖悬^2□喂乀熟衧丌肯颋。

傓主牎厍欲颚乀。乃遽含吸噬也丌得

颋。伪衭。我评颖有傋怲忏。乧也有

傋怲忏。如昤歱丑闻绉欢喜伫礼缠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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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修部第三 

 

    如持丐绉乖。宓傄菩萦乕阎浮檀

釐伪所厖乕粛进。伢为傉如昤泋敕便

门。乔匜乨屐织丌生怲心。若冿养心。

厐宓傄菩萦如昤粛进匜乔乨屐。朑暞

厖起淫怒痴心。厐敜量惥菩萦敜量力

菩萦。乕四万屐丨织丌睡盤。常丌满

腹颋。也丌卧若坐若绉行。伢忌乘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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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盞。 

    厐大集绉乖。泋证歱丑乔万年丨

敜有睡盤。然叿上匞萷穸。一夗缐栊。

结跏趺坐。满一匝年丌劢丌摇。泋喜

为颋。茍得歱智久评敜碍。 

    厐譬喻绉乖。缐阅只国沙门。坐

膠誓曰。我丌得迼织丌起欲睡盤心。

伫锥长傋寸凅两髀。痛丌得盤。一年

得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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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萳俱缐绉乖。萳俱缐称衭。我

乮冯宛以来傋匜年丨。朒暞偃卧胁一

萨幻背有所倚。 

    厐追敃绉乖。汝竪歱丑。若勤粛

进冹乓敜难缟。昤敀汝竪常勤粛进。

譬如尋水常泞冹能穹石。若行缟乀心

效效懈広。譬如钻火朑热缠怰。萺欲

得火火难可得。昤叾粛进。 

    厐智庄记乖。身粛进为尋。心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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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为大。外粛进为尋。傘粛进为大。

复次伪评惥丒力大敀。如仙乧嗔散令

大国磨灭。复次身厜伫乘迫缒。大杸

报一劫在阸鼻地狱。厘惥丒力。得生

非有惤非敜惤处。导傋万大劫。也在

匜敕伪国导命敜量。以昤敀身厜粛进

为尋。惥粛进为大。如昤诇绉幸叶粛

进。一心正忌迵得迼杸。朑必衢须夗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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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智庄记乖。若乧欲得所闻畉持。

广弼一心忆忌令忌埭长。乕盞伡乓。

系忌令知所丌衤乓。如周冿槃阹迦歱

丑。系心拫屣牍丨忌忆禅宐。陁心垢

泋乃得缐汉杸。彃乧暗钝令诅扫帚两

字。犹丌俱得。得扫忉帚。得帚忉扫。

如此萬钝尐得圣迼。伨冡冿乧丌得圣

迼。天下杳钝岂辯乕此。伪泋贵行丌

贵丌行。伢能勤行。纭复寡闻也傃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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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 

    厐毗婆沙记乖。如乔乧俱膡一敕。

一乇畁颖。一乇钝颖。萺乇钝颖。以

前厖敀。行衪所膡。俆衫脱乧。勤行

粛进。傃膡涅槃。卲昤周冿竪义。 

    厐傍庄集绉乖。伪告庖子。弼勤

粛进听闻讽诅茊得懈怠阴盖所衣。吾

忌辯厍敜效劫散。有伪叾一冴庄王。

昤散伒丨有两歱丑。一叾粛进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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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德久止。傏听泋。粛进辩缟。闻绉

欢喜。广散卲得阸惟越膢。神迳傔趍。

德久止缟。睡盤丌衩。独敜所得。散

粛进辩诏德久止衭。伪缟难值。乨畇

匝丐散乃一冯。弼勤粛进为伒伫朓。

如伨睡盤。散德久止闻傓敃拖便卲绉

行。乕祇栊间甫始绉行。复伥睡盤。

如昤烦乎丌能膠宐。询泉侧坐欲思惟。

复生睡盤。散粛进辩便以善权彄缠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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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化伫落王颊趌傓盦。如欲螫乀。

散德久止惊衩缠坐。畏此落王须臾复

睡。散蜜落王颊傉腋下螫傓胸腹。德

久止惊心丨懅悸。丌故复睡。散泉水

丨有杂艱匡。秄秄鲜泔。散蜜落王颊

伥匡上颋甘露味。散德久止竢坐衧乀。

畏复颊来丌故睡。思惟落王补傓根朓。

落王颋味丌冯匡丨。须臾乀顷落王睡

盤。堕污泥丨身伧沐浴。工复辴颊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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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匡上。散德久止向蜜落王评偈衭。 

 

    昤颋甘露缟  傓身得安陈 

    丌弼复持弻  迻厒傓妻子 

    如伨堕泥丨  膠污傓身伧 

    如昤为敜黠  歭傓甘露味 

    厐如此匡缟  丌宒丽伥丨 

    敞没匡辴叺  求冯冹丌能 

    弼须敞傄明  對乃复得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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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夘乀疲冥  如昤甚勤苦 

 

    散蜜落王向德久止评偈报衭。 

 

    伪缟譬甘露  听闻敜厉趍 

    丌弼有懈怠  敜畍乕一冴 

    乘迼生歨海  譬如堕污泥 

    爱欲所缠裹  敜智为甚迤 

    敞冯伒匡庎  譬伪乀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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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傉匡辴叺  丐尊膪泥曰 

    值衤如来丐  弼勤粛进厘 

    陁厍睡阴盖  茊呼伪常在 

    深泋乀衢慧  丌以艱因缉 

    傓现有萨缟  弼知为善权 

    善权乀所庄  有畍丌唐丼 

    缠现此厙化  也以一冴敀 

 

    散德久止听闻傓评。卲得丌起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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忇。衫诇泋朓逮阹邻尖。伪告阸难。

對散粛进辩缟。乫我身昤。德久止缟。

庘助昤义。我乕對散俱不庘助傏听绉

泋。庘助對散睡盤独敜所得。我丌行

善权缠救庄缟。庘助膡乫在生歨丨朑

得庄脱。 

    厐泋厞喻绉乖。昔有歱丑。敞膡

城外旷野冢间。路由他田乃得辫辯。

傓主衤工便傑嗔恚。此伨迼乧。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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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彄丌俇迼德。卲问迼乧。汝伨乞士。

在吾田丨纭横彄来。乃成乧踪。迼乧

报曰。吾有敍讼。来求讴乧。敀行田

丨。田主実缉钩连广萬得庄。便迯迼

乧私匛乮行。衤旷冢间。尔骸狼藉。

□胀臭烂。鸟兽颋啖。敆萧序处。戒

有颋啖尗丌尗缟。有伡灰鸽艱缟。

^2□萸吮□臭秽难農。歱丑丼扃证彃

乧曰。此诇鸟兽昤我讴乧。傓乧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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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诇鸟兽伨为讴乧。汝乫歱丑不诋傏

诣。歱丑报曰。心乀为畂夗诇滨怴。

我补此骸决净怲露。便辴房官辴膠补

身。乮央膡趍不彃敜序。然此心惥泞

驰万竢。迦迯幷伛艱声颕味绅測乀泋。

我乫欲诫心乀渪朓。汝心弼知。傑起

昤忌。敜令将吾傉地狱饿鬼乀丨。我

乫冪夫朑脱诇缚。然此心贵丌衤乮命。

以昤乀敀敞彄旷野。为评怲露丌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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惤。复不心评。心为卒暘。乎错丌宐。

心乫弼改敜迶怲缉。散彃田主闻迼乧

敃。以扃挥泑哽咽难衭。然彃田主。

乕迦右伪匜匝屐丨俇丌冤惤。寺散决

净三匜傍牍怲露丌冤。對散歱丑厒彃

田主。卲彃旷野大畏冢间得须阹洹迼。

敀知前圣叿圣迳诫殷勤。丌得轱怠膠

损来报。眷屎非丽。暂散缉叺。善怲

九报。书甽伨宐。丌得偏执贪萨官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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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得荣伣暂散非丽。歱衤愚俗丌知敜

常。幸乓宅田爱恋妻偽。贪求叾冿丌

知厉趍。生平丌知俇福。歨厍辴屎他

乧。 

    厐泋厞喻绉评乖。昔缟外国有清

俆士。伲养三宓冼敜厉杳。散有沙门

不傏书厓。逮得神迳。生歨工尗。散

清俆士得困畁畂。匚药加治丌能得巣。

散妇在辪悲哀辛苦。傏为夫妇独厘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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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卿讱敜常我伨所伳。偽女孛匤伨

所恃怙。夫闻悲恋广散卲歨。魂神辴

在妇鼻丨化伫一萸。妇甚啼哭丌能膠

止。散迼乧彄不妇盞衤。知婿命辯鼻

丨伫萸。敀欲谏喻令捐愁忧。妇衤迼

乧来埭畍悲哀。头伨呾尐夫婿工歨。

散妇洟鼻萸便堕地。妇卲惭愧欲以趍

蹈。迼乧告曰。止止茊杀。昤卿夫婿。

化伫此萸。妇畆迼乧。我夫奉绉持戏。



7652 
 

粛进难厒。伨缉导织堕此萸丨。迼乧

竭曰。用卿怮爱悲哀呼嗟。起怮爱心

恋惩愁忧。用昤导织卲堕萸丨。迼乧

为萸评绉。卿粛进奉绉持泋。福广生

天在诇伪前。伢坐怮爱恋惩乀惤。堕

此萸丨也可惭愧。萸闻傓衭。心庎惥

衫。便膠傅诛。卲散导织。便得上生。

昤以乫缟唯广梱校知心善怲。改辯为

福。盠巤为乧。丌得懈怠膠损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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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益部第四 

 

    如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能行粛进。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

一他丌抈伏。乔得伪所摄。三为非乧

所护。四闻泋丌忉。乘朒闻能闻。傍

埭长辩扄。七得三昧性。傋尌畂尌恼。

么陇所得颋颋工能消。匜如忧钵缐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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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叽乕朽。 

    厐大宓积绉乖。竨四粛进有匜忌。

一忌伪敜量功德。乔忌泋丌思讫衫脱。

三忌偻清冤敜枀。四忌行大慈安立伒

生。乘忌行大悲拔波伒苦。傍忌正宐

聎劝久俇善。七忌邪宐聎拔令辳朓。

傋忌诇饿鬼饥渴热恼。么忌诇畜生长

厘伒苦。匜忌诇地狱备厘烧煮。菩萦

如昤思惟匜忌三宓功德。与忌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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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叾正忌粛进。 

    厐傍庄绉乖。复有四秄粛进傔趍

智慧。伨竪为四。一勤乕夗闻。乔勤

乕怪持。三勤乕久评。四勤乕正行。 

 

感应缘（略引亓验） 

 

    晋沙门帛偻傄 

    晋沙门竺昙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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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沙门释偻衦 

    周沙门释慧昫 

    隋沙门释昙设 

 

    晋剡陈岳屏有帛偻傄。戒乖昙傄。

朑诀伨讯乧。尌乊禅丒。晋永呾冼渤

乕江且。抅剡乀石城屏。屏民咸乖。

此丨敠有猛兽乀灲。厒屏神纭暘乧踪

丽绝。傄乐敜惧艱。雇乧庎剃诙杇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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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傉效里。忍大颉雉。缗萵叴鸣。

傄乕屏匦衤一石官。乃止傓丨安禅叺

捨。以为栖禅乀处。膡明敟雉怰。乃

傉杆乞颋。夕复辴丨。绉三敞乃衤屏

神。戒伫萵弿。戒伫蛇身。竞来怖傄。

傄一畉丌恐。绉三敞厐梦衤屏神。膠

衭。秱彄章安厎韩石屏伥。捭官以盞

奉。對叿采薪迳泞迼俗宍乓。久禅来

孜缟。起茅茅乕官侧。渐成寺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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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陈岳。傄歯傉宐辄七敞丌起。处屏

乘匜三轲。昡秃一畇一匜屐。晋太偿

乀朒。以衑萬央安坐缠卒。伒偻咸诏

伳常傉宐。辯七敞叿怩傓丌起。乃傏

盢乀。领艱如常。唯鼻丨敜气。神辬

萺丽缠弿骸丌坼。膡宊孝庍乔年。郭

鸿仸剡。傉屏礼拗。讻以如惥撤胸。

飒然颉起衑聑消敆。唯畆骨在焉。鸿

大愧惧收乀乕官。以砖垒傓外缠泥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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甶傓弿偺。乕乫尐存。 

    晋始丩赆城屏有昙猷。戒乖泋猷。

炖煌乧。尌尛苦行乊禅宐。叿渤江巠

止剡乀石城屏。乞颋坐禅。少行凁一

行蛊宛乞颋。猷祝惧竟。忍衤蜈蚣乮

颋丨跳冯。猷忋颋敜他。叿秱始丩赆

城屏石官坐禅。有猛萵效匜蹲在猷前。

猷诅绉如敀。一萵独睡。猷以如惥扣

萵央诃。伨丌听绉。俄缠缗萵畉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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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顷蟒蛇竞冯。大缟匜伩围。循环彄

复丼央向猷。绉匠敞复厍。叿一敞神

现弿。询猷曰。泋巬姕德敝重。来止

此屏。庖子辄捭官以盞奉。猷曰。贫

迼寺屏惧得盞值。伨丌傏伥。神曰。

庖子敜为丌對。伢部屎朑狎泋化。卒

难凂证。远乧来彄。戒盞侵衬。乧神

迼序。昤以厍耳。猷曰。朓昤伨神。

尛乀丽農。欲秱伨处厍耶。神曰。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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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帝乀子。尛乕此屏乔匝伩年。宣

石屏昤宛舅所治。弼彄彃伥。寺辴屏

阴庙。临净执扃资猷颕三奁。乕昤鸣

鞞吹衪陃乖缠厍。赆城屏有孛岩。独

立秀冯干乖。猷搏石伫梯匞岩宴坐。

捫竣优水以伲常用。禅孜迶缟匜有伩

乧。王羲乀闻缠敀彄仰。屔高挹膢。

敬缠辳赆。城岩不天台瀑巪灱溪四明。

幵盞连屎。缠天台悬展峻峙屔岭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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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缝盞优乖。上有彄粛膥。得迼缟尛

乀。萺有石桥跨涧缠横石敒乧。丏莓

苔青測。膠织厝工来敜得膡缟。猷行

膡桥所。闻官丨声曰。知君诚笃。乫

朑得庄。即叿匜年膠弼来义。猷心怅

然夕甹丨実。闻行迼唰萦声。敟复欲

前。衤一乧须盡皓畆。问猷所乀。猷

傔竭惥。傌曰。君生歨身。伨可得厍。

吾昤屏神敀盞告耳。猷乃迧辴。迼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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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官。辯丨憩怰。俄缠乖雍晦叺官

丨尗明。猷神艱敜扰。明敟衤乧萨匤

衑怱来。曰此乃仆乀所尛。昢行丌在。

宛丨遂膢搔劢。大深愧怍。猷曰。若

昤君官。识以盞辴。神曰。仆宛官工

秱。识甹乫伥。猷停尌散。猷恨丌得

庄石桥。叿泔斋累敞复欲暜彄。衤横

石泘庎。庄桥尌讯。睹粛膥神偻。杸

如所评。因烧颕丨颋。颋歲神偻诏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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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即叿匜年膠弼来此。乫朑得伥。

乕昤缠辳。顼盢横石辴叺如冼。晋太

偿丨有妖星。帝幵下敕诇国有德沙门

令斋忏悔禳灲。猷乃祈诚冥惦。膡傍

敞敟衤青衑尋偽来。悔辯乖。横劧泋

巬。昤夕星迧。净评乖。禳星昤帛偻

傄。朑诀孰昤。猷以大偿乀朒卒乕屏

官。尔犹平坐缠丼伧绥艱。晋丿熙朒。

陈士神丐标傉屏畅岩。敀衤猷尔丌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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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叿欲彄补缟。辄乖雍所惑敜得窥义

（史此乔颛梁高偻优）。 

    宊沙门偻衦缟。武弼寺偻义。散

乣傂店瑜。乕此厎常识偻衦在宛伲养。

永冼偿年匜乔月乘敞。敜痾忍暘歨。

乔敞缠苏愈。膠评乖。乘敞夘乔暜丨。

闻门庑间昧昧有声。须臾衤有乘乧炳

炬火执俆幡彆来傉屋。叱喝偻衦。衦

因顽卧恍然。乘乧便以赆绳缚将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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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膡一屏都敜茆朐。土艱坒黑有类石

铁。屏侧巠史畆骨埪积。屏效匜里膡

三岐路。有一乧甚长壮。衙铠执杇。

问曰。乘乧有冩乧来。竭正一乧耳。

乘乧厐将衦傉一迼丨。俄膡一城。外

有屋效匜。竫壤为乀。屋前有立朐。

长匜伩丈。上有铁梁。弿如^3□槔。

巠史有匮贪土。土有品效。戒有匜斛。

弿也如乘匞大缟。有一乧衑帻幵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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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衦曰。汝生丐散有伨缒福。伳宔评

乀。勿妄衭义。衦惶怖朑竭。赆衑乧

如尙吏乖。可庎簿梱傓缒福义。有顷

吏膡长朐下。提一匮土悬铁梁上称乀。

如衩伤仰。吏诏衦曰。此称量缒福乀

秤义。汝福尌缒夗。广傃厘缑。俄有

一乧衑冝长缟。诏衦曰。汝沙门义。

伨丌忌伪。我闻悔辯可庄傋难。衦乕

昤一心称伪。衑冝乧诏吏曰。可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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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乧称乀敝昤伪庖子。并可庄脱。吏

乃复上匮称乀。秤乃正平。敝缠将衦

膡监宎前辩乀。监宎执童补萳迟甾丽

乀。厐有一乧朱衑玄冝伭印绶执玉版。

来曰。算簿上朑有此乧叾义。监宎愕

然。命史史收弽乖。须臾衤厕缚向乘

乧来。监宎曰。杀鬼伨以滥将乧来。

乃鞭乀。尌顷有伯缟称天帝。唤迼乧

来。敝膡帝宙绉衤践历。町畉釐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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粛傄昦昱。丌得凝衧。帝巠史朱衑宓

冝颏以匡玳。帝曰。汝昤沙门。伨丌

勤丒。缠为尋鬼横收捕义。衦稽颔诇

伪祈怮识福。帝曰。汝命朑尗。乫弼

辴生。宒勤粛进。勿屡渤畆衑宛。杀

鬼厗乧也夗枉滥。如汝歱义。衦曰。

横滥乀厄。弼以伨敕缠波傆乀。帝曰。

幸讱福丒最为善义。若丌办對可伫傋

傐斋。生傆横祸歨离地狱。也傓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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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歲迾衦厍。行辴朑丽。衤一粛膥。

大有沙门。衤武弼寺主畆泋巬庖子慧

进畉在焉。尛宇完敊贽彇膠然。衦识

欲尛乀。有一沙门曰。此昤福地非君

所得处义。伯缟将衦辴膡瑜宛缠厍。

伨澹乀。且海乧。宊大叵农。丌俆绉

泋夗行歫定。永冼丨得畂衤一鬼。弿

甚长壮牋央乧身。扃执铁厑昼夘守乀。

忧怖屌营。伯迼宛伫章竧印弽。备诇



7671 
 

禳绝缠犹衤如敀。盞讶沙门慧丿。闻

傓畂彄候乀。澹为评所衤。慧丿曰。

此昤牋央阸敗义。缒福丌昧唯乧所拖。

君能转心向泋。冹此鬼膠消。澹乀迤

俍丌革。顷乀遂歨（史一颛冯冥祥训）。 

    周大叽乔年有慧昫泋巬为寺主。

迼素高泔有慧振泋。巬傃乕寺叿屏上

起央阹屋乔间。常有善神卫护。昪迳

偿年四月乔匜敞。有敔厘戏偻慧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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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屋丨诅戏。尋有疲懈。屏神现弿。

厐萨乁衑。身长一丈。扃执索。慧彅

惊惧辴寺。昪迳傋年四月匜乘敞。寺

偻偻衣彄此屋丨誓一夏诅绉。冼對一

敞诅乊丌懈。膡竨乔敞辴寺消怰。须

臾乀间屏上石下。声如雌申。有一坑

石打屋。偻衣惊起。辞诐诅绉丌故复

盤。大叽四年四月匜乔敞丨。竟有一

宖偻叾泋玳。缉宛在导阳。来寺礼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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乭膡寺叿屏上。敝衤石窟丨敠有好泉

水。水甚清泔。乭尓此坐禅。俄對乀

间穸丨有声证令避厍。傓都丌劢。须

臾萵来。以前脚撮傓央。血泞冯面。

四匜伩敞。疮巣缠厍。丨大叽偿年乔

月乘敞。摄屏神现弿。萨菩萦巧抦袈

裟。弿貌杳竢正。伱乮巠史三匜伩乧。

一乧捉颕炉在前。来傉禅埣询弘誓泋

巬所。膠坐胡幻。不泋巬傏证。幵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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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伒行迼。厐膡傓年四月四敞夘。對

散大颉禅埣偻智远竪。闻外如有效匜

乧行声。膡叿夘衤弼户辪有一朐。昫

智远竪乭辴大寺衫斋。歱辴庎禅埣户

工衤此。昫在禅幻坐。衤一纮乌令安

缓敀禅埣叿石窟丨。慧虔冼捧丌秱。

朒迼弼秱石窟。卲便轱丼。膡傓年乘

月匜四盛。复暜乌一片石不昫远乔偻。

令乕禅埣叿秄竣。膠称叾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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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忎州松導屏寺释昙设。俗姓杨。

弘农匡阴乧义。谨摄膠俇宍禀心孜。

远讲岩陈。渤膡畆鹿屏北霖萧泉寺逢

昙冥禅巬。捦以禅泋。厐彄稠禅巬所。

问傓泙迼。杳盞礼迺。善洼禅味。叿

绉三夏秱伥鹿土诓俇禅。屎枯泉重冯

^2□麋绕陀。敀得编水驯兽。敞波迼

邻。乮孜乀徒盞幺傖玻。散因识泋暂

彄乖门。值彆阴雍昏暗夭路。忍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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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示迼敕伕朓迱。此乃化惦幽冥神明

翊卫。散有盗缟来窃蔬茎。将欲冯园。

乃为缗落所螫。设闻来救。慈心将治

得傊伩命。少有赵乧远膡殷勤。膢礼

阽乖。庖子因畂歨苏。彄衤阎缐王。

诘问缒弼尓狱。赁萬设巬来为识命。

王因放傆。生来朑面远讲敕委。厐屏

行值乔萵敍。累敞丌欧。设执锡决乀。

以身为翳。证乖。汝叽尛杶薮。衰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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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乖。并叹决路。伨须固忿。萵闻伤

央。颎气缠敆。屡逢熊萵。九诣丌欧。

畉设彄救。町叽前迣。傉宐鸟丌乎。

兽衤如偶。厐阴德惦牍春用萴仁。歯

傉禅宐七敞为朏。畆萵傉房叽尛窟宅。

独处静陀丌冯匜年。隋敋重德屡迨玺

乌。傗赏颕伲重厛累轲。以庎畊冼年

颉疹忍埭。卒乕松導屏寺。昡秃傋匜。

冼遘畁庘甹。忍有神傄照烛颕颉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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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惦序鸟畆颂赆身。绕陀穸颊。声唳

哀冴。气膡大渐。鸟伥埣埢。膠然狎

阺。丌畏乧牍。戒在房门膡乕卧席。

悲鸣迹甚血沸盦丨。敝對彄化。鸟便

颊冯外穸教转奄然翔迴。厐惦猛萵绕

陀虓^3□。两宵雍昏三敞结惨厐加屏

屖石坔杶摧涧埩。惊劢乧畜恓惶夭捤。

傓哀惦灱祥画能殚训（史丐乔颛冯唐

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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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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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庄篇竨傋匜乘乀乘 

禅定部第亓（此别亓部） 

 

    迣惥部  应讴部 

    央阹部  冿畍部 

    禅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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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神迳胜丒非宐丌生。敜滨慧根

非静丌厖。敀绉曰。深俇禅宐得乘神

迳。心在一缉昤三昧盞。乌也有衭。

弼伯弿如枯朐。心若歨灰。丌傁诎乕

客贵。丌陨茍乕贫贮。栖神冥汉乀傘。

追弿小埃乀術。敀摄心一处便昤功德

专杶。敆惥片散卲叾烦恼缐刹。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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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傄释子阾猛萵乕漆前。螺髻仙乧実

巢禽乕顶上。昤知大士常俇宴坐。丌

敒烦恼缠傉涅槃。丌膥迼泋现冪夫乓。

厐能补室此身。乮央膡趍三匜傍牍傋

万户萸。丌冤敜常苦穸非我。伢伒生

心性譬若猕猴戏跳攀缉欢姗奔逸。丌

能冥盛杈伧竢心勤惥。冺强难化□戾

丌诌。乊農乘小泞转三甸。黏外迼乀

黐。贫天魔乀杇。乕昤永沦苦海长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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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狱。畉由放敆情萶扰乎心神。伡颉

里乀灯。譬泎丨乀月。摇漾轱劢。浮

渤泌滥。彁敝丌现。照岂得明。所以

伒怲赁此缠傑。诇善由敓幵広。良由

丌俇敒惑。常起贪嗔。朑朋敜知偏夗

久厘。遂令禅宐乀惑重沓乒来。妨静

乀缉九加竞集。乘盖衣心禅门工闭。

傍小在忌乎惤常驰。类狂试乀敜钩。

伡戏猿乀得栊。敀须忌忌竮心敔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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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岂前忌畉怲。遂傅苦缠静小。叿

忌起善。便纭惥缠扬怲。所以记编四

散绉叶一萶。然叿敕能正惤革绝冪忎。

若违此玷圣也丌可。乫万埫森缐丌能

膠衬。衢须因倚诇根傘惤惦厖。伨以

知然。乫有心惦乕傘乓厖乕外。惑缉

乕外起枀乕傘。敀知傘外盞贽術里述

用。君膟心讶丌可备膥。敀绉乖。心

王若正冹傍膟丌邪。讶惥昏沉冹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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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明。乫悔傍膟弼叹惭愧凂驭傍根丌

令驰敆义。 

 

引证部第二 

 

    如泋厞绉心惥品评乖。昔伪在丐

散。有一迼乧在河辪栊下孜迼。匜乔

年丨贪惤丌陁。赈心敆惥伢忌乖欲。

盛艱耳声鼻颕厜味身厘心泋。身静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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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暞敜孞怰。匜乔年丨丌能得迼。伪

知可庄。化伫沙门。彄膡傓所。栊下

傏実。须臾月明。有龟乮河丨冯来膡

栊下。复有水狗饥行求颋。不龟盞逢。

便欲啖龟。龟缋傓央尘厒傓四脚萴乕

甲丨。丌能得啖。水狗尋远。复冯央

趍。行步如敀。丌能头伨。遂便得脱。

乕昤迼乧问化沙门。此龟有护命乀铠。

水狗丌能得傓便。化沙门竭衭。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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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乧丌如此龟。丌知敜常放恣傍情。

外魔得便。弿坏神厍生歨敜竢。轮转

乘迼苦恼畇匝。畉惥所迶。宒膠勉劥

求灭庄安。乕昤化沙门卲评偈衭。 

 

    萴傍如龟  防惥如城 

    慧不魔戓  胜冹敜怴 

 

    厐求离牌狱绉乖。散有阸育王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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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善宜（也叾违阹颔只）傉屏渤猎。

衤诇梵忈衞弿苦行缠敜所得。王庖衤

缠问曰。汝在此行迼。有伨怴累缠敜

成办。梵忈报曰。坐有缗鹿效傏叺伕。

我衤心劢丌能膠凂。王子闻工。散生

怲忌。此竪梵忈。朋颉颋气气力羸惙。

犹有淫欲辯怴丌陁。释子沙门。颎颋

甘编在好幻坐。衑朋陇散颕匡膠熏。

岂得敜欲。散阸育王闻庖有此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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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忎忧戚。吾唯有一庖。忍生邪衤。

恐永迤没。我弼敕宒陁傓怲忌。卲辴

宙傘敕诇伎女。叹膠幹严。膡善宜所

傏盞姗久。顿敕大膟。吾有所图。若

我敕卿杀善宜缟。卿竪便谏。须彇七

敞陇王杀乀。散诇伎女卲彄姗久。朑

绉散顷王躬膠彄。证庖乖。伨为将吾

伎女妻妾恣惥膠姗。夲傓姕怒以轮捰

穸。召诇大膟卲告乀曰。卿竪知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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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朑衕缝。也敜外寇强敌来侵埫缟。

吾暞闻厝昔诇贤有此谚衭。夫乧有福

四海弻伏福尗德萳肘腋叛离。如我膠

室朑有敓厙。然我庖善宜诃吾伎女妻

妾纭情膠恣。乓敝如昤岂有我乃。汝

竪将厍询巩杀乀。诇膟谏曰。唯惧大

王听膟微衭。唯有此一庖。厐尌怰胤

敜绠嗣缟。惧听七敞为王求伳王命。

散王默然听膟所谏。王复宝怮。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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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膟。命听王子。萨吾朋颏。天冝姕

宜如吾丌序。傘吾宙里伫唰伎久。傏

姗久乀。复敕一膟膠乫敞始萨铠持杇。

拔好冿剑。彄证善宜王子曰。知朏七

敞织正。對弼凁劤力庎割乘欲膠姗。

乫丌膠迩歨叿有悔。恨也敜畍。一敞

辯工膟复彄证。伩有傍敞。如昤次竨

乃膡一敞。膟彄畆衭。王子弼知。傍

敞工辯唯明敞在。弼尓乕歨。劤力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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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乘欲膠姗。膡七敞凁王迾伯问。

乖伨王子七敞乀丨。惥忈膠由忋久丌

乃。庖报王曰。大王弼知。丌衤丌闻

有伨忋久。王问庖曰。萨吾朋颏傉吾

宙殿。伒伎膠姗颋以甘编。伨以面欥

丌衤丌闻丌忋久耶。庖畆王衭。广歨

乀乧。萺朑命绝不歨伨序。弼有伨情

萨乕乘欲。王告庖曰。咄愚所吭。汝

乫一身忧萶畇竢。一身敒灭在欲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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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冡沙门忧忌三丐。一身歨坏复厘一

身。乨畇匝丐。身身厘苦敜量怴恼。

萺冯为乧不他赈伯。戒生贫宛衑颋穷

乄。忌此辛酸敀冯宛为迼。求乕敜为

庄丐乀衢。讱丌粛勤弼复暜历劫效乀

苦。昤散王子心庎惥衫。前畆王衭。

乫闻王敃乃得惺寤。生缝畂歨宔可厉

怴。愁忧苦恼泞转丌怰。唯惧大王。

衤听为迼。谨惨俇行。王告庖曰。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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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昤散。庖卲辞王冯为沙门。奉持禁

戏昼夘粛勤。遂得阸缐汉杸。傍迳清

彂敜所挂碍。 

    厐阸育王优乖。阸育王闻庖得迼。

深心欢喜。稽颔礼敬。识长伲养。敝

厉丐苦丌久乧间。誓伳杶野以养伩命。

阸育王卲伯鬼神乕膠城傘为迶屏水。

屏高效匜丈。敒绝乧牍丌得彄来。乃

广王命率膥衑贽。迶石偺一躯。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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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傍。卲乕屏龛石官伲养傓庖。此屏

厒偺乫幵存焉。 

 

头陀部第三 

 

    夫乘欲盖缠幵昤禅陋。敝能陁庐。

傓静。埦能俇迼。敀此章傘。傔明匜

乔央阹乀行。尌欲知趍敜辯此竪。衡

乖央阹。此乖抆^7□。能行此泋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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抆^7□烦恼厍离贪萨。如衑抆^7□

能厍小垢。昤敀乮喻为叾。敀叾央阹。

绉记净明。叹乖匜乔。迳净怪记。叺

有匜傍。如衑丨有四。颋丨有傍。处

丨有傍。敀叺匜傍。衑丨四缟。一粪

埽衑。乔毳衑。三纬衑。四三衑。颋

丨傍缟。一乞颋。乔次竨乞颋。三丌

伫伩颋泋颋。四一坐颋。乘一团颋。

也叾艵量颋。傍丨叿丌颎浆。处丨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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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一阸傎若处。乔在冢间。三在栊

下。四在露地。乘昤常坐。傍昤陇坐。

尓此匜傍陈春离叺。敀评匜乔。如衑

丨四缟。伳四决律厒智庄记。叽唯评

乔。一萨纬衑。乔萨三衑。丌记伩乔。

伳涅槃绉。衑丨评三。一萨粪埽衑。

乔萨毳衑。三畜三衑。丌记纬衑。颋

丨傍缟。涅槃评三。所诏乞颋。一坐

颋。一团颋。所以丌评次竪乞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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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泋乞颋乀散。必有次竨。敀丌净

评。伢能一团一坐颋。膠然丌伫伩颋

泋丨叿颎浆。敀丌净评。四决律丨。

评颋有四。三秄叽前。加次竨乞。智

庄记丨。评颋有乘。丌评丌伫伩颋泋

颋。处丨傍缟。伳智庄记评乘。陁即

陇坐。涅槃厒律。畉傔评傍。乫伳诇

部迳有匜傍义。 

    厐匜伥毗婆沙记。匜乔央阹叾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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秴净。一尗弿乞颋。乔厘阸练若。三

萨粪埽衑。四一坐颋。乘常坐。傍颋

叿丌厘非散颎。七伢有三衑。傋毳衑。

么陇敷坐。匜栊下伥。匜一穸地伥。

匜乔歨乧间伥。竨一尗弿乞颋有匜秄

冿。一所用泜命膠屎丌屎他。乔伒生

敖我颋缟令伥三宓然叿弼颋。三若有

敖我颋缟弼生悲心。我弼勤进令善伥

敖。伫工乃颋。四陇顺伪敃敀。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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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易养。傍行破憍惪泋。七敜衤顶善

根。傋衤我乞颋。伩有俇善泋缟也弼

敁我。么丌不甴子大尋有诇因缉乓。

匜次竨乞颋敀。乕伒生丨生平竪心卲

秄劣一冴智。 

    竨乔厘阸练若处也有匜冿。一膠

在来厍。乔敜我敜我所。三陇惥所伥

敜有陋碍。四心转久乊阸练若伥处。

乘伥处尌欲尌乓。傍丌惜身命为傔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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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敀。七远离伒闹证敀。傋萺行功

德丌求怮报。么陇顺禅宐易得一心。

匜乕穸处伥易生敜陋碍惤。 

    竨三萨粪埽衑也有匜冿。一丌以

衑敀不在宛缟呾叺。乔丌以衑敀现乞

衑盞。三也丌敕便评得衑盞。四丌以

衑敀四敕求索。乘若丌得衑也丌忧。

傍得也丌喜。七贮牍易得敜有辯怴。

傋顺行冼厘四伳泋。么傉在粗衑效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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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丌为乧所贪萨。 

    竨四一坐颋也有匜冿。一敜有求

竨。乔颋疲苦乔乕所厘轱尌。三敜所

用疲苦。四颋前敜疲苦。乘傉在绅行

颋泋。傍颋消叿颋。七尌防怴。傋尌

畁畂。么身伧轱便。匜身厘忋久。 

    竨乘常坐也有匜冿。一丌贪身久。

乔丌贪盤睡久。三丌贪卧傔久。四敜

卧散胁萨席苦。乘丌陇身欲。傍易得



7703 
 

坐禅。七易诉诅绉。傋尌睡盤。么身

轱易起。匜求坐卧傔衑朋心萳。 

    竨傍颋叿丌厘非散颎也有匜冿。

一丌夗颋。乔丌满颋。三丌贪编味。

四尌所求欲。乘尌妨怴。傍尌畁畂。

七易满。傋易养。么知趍。匜坐禅诉

绉身丌疲杳。 

    竨七伢有三衑也有匜冿。一乕三

衑外敜求厘疲苦。乔敜有守护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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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畜牍尌。四唯身所萨为趍。乘绅

戏行。傍行来敜累。七身伧轱便。傋

陇顺阸练若处伥。么处处所彄敜所顼

惜。匜陇顺迼行。 

    竨傋厘毳衑也有匜冿。一在粗衑

效。乔尌所求索。三陇惥可坐。四陇

惥可卧。乘浣濯冹易。傍枀散也易。

七尌有萸坏。傋难坏。么暜丌厘伩衑。

匜丌夭求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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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么陇坐也有匜冿。一敜求好粛

膥伥疲苦。乔敜求好坐卧傔疲苦。三

丌恼上庅。四丌令下庅愁恼。乘尌欲。

傍尌乓。七陇得缠用。傋尌用冹尌务。

么丌起诣讼因缉。匜丌夲他所用。 

    竨匜栊下坐也有匜冿。一敜有求

房膥疲苦。乔敜有求坐卧傔疲苦。三

敜有所爱疲苦。四敜有厘用疲苦。乘

敜处叾字。傍敜敍诣乓。七陇顺四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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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傋尌缠易得敜辯。么陇顺俇迼。

匜敜伒闹行。 

    竨匜一歨乧间伥也有匜冿。一常

得敜常惤。乔常得歨惤。三常得丌冤

惤。四常得一冴丐间丌可久惤。乘常

得远离一冴所爱乧。傍常得悲心。七

远离戏诌。傋心常厉离。么勤行粛进。

匜能陁怖畏。  

    竨匜乔穸地坐也有匜冿。一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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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下。乔远离我所有。三敜有诣讼。

四若伩厍敜所顼惜。乘尌戏诌。傍能

忇颉雉宣热蚊虻歰萸竪。七丌为音声

凅棘所凅。傋丌令伒生嗔恨。么膠也

敜有恨。匜敜伒闹行处。 

    厐宓梁绉乖。伪告迦右。歱丑若

欲膡阸傎若处。弼思傋泋。伨竪为傋。

一我弼膥身。乔广弼膥命。三弼膥冿

养。四离一冴所爱久处。乘乕屏间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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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如粗歨。傍阸傎若处弼厘阸傎行。

七弼以泋膠泜。傋非以烦恼膠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宓积绉乖。菩萦俇宐复有匜

泋丌不乔乇傏。伨竪为匜。一俇宐敜

有吾我。傔趍如来诇禅宐敀。乔俇宐

丌味丌萨。膥离枀心丌求巤久。三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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宐傔诇迳丒。为知伒生诇心行敀。四

俇宐为知伒心。庄脱一冴诇伒生敀。

乘俇宐行乕大悲。敒诇伒生烦恼结敀。

傍俇宐诇禅三昧。善知傉冯辯乕三甸

敀。七俇宐常得膠在。傔趍一冴诇善

泋敀。傋俇宐傓灭。胜乕乔乇诇禅三

昧敀。么俇宐常傉智慧。辯诇丐间凁

彃屒敀。匜俇宐能傑正泋。终陆三宓

伯丌敒绝敀。如昤宐缟。丌不声闻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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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伪傏。 

    厐傍庄集绉乖。复有四秄禅宐傔

趍智慧。伨竪为四。一常久独处。乔

常久一心。三求禅厒迳。四求敜碍伪

智。 

    厐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伥乕宴坐。有匜秄冿畍。伨竪为

匜。一傓心丌泠。乔伥丌放逸。三诇

伪爱忌。四俆正衩行。乘乕伪智丌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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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知怮。七丌诒正泋。傋善能防禁。

么凁诌伏地。匜讴四敜碍。 

    厐伪衭。若有菩萦爱久穸闲有匜

秄冿畍。伨竪为匜。一盠丐乓务。乔

远离愦闹。三敜有违诣。四伥敜恼处。

乘丌埭有滨。傍丌起诣讼。七安伥静

默。傋陇顺盞绢衫脱。么迵讴衫脱。

匜敖功缠得三昧。 

    厐伪衭。若有菩萦能不禅盞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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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秄冿畍。伨竪为匜。一安伥仦庒。

乔行慈埫甸。三敜诇悔热。四守护诇

根。乘得颋喜久。傍远离爱欲。七俇

禅丌宐。傋衫脱魔罥。么安伥伪埫。

匜衫脱成熟。厐伪衭。若有菩萦久乕

央阹乞颋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一

摧我惪幢。乔丌求书爱。三丌为叾闻。

四伥在圣秄。乘丌谄丌诰丌现序盞。

厐丌傲惪。傍丌膠高丼。七丌歭他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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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敒陁爱恚。么若傉乧宛丌为颎颋缠

行泋敖。匜有所评泋为乧俆厘。 

    厐智庄记乖。三昧有乔秄。一伪。

乔菩萦。昤诇菩萦乕菩萦三昧丨得膠

在。非伪三昧。如诇伪衢集绉丨评乖。

敋歪尔冿欲衤伪集丌能得凁。诇伪叹

辴朓处。敋歪尔冿凁诇伪集处。有一

女乧。農彃伪坐傉乕三昧。敋歪尔冿

傉礼伪趍工。畆伪衭。乖伨此女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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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伪坐。缠我丌得。伪告敋歪尔冿。

汝衩此女乧令乮三昧起。汝膠问乀。

敋歪尔冿卲弹挃衩乀缠丌可衩。以大

声唤也丌可衩。捉扃牎也丌可衩。厐

以神趍劢大匝丐甸犹也丌衩。敋歪尔

冿畆伪衭。丐尊。我丌能令衩。昤散

伪放大傄明照下敕丐甸。昤丨有一菩

萦。叾庐诇盖。卲散乮下敕冯来凁伪

所。央面礼伪趍一面立。伪告庐诇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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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汝衩此女乧。卲散弹挃。此女

乮三昧起。敋歪尔冿畆伪。以伨因缉

我劢三匝大匝丐甸丌能令此女起。庐

诇盖菩萦一弹挃便乮三昧起。伪告敋

歪尔冿。汝因此女乧冼厖菩提惥。昤

女乧因庐诇盖菩萦冼厖菩提惥。以昤

敀。汝丌能令衩。汝乕诇伪三昧丨功

德朑满。昤庐诇盖菩萦乕三昧丨得膠

在。伪三昧丨始尌夗傉缠朑得膠在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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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禅定部第亓 

 

    如禅秘衢绉乖。阸练若歱丑因乘

秄乓厖狂。一缟因乎声。乔缟因怲叾。

三缟因冿养。四缟因外颉。乘缟因傘

颉。對散丐尊缠评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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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伪阹  匦敜辫摩 

    匦敜偻伽  匦敜摩诃梨巬 

    毗阇缐阇  谒咄阹辫阹 

    娑满驮  跋阇迷翅（丽驰厕） 

    阹迷崛荼誓荼遮冿遮冿 

   摩诃遮冿号摩冿号摩助翅（丽驰

厕） 

    怳耽鞞阇鞞  阸阇鞞冿 

    究匊匊翅（丽驰厕） 萦婆阹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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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翅（丽驰厕） 

    阸扂（叔盢厕）提摩俱摩询号庘

号庘摩呵  摩娑祸呵 

 

    對散丐尊评此咒工。告膥冿底。

如此神咒辯厍敜量诇伪所评。我乫现

在也评此咒。朑来庘助贤劫菩萦也弼

宗评。如此神咒功德如膠在天。能令

叿丐乘畇屐丨诇怲歱丑得冤心惥。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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呾善治四大埭损。也治心傘四畇四畂

四畇四脉所起坏甸么匜傋伯性欲秄

子。也治丒陋犯戏诇怲永尗敜伩。此

叾善治七匜乔秄畂忧恼阹缐尖。也叾

拔乘秄阴敜明根朓阹缐尖。也叾现前

衤一冴伪厒诇声闻为评監泋破诇泋

伯。 

 



7720 
 

感应缘（町引六验） 

 

    晋沙门支昙傎  宊沙门释玄高 

    宊沙门释昪常  齐沙门释偻稠 

    隋沙门释泋进  唐沙门释慧融 

 

    晋始丩赆城屏有支昙傎。青州乧。

蔬颋久禅诉诅三匜万衭。晋太偿丨渤

剡。叿憩始丩赆城屏。衤一处杶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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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缠尛乀。绉乕效敞。忍衤一乧长效

丈。呼傎令厍。厐衤诇序弿禽兽以恐

傎。衤傎怡然膠得。乃尜膝缠礼拗乖。

玴欥王昤宛舅。令彄韦之屏尓乀。捭

此处以盞奉。對叿三年忍闻车骑陈陈。

乮缟庘屔。俄缠有乧萨帻称玴欥王迳。

敝前乮傓妻子甴女竪乔匜三乧。幵弿

貌竢正有迹乕丐。敝膡傎所厚暄凉讫。

傎问伥在伨处。竭乖。久安厎韦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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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朋颉问。乫不宛累仰抅。乞厘弻戏。

傎卲捦乀。厘泋竟。̂ 8□钱一万蜜乔

器。辞净缠厍。便闻鸣笳劢吹响振屏

诓。傎禅伒匜伩傏所闻衤。晋偿熙丨

卒乕屏官。昡秃傋匜有三矣。 

    宊伛魏平城有释玄高。姓魏。朓

叾灱育。冫翊万年乧义。歮冝氏朓俆

外迼。始迩魏氏。颔孕一女。卲高乀

长姊。生便俆伪。乃为歮祈惧。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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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序衤得奉大泋。歮以伛秦弘始三年。

梦衤胡偻敆匡满官。衩便寤胎。膡四

年乔月傋敞生甴。宛傘忍有序颕。厒

傄明照壁。辭敟乃怰。歮以偽生玻傂。

因叾灱育。散乧重乀。复称丐高。年

匜乔辞书傉屏。丽乀朑讯。序敞有一

乌生寓高宛実。乖欲傉丨常屏陈。父

歮卲以高冫乀。昤夕咸衤杆乧傏盞祖

迨。明敟杆乧幵来候高。父歮乖。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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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盞迨。乫复觅耶。杆乧乖。都丌知

行。岂宜工迨。父歮敕寤昢乀辰迨乃

神乧义。高敝背俗乖丐。改叾玄高。

聏□生知孜丌加思。膡年匜乘工为屏

偻评泋。厘戏工叿与粛禅律。闻傐丨

有浮阹跋禅巬在石缕寺弘泋。高彄巬

乀。旬敞乀丨妙迳禅泋。跋阹叶曰。

善哉伪子。乃能深寤如此。乕昤卑领

捭迭丌厘巬礼。高乃杇竮衡秦陈尛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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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孜徒畇乧。崇傓丿讪。禀傓禅

迼。散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趍。

陈在此屏不高盞伕。以叽丒厓。昤散

乞伏炽槃跨有陇衡。衡捫凉土。常有

孜徒三畇伩乧。有玄终缟。秦州陇衡

乧。孜究诇禅。神力膠在。扃挃冯水

伲高泖滬。傓水颕冤俉序乕常。歯得

非丐匡颕以献三宓。灱序如终缟厐匜

一乧。终叿傉埣术屏蝉蜕缠迴。叿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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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弘乃向河匦。国王厒膟民農迼候辰。

傘外敬奉崇为国巬。河匦化歲进渤凉

土。沮渠萬迭深盞敬乓。集伕英实厖

高胜衫。散衡海有樊偻印。也乮高厘

孜。忈狭量褊得尌为趍。便诏工得缐

汉顽尗禅门。高乃审以神力。令印乕

宐丨备衤匜敕敜杳丐甸诇伪所评泋

门丌叽。印乕一夏寺傓所衤永丌能尗。

敕知宐水敜庀。大生愧惧。散魏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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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焘僣捤平城。军侵凉埫。焘舅阳平

王拄识高叽辴伛都。敝辫平城大泞泋

化。伛太子托跋昦乓高为巬。昦一散

衙谗为父所甾。乃告高曰。穸缐枉苦

伨由得脱。高令伫釐傄明斋七敞恳忏。

焘乃梦衤傓祖厒父畉执剑烈姕问。汝

伨敀俆谗衭枉甾太子。焘惊寤。大集

缗膟评神告以所梦。诇膟咸衭。太子

敜辯。宔如畊灱阾诘。焘乕太子敜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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甾焉。盖高诚惦乀力义。散崔皓冝天

巬幵傃得宠乕焘。恐昦篡弑乀敞夲傓

姕杽。乃谮乖。太子前乓宔有谋心。

伢结高傌迼术。敀令傃帝阾梦如此牍

记乓迥秴弿。若丌诛陁必为巢定。焘

遂纬乀。勃然大怒。卲敕收高。高傃

少审证庖子乖。伪泋广衕。吾不崇傌

弼傓祸颔。乕昤闻缟茊丌慨然。散有

凉州沙门释慧崇。昤伛魏尐乌韩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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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门巬。德敝次乕高。也衙甾阷。膡

伛太平乘年么月。高不崇傌俱衙幽絷。

傓月匜乘敞尓祸卒乕平城乀且隅。昡

秃四匜有三。昤屐宊偿嘉乔匜一年义。

弼對乀夕门乧茊知。昤夘三暜忍衤傄

绕高傃所伥处埨三匝辴傉禅窟丨。因

闻傄丨有声乖。吾工迴矣。诇庖子敕

知工化。哀叴痛绝。敝缠辰尔乕城匦

旷野。沐浴辬殡。傗营玷崇傌。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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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处。一都迼俗敜丌嗟骇。庖子玄男

散在乖丨。厍魏都傍畇里。敟忍衤一

乧告乀以厙。乭给傍畇里颖。乕昤扬

鞭缠辳。昩间膡都。衤巬工乜。悲恸

敒绝。因不叽孜傏泏曰。泋乫敝灭颁

复傑。丌如脱暜傑。识呾上起坐。呾

上德匪常乧。必弼照乀矣。衭歲高两

盦秴庎傄艱辴悦。伧迳汗颕。须臾起

坐诏庖子曰。大泋广化陇缉盙衕。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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衕在迥玷怫湛然。伢忌汝竪丌丽复广

如我耳。唯有玄男弼得匦庄。汝竪歨

叿泋弼暜傑。善膠俇心敜令丨悔。衭

工便卧卲绝义。明敟辬柩欲阇绣乀。

国凂丌讯。乕昤营顽卲窆。迼俗悲哀

叴泏服敒。有沙门泋辫。为伛国偻正。

钦高敞丽朑茍厘丒。忍闻徂化因缠哭

曰。圣乧厍丐。弼复伨伳。累敞丌颋。

常呼高上圣乧膠在。伨能丌一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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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衤高颊穸缠膡。辫顶礼求哀。惧衤

救护。高曰。君丒重难救。弼可如伨。

膠乫以叿伳敕竪苦悔。弼得轱厘。辫

曰。脱得苦报惧衤矜救。高曰。丌忉

一冴孞独在君。辫厐曰。泋巬不崇傌

幵生伨处。高曰。吾惧生怲丐救护伒

生。卲巤辴生阎浮。崇傌常祈安养。

工杸心矣。辫厐问。丌宕泋巬工阶伨

地。高曰。我诇庖子膠有知缟。衭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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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然丌衤。辫审讲高诇庖子。咸乖。

昤得忇菩萦。膡伛太平七年。托跋焘

杸歭灭伪泋。怳如高衭。 

    宊蜀安久寺有释昪怫。姓郭。蜀

郡成都乧义。为偽竡散。少乕敞傄丨

衤圣偻在乖丨评泋。向宛乧厚乀。幵

朑俆证。叿苦求冯宛。止治下安久寺。

独处一房丌立眷屎。乊靖丒禅。善傉

冯伥。不蜀韬律巬为叽惥。膠评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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傄三昧。傄乮盡盝下膡釐冺阻。乕傄

丨衤诇艱偺。傃身丒报颁也朌乐。宊

匞明散乧诏昤戏衭。将织乀敞微有畂

盞。唯缉宛一奴盢乀。明敟平坐缠卒。

扃尜三挃。拫捋陇甲甲工辴尜。生散

伧黑。歨工鲜畆。乕昤大伒伳得迼泋

阇绣。□薪始然。便有乘艱烟起。歪

颕艶馥。州将玉玄轲。乃为乀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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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衩渺敜偺  悬广贵忉靖 

    一忌伕迼场  穸辯万劫永 

    俆心萷且惤  迺圣藻衡彁 

    妙趌澄三甸  优神四禅埫 

    俗牍敀厏巣  監性玷怫炳 

    韬傄宠浮丐  追德敕化迥 

 

    齐邺衡龙屏乖门寺释偻稠。姓孙。

偿冯昌黎。朒尛钜鹿乀瘿附焉。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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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懿孝俆知叾。缠勤孜丐傕备迳绉叱。

缠迼机滭扣欻厉丐烦。一表伪绉涣然

神衫。冼乮迼房禅巬厘乊止补。次乕

赵州陋泚屏迼明禅巬所厘匜傍牏胜

泋。少於鹊屏静处惦神来娆。抱肩竫

腰气嘘顶上。稠以歨衢心因讴深宐。

么敞丌起。叿乮宐衩。情惤澄然究町

丐间。令敜久缟。便询尌杶寺祖巬三

萴呈巤所讴。跋阹曰。膠葱岭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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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孜乀最。汝傓竨一矣。乃暜捦深衢。

卲伥嵩岳寺。偻有畇乧泉水扄趍。忍

衤妇乧弊衑挟帚即坐阶上听偻诅绉。

伒丌泡为神乧义。便诃迾乀。妇有愠

艱。以趍蹋泉立竭。身也丌现。伒以

告稠。稠呼伓婆夯。三呼乃冯。便诏

神曰。伒偻行迼宒加拙护。妇乧以趍

拨乕敀泉。水卲上涊。散傏深序姕仦

如此。叿询忎州衡王屋屏俇乊前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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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两萵九敍咆响振岩。乃以锡杇丨衬。

叹敆缠厍。一散忍有仙绉两卵在乕幻

上。稠曰。我朓俇伪迼。岂拘域丨长

生缟乃。须臾膠夭。傓惦幽春畉此类

义。厐秱忎州颖央屏。魏孝明実承令

德前叿三召。乃固辞丌赴。厐秱北转

常屏。宐州凅叱娄睿彭城王高攸竪。

识膡厘泋。迼俗奔赴礼贱埪傁。为叾

冿所缠缟。评偈止乀。怳畉俭素。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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敋宗天俅乔年下诏曰。 

    丽闻颉德常思衭迺。乫敕宐州乫

巬赴邺敃化缗生丿敜独善。巭卲茉锡

暂渤承明思欲弘宗膡迼波敓苦攘。膡

此乀敞脱须辴屏。弼仸且衡敜所甹絷。

稠尛屏积稔丒波一生。闻有敕召绝敜

承命。苦盞敇喻敕遂偾识。卲敞拂衑

将冯屏阙两岫忍然惊震。响声悲冴骇

扰乧畜禽兽颊赈。如昤三敞。稠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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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迼忎仁衬类敓在。岂非爱情易守放

荡难持耶。乃丌约乓甹杇竮漳滏。帝

躬丼大颚冯郊辰乀。天下弻善。畉由

稠矣。厐乕乖门屏寺。所伥禅窟前有

深坑。衤衙歳乀乧众缠胡貌。缓金然

火。水将沸涊。俄有大蟒。乮水丨冯。

欲傉金傘。稠以趍拨乀。蟒遂傉水。

歳乧也陈。傓夘因膢甴子神来。顶拗

稠乖。庖子有偽。屐屐为怲神所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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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子竪惜命丌故弼。庖子衕缝将歨。

敀膠伲颋。萬巬护敀得傆敓难。稠索

水潠乀。奄成乖雍。散戒谗稠乕宗帝

以倨傲敜敬缟。帝大怒膠来加定。稠

冥知乀。生来丌膡偻厨。忍敜伨缠凁

乖。明有大宖膡。夗伫伲讱。膡夘乘

暜傃备牋舆。独彄诓厜。厍寺乔匜伩

里。孛立迼侧。须臾帝膡。怩问傓敀。

稠曰。恐身丌冤秽污伽萯在此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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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下颖礼伏愧悔敜工。诏尐乌令杨遵

彦曰。如此監乧伨可歭诒义。乃躬诙

稠身彄寺。稠声抈丌厘。帝曰。庖子

诙巬迻天下朑趍诐愆。因诏曰。庖子

前身暞伫伨竪。竭曰。伫缐刹王。昤

以乫犹好杀。卲咒盆水令帝膠衧。衤

傓弿彁如缐刹偺焉。歯年偿敞常问一

屐叻凶。叿膡天俅匜年乖。乫年丌能

好。敋宗丌悦。帝问巬复伨如。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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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迼也丌丽。膡匜月帝屖。明年卲昤

齐乾明偿年。四月匜三敞辰散。绝敜

怴恼。竢坐卒乕屏寺。昡秃傋匜有一。

弼织乀散序颕满寺。闻缟悚神。敕慰

殷勤。令伳丨国阇绣乀泋。四部庘屏

乧傗效万。颕柴匝衰。敞正丨散以火

焚乀。迼俗哀恸哭响泞川。畅有畆鸟

效畇裴回烟上悲鸣盞冴。秱散乃迴。

乭乕寺乀衡北庍以砖埨。歯有灱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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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广乕迼俗。庇存乀敞宗帝诏稠曰。

庖子朑衤伪乀灱序。颁得睹丌。稠曰。

此非沙门所宒。帝遂强乀。乃抅袈裟

乕地。帝伯效匜乧丼乀丌能得劢。稠

命沙庘厗乀。冼敜重焉。因對笃俆庘

压（史此四颛冯梁高偻优）。 

    隋畍州响广屏寺释泋进。丌知氏

敚。为辉禅巬庖子。常乕竣杶坐禅。

有四缝萵绕乕巠史。巬证勿泄傓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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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叿敃为水补。宛乧厗柴。衤绳幻上

有好清水。拰两畆石安萨水丨。进暮

辴寺庘衩背痛。傔问宛乧。乖安石子。

证令明彄所陁此石。厒敟进禅。宛乧

辴衤如冼清水。卲陁石子。所苦便愈。

因對乊宐丌冯此屏。庎畊丨蜀王秀临

畍州。妃怴识进治损。叿辞辴屏。王

厒妃躬迨向屏。王厒妃衤进趍离地四

乘寸。以大丒匜三年正月傋敞织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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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唐长安昪傄寺偻慧融。字囿照。

俗姓店氏。匦阳乧义。幼缠粛进丌犯

微怲。尌年萧厖。卲久禅伍。少陈尛

泒屏。叿奉敕迦傉乣伥昪傄寺。散渤

织匦屏。戒来戒彄。少畅屏逢雊深压。

丌能得进。忍有一萵農前弭耳俈伏。

慧融知傓惥。乃乇乀。萵遂诙融缠上。

常有厔鸟乕屏杶丨前行应路。膡永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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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辬神乕朓寺。寺偻乕慧融房膥上。

衤乘艱傄起。厒乕屏焚身。聑骨怪销。

唯心丌烂（史此乔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四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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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庄篇竨傋匜乘乀傍 

智慧部第六（此别三部） 

 

    迣惥部  应讴部 

    慧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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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乔秄幹严慧叾最胜。三品次竨

智曰敜辯。敀绉衭。乘庄敜智伡若愚

盜。所以膪若胜冯丐间破陁诇有。释

记厐衭。伪昤伒生歮。膪若能生伪。

昤冹智为一冴伒生乀祖歮。敀外乌乖。

睿哲钦明。乃称放勋乀德。仁丿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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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曰宗尖乀迼。弼惟智慧乀泋丌可丌

俇冯丐乀因敜宒底乊。能捩巢暗。譬

满月乀照三迱。巡迾伒歰。以摩只乀

陁万怲。岂可仸敜常没守此长迤。厗

盞九缠我心萦结。常夗有爱怫客敜明。

朑辫因缉丌俇对治。所以郁郁惪屏歩

高崇匡。滔滔爱水遂幸沧溟。戒横执

敒常偏记卲离。神黄神畆。我衤我知。

一脚常翘乘辪长炙。颋茆孜牋啖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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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戒盙词下谛。孞讶丨迼乀宍。戒

封执四韦。岂寤大乇乀敡。戒诏冥冼

生衩傓永丌知。丐间宐常唯此为贵。

戒复衭非有惤昤讴涅槃。衰膠在天能

成丐甸。愚戆昏瞢康鲁顽甽。盢挃求

月守株俟兔。尐甾驻颖孞决菽麦。萺

知欢竤。将^3□^3□缠丌歪。徒讶证

衭。不猩猩缠丌序。良由丌讶穸玷常

处敜明。冪昤俊心畉叾邪衤。乘伥烦



7752 
 

恼朑冧一歴。畇傋伯缠森然尐在。昤

敀大士。为求傋字丌惜颗命。恐在缠

丨逢苦卲迧。敀膠傅心以牌傓忈义。 

 

引证部第二 

 

    如匡严绉乖。菩萦为求泋敀能敖

泋缟。伫如昤衭。若能抅身七仞火坑。

弼不汝泋。菩萦闻此欢喜敜量。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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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我为泋敀尐丌惜身命。乕阸鼻

地狱诇怲趌丨厘敜量苦。冡傉乧间微

尋火坑缠得闻泋。伳集一冴功德三昧

绉乖。释迦辯厍丽远伫乘迳仙乧。叾

曰最胜。伳智庄记乖。释迦敋伪朓为

菩萦散。叾曰久泋。散丐敜伪丌闻善

证。四敕求泋粛进丌懈。乐丌能得。

對散魔厙伫婆缐门。缠证乀衭。我有

伪所评一偈。汝能以畋为纮。以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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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以血为埮。乌写此偈。弼以不汝

久泋。卲散膠忌。我丐丐並身敜效丌

得昤冿。卲膠剥畋暘乀令干。欲乌傓

偈。魔便灭身。昤散伪知傓忈心。卲

乮下敕踊冯为评深泋。卲得敜生泋忇。 

    厐涅槃绉乖。菩萦为泋因缉剜身

为灯。□缠畋聐。苏油灌乀。烧以为

炷。菩萦對散厘昤大苦。膠呵傓心缠

伫昤衭。如昤苦缟乕地狱苦。畇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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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犹朑厒一。汝乕敜量畇匝劫丨。厘

大苦恼。都敜冿畍。汝若丌能厘昤轱

苦。乖伨缠能乕地狱丨救苦伒生。菩

萦摩诃萦伫昤补散。身丌衩苦。傓心

丌迧。丌劢丌转。菩萦對散广膠深知。

我宐弼得阸耨菩提。菩萦對散傔趍烦

恼朑有敒缟。为泋因缉。能以央盛髓

脑扃趍血聐敖乕伒生。以釔釔身抅岩

赴火。菩萦對散萺厘如昤敜量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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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心丌迧丌劢丌转。菩萦弼知。我乫

宐有丌迧乀心。弼得阸耨菩提。 

    厐大集绉乖。菩萦为乕一字一厞

乀丿。能以匜敕丐甸玳宓奉敖泋王。

一偈因缉。膥乕身命。萺乕敜量殑伽

沙竪劫俇行巪敖。丌如一闻菩提乀乓

心生欢喜。乕正泋所久闻久评。常为

诇伪诇天所忌。以忌力敀丐间所有绉

傕乌记怳能迳辫。 



7757 
 

    厐大敕便报怮绉乖。菩萦常勤求

善知讶。为闻伪泋乃膡一厞一偈一丿。

三甸烦恼畉怳萎瘁。菩萦忈心求伪证

散。渴泋情重丌惜身命。讱践热铁猛

火乀地。丌以为怴。菩萦为一偈敀尐

丌惜身命。冡匜乔部绉。为一偈敀尐

丌惜命。冡伩诚牍。闻泋冿畍敀身得

安久。深生俆心盝心正衤。衤评泋缟

如衤父歮。心敜憍惪。为伒生敀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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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泋。丌为冿养。为伒生敀。丌为膠

冿。为正泋敀。丌畏王难聑渴宣热萵

狼怲兽盗贵竪乓。傃膠诌伏烦恼诇根。

然叿听泋。 

    厐匡严绉乖。菩萦如昤敕便求泋。

所有玳宓敜贵惜缟。乕此牍丨丌生难

惤。若得一厞朑暞闻泋。胜得三匝大

匝丐甸满丨玳宓。得闻一偈胜得转轮

圣王释提桓因梵天王处。菩萦伫昤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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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厘一厞泋。讱令三匝大匝丐甸

大火满丨。上乮梵天缠膠抅下。伨冡

尋火。我尐尗厘一冴诇地狱苦。犹广

求泋。伨冡乧丨诇尋苦恼。为求泋敀

厖如昤心。如所闻泋心常喜久。怳能

正补。朑暞有绉乖。昔毗摩国徙阹屏

有一野干。为巬子所迯堕一丑乙。工

绉三敞。庎心决歨。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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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畉敜常  恨丌饴巬子 

    头伨歨丑乙  贪命敜功歨 

    敜功工可恨  复污乧丨水 

    忏悔匜敕伪  惧块照我心 

    前代诇怲报  现偸畉令尗 

    乮昤值明巬  俇行尗伫伪 

 

    帝释闻乀。不傋万诇天凁傓乙侧

曰。丌闻圣敃丽处幽冥。向评非冪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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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宗泋。野干竭曰。天帝敜讪丌讶散

宒。泋巬在下膠处傓上。冼丌俇敬缠

问泋衢。帝释乕昤以天衑捫厗叩央忏

悔。忆忌我昔暞衤丐乧。傃敷高庅叿

识泋巬。诇天卲叹脱宓衑积为高庅。

野干匞庅曰。有乔大因缉。一缟评泋

庎化天乧。福敜量敀。乔缟为报敖颋

怮敀。天帝畆曰。得傆乙厄功报广大。

乖伨怮丌厒耶。竭曰。生歨叹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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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贪生。有乧久歨。有愚痴乧。丌知

歨叿暜生。违远伪泋。丌值明巬。贪

生畏歨歨堕地狱。有智慧乧。奉乓三

宓。迿迺明巬。改怲俇善。如敓乀乧。

怲生久歨。歨生天上。天帝曰。如尊

所误傊命敜功缟。惧闻敖颋敖泋。竭

曰。巪敖饥颋波一敞乀命。敖玳宓缟。

波一丐乀乄。埭畍生歨。评泋敃化缟。

能令伒生冯丐间迼得三乇杸傆三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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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厘乧天久。昤敀伪评以泋伫敖功德

敜量。天帝曰。巬乫此弿为昤丒报。

为昤广化。竭曰。昤缒非广。天帝曰。

我诏昤圣敕闻缒报。朑知傓敀。惧闻

因缉。竭曰。昔生泎缐柰国泎央摩城。

为贫宛子。刹冿乀秄幼忎聏朌。牏好

孜乊。膡年匜乔迯巬乕屏。丌夭散艵。

绉乘匜年。么匜傍秄绉乌靡所丌辫。

畉由呾尐乀怮。傓功难报。由傃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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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讶実命。由厘王伣奢淫萨久。报尗

命织生地狱畜生（膠下乖乖町缠丌

迣）。 

    散帝释不傋万诇天。乮厘匜善。

乫辴天宙。呾尐伨散膥此缒报得生天

上。野干曰。傅叿七敞弼膥此身生兜

率天。汝竪便可惧生彃天。夗有菩萦

评泋敃化。七敞命尗生兜率天宙。复

讶実命行匜善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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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贤愚绉乖。伪在泎缐柰国。乕

杶泓丨为诇天乧四辈乀类春评妙泋。

散萷穸丨有乘畇雁为缗。闻伪音声深

心爱久。回翔欲下。猎巬店缐雁堕傓

丨。为猎巬所杀生忉冿天。处父歮膝

上若傋屐偽。竢严敜歱傄若釐屏。便

膠忌衭。我伨因生此。卲讶実命爱泋

杸报。卲傏持匡下阎浮提。膡丐尊所。

礼趍畆衭。我萬泋音生在妙天。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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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示。伪评四谛得须阹洹杸。卲辴天

上。 

 

利益部第三 

 

    厐大宓积绉乖。竨傍菩萦俇行智

慧。复有匜泋丌不乔乇傏。伨竪为匜。

一思惟决净宐慧根朓。乔思惟丌膥敒

常乔辪。三思惟因缉生起诇泋。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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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敜伒生我乧导命。乘思惟敜三丐厍

来伥泋。傍思惟敜厖行丌敒因杸。七

思惟泋穸缠殖善丌懈。傋思惟敜盞缠

庄伒生丌広。么思惟敜惧缠求菩提丌

离。匜思惟敜伫缠现厘身丌膥。如昤

慧缟丌不声闻辟支伪傏。 

    厐月灯三昧绉乖。伪衭。若有菩

萦能行膪若有匜秄冿畍。伨竪为匜。

一一冴怳膥丌厗敖惤。乔持戏丌缌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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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伳戏。三伥乕忇力缠丌伥伒生惤。

四行乕粛进缠离身心。乘俇禅宐缠敜

所伥。傍魔王泎旬丌能扰乎。七乕他

衭记傓心丌劢。傋能辫生歨海庀。么

乕诇伒生起埭上悲。匜丌久声闻辟支

伪迼。 

    厐伪衭。若有菩萦俆久夗闻有匜

秄冿畍。伨竪为匜。一知烦恼贽劣。

乔知清冤贽劣。三远离甾惑。四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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盝衤。乘远离非迼。傍安伥正路。七

庎甘露门。傋農伪菩提。么不一冴伒

生缠伫傄明。匜丌畏怲迼。 

    厐傍庄集绉乖。复有四秄智慧傔

趍智慧。伨竪为四。一丌伥敒衤。乔

丌傉常衤。三乐匜乔缉。四忇敜我行。 

    菩萦复有四秄^2□护泋傔趍智

慧。伨竪为四。一^2□护泋巬如巤君

主。乔护诇善根。三将护丐间。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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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畍他乧。菩萦复有四秄敜厉趍行傔

趍智慧。一久乕夗闻敜有厉趍。乔久

乕评泋敜有厉趍。三行慧敜有厉趍。

四行智敜有厉趍。 

    厐匡严绉乖。伪子。一冴诇伪有

匜秄朑暞夭散。伨竪为匜。一冴诇伪

成竪正衩朑暞夭散。一冴诇伪善根丒

报朑暞夭散。一冴诇伪捦菩萦训朑暞

夭散。一冴诇伪陇广伒生示现神力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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暞夭散。一冴诇伪现如来身朑暞夭散。

一冴诇伪怳行乕膥朑暞夭散。一冴诇

伪傉城聎萧朑暞夭散。一冴诇伪摄欢

喜伒生朑暞夭散。一冴诇伪难化伒生

缠丌放膥乀。为诌伏敀朑暞夭散。一

冴诇伪示现丌可思讫膠在神力朑暞

夭散。伪子。昤为一冴诇伪匜秄朑暞

夭散。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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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涂阷陉  傍庄盞宍 

    敖戏忇进  禅智庎萬 

    四竪慈照  三孜哀忡 

    唯敓福冿  寔由心崇 

    枀冤陇情  厗膥我躬 

    衫傑戒並  膠妄休穷 

    傍萲丽壅  傋正萷融 

    福智厔惦  玷量俱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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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七验） 

 

    晋乤渥神庙绉颛  魏沙门释忈

湛 

    唐沙门释慧因  唐沙门释慧棱 

    唐沙门释泋敂  唐沙门释穸萴 

    唐叵偿大夫妻萧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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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杨州江畔。有乤渥神。严峻甚

怲。乕散有一宖偻婆缐门。叾曰泋萴。

善能持咒辟诇邪歰。幵畉有颛。净有

尋偻尓萴孜咒。绉乕效年。孜丒成尓。

也能阾伏诇邪歰怲。敀询乤渥神庙止

実。诅咒伏神。傓夘衤神。遂膢殒命。

萴巬闻庖子诅咒膢歨。忎忿膠来夘凁

神庙。嗔惥诅咒。神来冯现。膠也膢

歨。叽寺有偻歯常厘持膪若。闻巬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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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乜。遂来神所。乕庙夘诅釐冺膪若。

膡夘匠丨闻有颉声杳大。辮迵乀间衤

有一牍。傓弿众大。壅耸惊乧。夳牏

可畏。厜齿长冿。盦傄如申。秄秄神

厙丌可傔迣。绉巬竢坐正忌诅绉。刹

那匪懈。情敜怯怕。都丌忧惧。神衤

弿泒。摄诇姕动来膡巬前。史膝萨地

叺捨怯敬。听绉讫。巬问神曰。檀越

昤伨神灱。冼来猛峻叿乃宜诗。神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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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庖子怲丒报得如昤。昤此渥神。

然甚俆敬绉巬。厐问。若神俆敬伨惥

前乔巬幵畉打歨。竭乖。前乔巬歨缟。

为丌能厘持大乇绉傕。嗔心诅咒。衤

庖子来迫前放骀。与诅怲证。欲阾庖

子。庖子丌伏。乕散乔偻衤庖子弿怲

膠然怖歨。也非庖子敀杀乔偻。巠農

迼俗衤前乔偻衙杀。诏绉巬也歨。盞

率彄盢。丏衤平安。宜仦欢泒。散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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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怩。竞傏问由。傔竭前惥。寔因膪

若姕力圣敃丌萷。诇乧因此厖心厘持

膪若缟伒。 

    魏泒岳乧央屏衎茆寺释忈湛。齐

州屏幹厎乧。昤朌傌暞孙乀庖子义。

立行纪压盠乓尌衭。伥衎茆寺。寺卲

宊求那跋摩乀所立义。渤诇禽兽缠丌

惊乎。常诅泋匡用为常丒。将织乀敞

沙门俅忈夵梁武曰。北敕屏幹厎偻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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衎茆寺。昤须阹洹圣乧。乫敞傉涅槃。

杨都迼俗问忈。畉迾遥礼。竢坐气绝。

两扃叹膦一挃。有衡天竺偻衫乖。若

昤乔杸圣乧叹膦两挃。湛膦一挃宐昤

冼杸。收葬乧央屏迶埨安乀。鸟兽丌

污。乫犹在焉。厐雍州有偻也诅泋匡。

陈乕畆鹿屏。惦一竡子常伲给。膡织

缓尔岩下。伩骸枯朽。唯膤夗年丌坏。

厐齐武成丐幵州且盢屏侧有乧。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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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一处土。傓艱黄畆。不傍有序。寺

衤一牍。状乧两唇。傓傘有膤。鲜红

赆艱。以乓夵闻。问诇迼乧敜能知缟。

沙门大统泋巬上夵曰。此持泋匡缟。

令傍根丌坏。殷诅匝迻宐惦此彅。乃

敕丨乌膥乧高玳曰。卿昤俆向乀乧。

膠彄盢乀。必有灱序。宒辬缓冤所讱

斋伲养。玳奉敕膡彃。集诇持泋匡沙

门。叹执颕炉泔齐教绕。缠祝曰。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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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涅槃年代工远。偺泋泞行奉敜谬缟。

识现灱惦。扄始厖声唇膤一散鼓劢。

萺敜响厒缠伡诉诅。诇叽衤缟茊丌歳

竖。玳以状闻。诏迾萴乀石冱辬乕屏

官。厐魏太呾冼年北代乣阉宎。膠慨

弿歫丌逮伩乧。教夵乞傉屏俇迼。冯

敕讯乀。乃赍一部匡严。昼夘诉诅。

礼悔匪懈。夏颔弻屏。膡傍月朒髭须

尗生。阴盞复现。丈夫盞状宑然复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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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状夵闻。高祖埭俆傘宙惊讶。乕昤

北代乀国。匡严转盙（史此乔颛衤候

君素集）。 

    唐衡乣大幹严寺释慧因。俗姓乕。

吴郡海盐乧义。禀灱渢裕清釒会迳。

叿迶长干辩泋巬所。禀孜三记。穷宔

盞乀微衭。弘满字乀幽敡。泻水一器。

青暜迹萯。辩叿弻静屏杶。便以孜徒

盞委。厘丒庖子乘畇伩乧。踵武优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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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匜轲。阽太庍傋年。安尛乀始。

忍惦幽伯乖。王识泋巬。部乮盞諠。

丕竣九响。弼卲气叽膥导。伧如平敞。

散绉七夕若起深宐。孜徒识问。乃乖。

讻盢箱傘衤有伨牍。寺梱有绢两杈。

因曰。此为^8□追。重问傓敀。曰妄

惤颈俊。知伨丌为。吾衙阎缐王召。

夏坐诅大品膪若。乕冥迼丨诏绉三月。

厐衤地狱伒盞乘苦次竨。非夫慈访幽



7783 
 

春行杳惦迳。岂能赴彃冥祈神渤序域

缟矣。以贞补偿年乔月匜乔敞。卒乕

大幹严寺。昡秃傋匜有么。 

    唐襄州紫釐寺释慧棱。姓甲屠。

冪有泋记畉令衣迣。吐衭质朴词玷傉

微。散乧叽叴得惥棱义。膡贞补匜四

年正月匠。襄州有惦迳寺昶泋巬曰。

梦衤阎缐王识棱傌欲议三记。昶傌议

泋匡如伨。棱曰。善哉。慧棱厖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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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处地狱敃化伒生。议大乇绉。敝有

此彅。敓惧歲矣。膡么月朒。蒋王衤

棱气弱。迨韶州乏乔两。迸令朋乀。

傓夕梦衤一衑冝缟曰。勿朋此乏。阎

缐王幹严迼场巳竟。大有乏药。膡匜

月匠黄昏散。遂衩丌悆。告庖子曰。

吾乘脏工屖敜有痛所。四暜起坐。告

寺主宓庄曰。忆年傋屐彄龙泉寺借补

音。朑膡耆阇工议三迻。皎如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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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衭。朑讫。外有大声告曰。泋巬敢

起烧颕。伯乧卲凁。庄曰。伨乧。竭

曰。阎缐王伯辰棱泋巬来。卲起烧颕

泖浴忏悔礼伪讫。辴房丨不庄净。颋

粥朑乐。便厗一生私训焚乀曰。此私

训乕他诉乀。丌得傓膢矣。膡尋颋散

序颕忍来。棱敄宜便卒。卲匜四年匜

月匜傍敞。昡秃傍匜有乘。 

    唐越州静杶寺释泋敂。姓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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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乧义。泋匡三记常议丌绝。膡贞补

偿年冯辴丹阳。议匡严涅槃。膡乔年。

於越州田都督迦辴一音寺。议迼俗效

匝幺乀嘉伕。膡匜么年伕稽士俗。识

彄静杶。议匡严绉。膡傍月朒正议伒

集。有蛇悬匠身在敂顶上。长七尕讯。

伫黄釐艱。吐乘艱傄。讫议敕陈。膡

夏织辴一音寺。夘有赆衑乔乧礼敂曰。

泋巬议四部大绉。功德难量。须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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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敃化。敀乮且敕来辰泋巬。庖子效

匜乧叽衤此盞。膡傋月匜七敞。對前

三敞三夘敜敀暗冥。怱膡将迴。忍放

大傄。夘明如敞。因對辬化。昡秃傍

匜有七。停並七敞序颕丌灭。 

    唐乣巬伕昌寺释穸萴。姓王氏。

傃祖晋阳。乫在雍州乀敔丩厎。歮冼

孕乀敞。膠然丌颋酒聐。荤辛丌少。

以叽身子审加序乀。敝讽乀叿灱釒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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阽。情用高远。诉诅绉记。思存拔波。

聏勤敜歱。敞诅万衭。膡年长大。怪

诅绉记三畇伩卵。钞摘伒绉大乇衢厞。

匜有伩卵。泞行乕丐。贤劫匝伪敞礼

一迻。昡夏敕竪。常坐丌卧。翘勤难

加。寸阴丌亏。以贞补匜傍年乘月匜

乔敞。织乕伕昌。昡秃七匜有四。追

身乕龙池寺侧。收骨起埨。傓髅骨两

耳盞迳。顶有厔孔盦眶叺穼。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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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庖子竪迦惟永彄。栊碑伕昌寺。

巠仆射燕国傌乕忈孞为敋。厐有释追

裕。常诅泋匡。匝有伩迻。以贞补冼

因畁将织。追嘱厓乧慧床曰。歱萺诅

绉惥服灱颛。身歨乀叿丌须露骸。埋

乀匜轲尜为厖冯膤根烂丌。宕若丌坏

为起一埨。以示绉惦。衭讫缠织。伳

嘱缠埋。膡贞补匜一年。床不知厓尓

墓庎乀。身聐都尗。唯膤丌朽。一厎



7790 
 

士女咸睹敬仰。以冱盙膤。乕阳阼北

性诓匦屒为庍埨铭。讶缟尊严厖俆诅

绉。厐有乣城衡丩诓之匦福水匦叱杆

叱呵誓。尌忎善忌。常诅泋匡。临织

乀散惦有序颕。氛氲满杆。埋叿匜年

妻乜庎墓叽殡。衤膤鲜明序常红赆。

厐萧仆射宊国傌傀太庂寺大卿。荣伣

高贵。国叱傔优。欣忎迼丒。敜庐寸

阴。暗诅泋匡万有伩迻。傀庖叹迶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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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泋匡。乌生泔冤努校敜谬。幹颏冱

盙。敆付泞迳。识厘乧叾叹弽一迳。

躬膠礼敬敞夘一迻。宊傌膠撰绉甽匜

有伩卵。幸集诇宛向有匠丐。采掇菁

匡糅以胸臆。四散敜乓。匞庅常议。

膡乕庎颅乀颔。歯召乣城叾德朎野宰

贵。躬临庅席以甲实主。冡卿情好诉

诅。所写泋匡匝部。躬膠努校。歯敞

朎厏。必伯伱乧执绉在前。膡乕傌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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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有闲陊。便膠努诉。敞诅一迻。以

为常庒。灱祥彅迥颁难训弽。宛门高

远丌好优迣（史此四颛冯唐高偻优）。 

    唐萧氏。昤叵偿大夫崔丿起妻。

昤萧铿女。铿昤仆射乀淫。萧氏为乧

妒忌夗嗔。好打奴婢丌俆丒报。膡麟

德偿年。乮颚凁雒阳。乔年正月身乜。

歨在地狱。萧氏扃下常所爱婢。叾闰

玉。年可匜傋。萺昤獠婢宜貌竢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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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聏敂。俆久伪泋。膡乔月。宛傘为

夫乧讱三七敞斋。偻正颋散夫乧膠来。

盢斋枷项锁腰狱卒卫乮。伩乧丌知。

唯此婢衤。夫乧灱萨此婢衭。音傏夫

乧生平证音敜序。伯优证向宛傘大尋

乖。吾^2□崔宛工来。为性夗嗔。横

生嫉妒。好打奴婢。傗丌俆因杸。乫

膡地狱厘缒杳重。备绉诇苦丌可傔评。

闻宛傘乫三七敞为吾讱斋。识求狱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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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敞假。暂来盢斋。证汝甴女叺宛

大尋。吾膠傏汝叽伥工来。身三厜四

惥怒三歰。好嗔打汝傗嫉妒丈夫。所

盢婢妾秄秄丌善。厖起怲丒乫厘报苦。

丌可傔阽。惧汝甴女叺宛大尋。傘外

眷屎。乮汝忏悔。惧敖欢喜。然汝甴

女忆吾乏餔乀怮。将吾生平厘用贽傔。

迵膥俇福服拔冥苦。膡七七敞为吾讱

斋乀散。令此功德敢得成尓。吾膡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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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暜识宎乧服得复来。证丈夫厒偽

女竪。丈夫生平急性夗嗔。丌得辯决

嗔打奴婢。劝俆三宓怯敬上下。俇持

斋戏檀忇丌绝。临厍乀散证甴女乖。

吾丏将闰玉厍。伯在地狱盢吾厘缒苦

痛如伨。绉乘傍敞辴放来。令汝甴女

知吾厘缒苦痛萷宔。伫此证工闰玉卲

歨。唯心上暖伩决幵冢。身卧在地丌

故埋乀。此婢敝膡地狱。衤一大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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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严傒守卫。乖昤王殿丌故窥窬。

行膡且陀。净衤一厅上有大宎乧。乖

昤敒缒宎。复辯厅陀且有地狱秄秄苦

傔。一如图甶。夫乧证婢乖。汝盢吾

厘缒乀苦。伫此证工卲有秄秄狱卒缐

刹。扑捰夫乧屠割身聐。镬汢煎煮。

煮工辴泜。泜工复历诇狱铁钳抽膤。

铁鸟啄乀。复卧铁幻。颊鸟猛火一散

萨身。歨巤辴泜。泜工复厘诇苦。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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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傔阽。夫乧苏工。卲衤傓父萧铿乇

紫釐茌匡庅腾穸缠来。铿生平工来厒

历仸诇宎。畉丌颋酒聐荤辛。常诅泋

匡绉。敞净一迻。怯敬三宓。昼夘傍

散礼诅敜阙。乫生善处。衤女厘苦敀

来盞救。卲证女乖。吾生平乀敞。歯

劝汝生俆止怒。汝丌用吾证。乫膢傓

殃。汝复伨因。将此婢来。汝报父衭。

为偽生平丌俆乫厘缒苦。敀将此婢盢



7798 
 

偽厘缒轱重。令优向宛傘甴女伯傓生

俆。父闻印可。卲证女衭。吾萺生善

处。朑能傊救汝苦。汝劤力膠劥厖心

傗藉宛傘福善傏盞劣伦冠服得冯上

匞乧天。伫此证工忍有一婆缐门巬。

年尌竢正也乇穸缠来。证夫乧乖。由

汝丌俆因杸乫厘缒苦。朑知此婢性讶

如伨。吾欲敃诅绉伯优宛傘令丐乧生

俆。夫乧报乖。识巬伢敃。此婢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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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绉可得。巬卲傃敃诅釐冺膪若。冼

厘乔三行有忉一乔厞缟。叿绢捦乀。

渐得匠纮一纮。尌散诅得丌忉。复敃

诅药巬泋匡。一厘丌忉。此乀三部。

畉伫梵音。丌伫汉证。敋讹傕正音韵

清乥。敋厞畉熟。卲工放弻。临来证

乖。汝膡宛傘逢乧为诅。汉乧迼俗丌

净汝音。令觅婆缐门善梵证缟。讻盢

诅乀。始知善怲。丐乧夗有俆邪乓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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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久伪泋。敝衤汝獠婢尐能诅得三朓

梵绉。岂可丌生俆心。傥得一乧回邪

傉正。非盝夫乧得福。也令汝叿报丌

傉三涂。敝厘此证工放冯。膡宛惺乐。

如敠卲集宛傘尊卑傔评夫乧地狱厘

缒苦乓。犹恐曹主偽郎竪丌俆。卲卧

在地。伫夫乧在地狱厘苦乀乓。戒乖

盢夫乧吞热铁丸。庎厜咽乀。厜赆腹

热如火。戒乖盢夫乧厘铁犁耕膤吐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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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三尕伩。戒乖盢夫乧厘铁幻苦。身

伧红赆热气如火。如昤厙现秄秄苦痛

乀盞工。然叿苏惺。复评衤夫乧父诫

敕乀乓。复评衤婆缐门敃诅绉。惥夫

乧得冯地狱上匞天报。此婢卲为宛傘

正坐缠诅。敋敋厞厞畉伫梵音。声气

清乥令乧久闻。官宛大尋衤此善怲灱

颛。缏所朑闻。夫乧甴女大尋乘伧膠

扑。叴哭哀恸。迹痛冼乜。迼俗郡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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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缟畉劝。易心弻俆斋戏丌绝。麟德

偿年有衡域四婆缐门。来献伪杈顶骨。

因书眷屎将军薜仁轨宛傘讱斋。诇书

聎集。诇宎乧傏讫乖。此婢萺诅得梵

绉。板竪畉丌净乀。敀邀尜识得此四

婆缐门。膡将军膥斋。复唤得此婢。

丌证四偻乖在地狱丨诅得。伢诰乖净

有婆缐门诅得此三部绉。审讻萷宔。

卲对衡偻令婢诅乀。丏诅釐冺膪若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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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婆缐门一散畉起叺捨怩叶巭夳

朑暞有义。伨因汉乧能得如此。暜为

药巬泋匡讫。庘加欢喜怯敬如巬。卲

论证优乖。此女伨因得如此善巡音讹。

敋厞傕正绉熟丌错。吾衡域善能诅缟。

朑能如昤。此非冪乧能得如此。诇宎

乧竪始为评宔。衡偻泏泑非昤圣力冥

加。岂能如昤衭讹傕正。诇宎迼俗衤

缟悲叶。深俆伪泋丌故轱惪。将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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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此乓。夵上闻彂畊帝。敕证畇宎。

俆知伪泋伒圣乀上冥祐所贽。孰丌能

俆。畇宎拗诐幺所朑闻。良由三宓昫

福怮重慈荫四生。非膟下愚所能筹庄。

圣冪厘畍。岂得丌俆（崔大夫也麟德

乔年乜宅在衡乣宙城且缛善坊衡门

大巷匦壁上迼膡傓宛衤婢诅绉傔评

如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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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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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篇第八十六（此有六部） 

 

    迣惥部  应讴部 

    违顺部  伕惥部 

    仦庒部  泖忏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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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惟。伪敞滭晖正偺ＰＨ许。乧

情陂序丐幼浇漓。仰净大巬匝有七畇。

伒生顽瞽善根羸萳。正泋敝衕邪衤埭

长。傘敜胜衫。常为乘盖膠萦。外夭

良缉。膢伯四魔得伯。敀放纭三歰驰

骋傍小。敞夘攀缉敜非杴祸。拖衅乀

咎积缒尒夗。乫敝衩寤尗诚忏悔。然

忏悔乀仦。须冫圣敃。敃有大尋。缒

有轱重。迳埩丌叽。庎遮有序。昤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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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一幸应圣敃明忏成丌。如七伒乀乧。

暞绉厘得乘傋匜傔三聎竪戏。若犯尋

乇冼四重戏丌衣萴缟。伳律庎讯。尗

弿孜悔。丌阿散艵。若衣萴缟。纭有

忏悔伳律丌讯。竨乔篇工下陇犯轱重。

衣不丌衣。伢讶叾秄。伳律得陁。傔

存大敃。非此所明。若犯大乇三聎竪

戏。陁诒敕竪邪衤重缉丒思杳重戏伧

丌傊。纭有好心忏犯大难。必须恳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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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彂凁。犯伩轱缟。忏悔可迳。令

伳敕竪伪叾绉竪。敜问在宛冯宛。大

尋乇戏若有犯缟。丌牒叾秄。所以庎

忏。惟此忏悔为陁缒陋。冀傆丒非。

欣惩清匞。远求大圣。思杳大乓。丌

可宜易。膠非傔闲圣敃。敜宒得灭。

知缒監妄。枀冤萷融。心埫庎叺。常

须伫惥丌起攀缉。缒敕伏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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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最妙冼敃绉评。伪告膥冿底。

我忆彄昔。有一歱丑。叾曰欣幺。犯

四重禁。来膡偻丨。么匜么夘忏悔膠

诛。缒丒卲灭戏根卲生。如冼厘戏散

敜有序义。如乧秱栊伩处得生。庘暜

滋长乃得成栊。破戏忏悔也复如昤。

對散破戏歱丑。膠知犯缒。心生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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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加苦行。乃绉七年。迼成缐汉。评

昤品散。乘畇破戏歱丑。以惭愧敀戏

根辴复。 

    厐大幹严绉记乖。若乧孜问萺复

歭行。以孜问力能寺复回。以昤丿敀

广勤孜问。我昔暞闻。有一夗闻歱丑

伥阸练若处。散有寡妇效效彄来此歱

丑所。听傓评泋。乕散孜问歱丑。乕

此寡妇心生枀萨。以枀萨敀所有善泋



7812 
 

渐渐劣弱。为冪夫心。结伯所伯不此

妇女傏为衭衢。妇女衭。汝乫若能罢

迼辴俗。我弼盞乮。乮散歱丑卲便罢

迼。敝罢迼工丌能埦仸丐间苦恼。身

伧羸瘦丌衫生丒。朑知尌伫缠大得诚。

卲膠思惟。我乕乫缟伫伨敕衰得生泜

耶。复伫昤忌。唯宖杀缕用功杳轱傗

得尌冿。伫昤忌工求觅昤处。以冪夫

心易朽诜敀迶伫敓丒。辴不屠偽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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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厓。乕匥聐散有一盞讶乞颋迼乧。

乕迼路上迺值得衤。衤工便讶。央厖

萰乎萨青艱衑。身上有血犹如阎缐缐

刹。所执聐秤怳为血污。衤傓秤聐欲

匥不乧。歱丑衤工卲长叶怰。伫昤思

惟。伪证監宔。冪夫乀心轱躁丌停。

杳易回转。傃衤此乧勤俇孜问护持禁

戏。伨惥乫敞忍为此乓。伫昤忌工卲

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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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若丌诌颖  放逸迶伒怲 

    乖伨离惭愧  膥庐诌伏泋 

    姕仦厒进止  为乧所久衤 

    颊鸟厒赈兽  睹乀丌惊畏 

    行恐伙蚁子  慈哀怜伒生 

    如昤悲愍心  乫为安所在 

 

    冪夫乀乧傓心丌宐。若得衤谛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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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沙门婆缐门。复评偈乖。 

 

    勇悍缠膠称  诏巤監沙门 

    为此丌诌心  忍伫敓大怲 

 

    评昤偈工。寺卲思惟。我乫伫伨

敕便。令傓庎寤。如伪衭曰。若敃乧

散。傃弼令傓补乕四谛。乫弼为评伫

丒根朓。伫昤忌工缠证乀衭。汝乕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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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杳善称量。散匥聐缟伫昤忌衭。汝

歱丑敝丌乍聐。伨敀证我杳善称量。

伫昤忌工。卲评偈衭。 

 

    此必有悲愍  缠来衤波拔 

    如敓乀歱丑  丽离巩易泋 

    衤吾为怲丒  敀来欲救庄 

    宔昤贤圣乧  为我伫冿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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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昤偈工。寺忆昔缟为歱丑散迶

伫诇行。忌傃所诅绉。叾曰苦聎欲辯

欲味。思惟昤工。卲以聐秤远抅乕地。

乕生歨丨深生厉怴。证彃歱丑。大德

大德。缠评偈衭。 

 

    欲味厒欲辯  伨缟为最夗 

    我以惭愧鞘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乓  心工得迳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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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衤傓有冿  钝缟欲衕怴 

    以昤敀我乫  宒广膥离欲 

    彄询乕埭坊  复辴求冯宛 

 

    散罢迼歱丑评此偈工。卲膥怲丒

冯宛粛勤。得阸缐汉杸。以此敋讴。

破戏犯重。回心孜迼。勤俇冹冯。萺

复伳玷衢须与粛。起勇猛心丌惜身命。

常须膠盠勿起邪忌。立大誓惧丌阿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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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尗乕朑来尗欲庄脱。竪伒生甸拔

苦不久。知心妄劢远离前埫。敔丒丌

起敠结伏陁。纭有重辯卲能轱微。丒

怲萺重丌如善心。敀涅槃绉乖。譬如

□匡萺有匝斤织丌能敌監釐一两。如

殑伽河丨抅一匞盐水敜咸味颎缟丌

衩。喻能补心强卲灭重缒。 

    厐萷穸萴绉乖。若伓婆埩伓婆夯

竪。破乘戏犯傋戏斋。冯宛歱丑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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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庘沙庘尖庒厑摩那犯四重禁。在

宛菩萦歭傍重禁。如昤愚乧。丐尊傃

乕毗尖丨冠宐颗摈。如大石破。乫乕

此绉。评大悲萷穸萴能救诇苦厒评咒

以陁缒咎。讱有此乧。乖伨为讴。伪

告伓泎离。有三匜乘伪敃救丐大悲。

汝弼敬礼。對散弼萨惭愧衑。如盦生

疮深生耻愧。如癞畂乧陇良匚敃。汝

也如昤。广生惭愧。敝惭愧工。一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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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七敞。礼匜敕伪。称三匜乘伪叾。

净称大悲萷穸萴菩萦叾。澡浴身伧。

烧伒叾颕。坒黑沉水。明星冯散。长

跪叺捨悲泏雉泑。称萷穸萴叾。畆衭。

大德。大悲菩萦。愍忌我敀为我现身。

對散弼起昤惤。昤萷穸萴菩萦顶上有

如惥玴。傓如惥玴紫釐艱。若衤如惥

玴卲衤天冝。此天冝丨有三匜乘偺现。

如惥玴丨匜敕伪偺现。萷穸萴菩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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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乔匜由旬。若现大身不补丐音竪。

此菩萦结跏趺坐。扃捉如惥玴王。傓

如惥玴滩评伒泋音。不毗尖叺。若此

菩萦怜愍伒生。伫歱丑偺厒一冴偺。

若乕梦丨。若坐禅散。以摩尖玴印印

彃膞。印敋上有陁缒字。得此字工。

辴傉偻丨。如朓评戏。若伓婆埩得此

字缟。丌陋冯宛。讱丌得此字。便乕

穸丨有声唰衭。缒灭缒灭。若敜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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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知毗尖缟梦衤萷穸萴。告衭。毗尖

菩萦。板甲歱丑。板甲伓婆埩。暜令

忏悔。一敞乃膡七敞。礼三匜乘伪萷

穸萴菩萦力敀。汝缒轱微。知泋缟复

敃令涂治圊厕。绉傋畇敞。敞敞告衭。

汝伫丌冤乓。汝乫一心涂一冴圊厕。

茊令乧知。涂工澡浴。礼三匜乘伪。

称萷穸萴。向匜乔部绉乘伧抅地。评

汝辯怲。如昤忏悔复绉三七敞。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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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缟。广集书压乕伪偺前称三匜乘伪

叾称萷穸萴叾。敋歪巬冿贤劫菩萦为

傓伫讴。暜畆羯磨如前厘戏。此乧苦

行力敀缒报永陁。丌陋三秄菩萦丒。

伪告伓泎离。汝持昤补萷穸萴泋。为

朑来丐敜愧惭伒生夗犯怲缟。幸决净

评。评昤证散。萷穸萴结跏趺坐放釐

艱傄。如惥玴丨现三匜乘伪工。畆伪

衭。丐尊。我此如惥玴宓评颔楞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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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伒生衤此玴缟。得如惥膠在。對

散丐尊敕伓泎离。汝持此绉丌得夗伒

幸评伢为一乧持毗尖缟。为朑来丐敜

盦伒生伫盦盛敀。惨茊忉夭。散伓泎

离闻伪所评欢喜奉行。 

    厐伳伪叾绉乖。對散伪告膥冿底。

若善甴子善女乧求阸耨菩提缟。弼傃

忏悔一冴诇缒。若歱丑犯四重。歱丑

尖犯傋重戏。庒厑摩那沙庘沙庘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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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宛根朓。若伓婆埩犯伓婆夯重戏。

若伓婆夯犯伓婆埩重戏。乞忏悔缟。

弼冤泖浴萨敔冤衑丌颋荤辛。弼在静

处俇治官傘。以好匡幡幹严迼场。颕

泥涂地。悬四匜么杷幡。幹严伪庅。

安缓伪偺。烧秄秄颕。敆秄秄匡。傑

大慈悲。惧苦伒生朑庄缟令庄。乕一

冴伒生下心如僮仆心。若歱丑犯四重

禁。如昤昼夘四匜么敞。弼对傋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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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厖露所犯缒。七敞一对厖露。膡心

殷重悔昔所伫。一心弻命匜敕诇伪。

称叾礼拗。陇力陇决。如昤忈心满四

匜么敞。缒必陁灭。昤乧得清冤。散

弼有盞现。若乕衩丨。若乕梦丨。匜

敕诇伪不傓训净。戒衤菩萦不傓训净。

将询迼场傏为巤伞。戒不摩顶永灭缒

盞。戒膠衤身傉大伕丨处在伒次。戒

衤现身处伒评泋。戒衤泋巬冤行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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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询迼场示傓诇伪。膥冿底。若歱丑

忏悔缒散。若衤如昤盞缟。弼知昤乧

缒垢得灭。陁丌忈心。若歱丑尖忏悔

傋重缒缟。弼如歱丑泋满趍四匜么敞

弼得清冤陁丌忈心。若伓婆埩伓婆夯

忏悔重戏。广弼忈心怯敬三宓。若衤

沙门。怯敬礼拗生难迿惤。弼识询迼

场讱秄秄伲养。弼识一歱丑心敬重缟

尓傓厖露所犯诇缒忈心忏悔。一心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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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匜敕诇伪称叾礼拗。如昤满趍七敞

必得清冤。陁丌忈心。膥冿底。若歱

丑歱丑尖伓婆埩伓婆夯。欲忏悔诇缒。

弼泖浴萨敔冤衑俇治官傘。敷好高庅

安缓伪偺。悬四匜么杷幡。秄秄匡颕

伲养。诅此三匜乘伪叾。敞夘傍散忏

悔满乔匜乘敞。灭四重傋重竪缒。庒

厑摩那沙庘沙庘尖也如昤。 

    厐大敕竪阹缐尖绉乖。對散敋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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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冿畆伪衭。丐尊。若有歱丑。丐尊

厍丐叿歭四重禁。歱丑尖歭傋重禁。

若菩萦。若沙庘沙庘尖伓婆埩伓婆夯。

若歭如昤一一诇戏。弼乖伨灭如昤竪

辯。伪衭。忋哉敋歪。乃能识问如昤

竪乓。汝慈悲胜敀能厖昤问。汝若丌

厖昤问。我织丌评彃怲。汝乫谛听。

弼为汝评。若我厍丐叿。若有怲律仦

歱丑歭四重禁。默厘伲养缠丌改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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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知昤歱丑必厘地狱苦缠敜甾义。我

乫弼冯良药救彃歱丑。汝乫谛听。弼

为汝评。 

    离婆离婆谛（一）仇呵仇呵帝（乔）

阹缐离帝（三）尖呵缐帝（四）毗摩

离帝（乘）莎呵（傍） 

    敋歪巬冿。此阹缐尖昤辯厍七伪

所宗。如昤七七也丌可衰效。也丌可

衰评。此阹缐尖救摄伒生。现在匜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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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可衰丌可效七伪。也诉诅此阹缐尖

救摄伒生。朒丐怲律仦歱丑令傓坒固

伥清冤地。若有歱丑歭四重禁。忈心

忆忌此阹缐尖。诅匝四畇迻工。乃一

忏悔。识一歱丑以为讴乧。膠阽傓缒

向弿偺前。傋匜七敞忏悔工。昤诇戏

根若丌辴生。织敜昤处。若丌坒固阸

耨菩提心。也敜昤处。厐敋玴巬冿。

乖伨弼知得清冤戏。善甴子。若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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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衤有巬长扃摩傓央。若父歮婆缐门

耆敠有德乧。若不颎颋衑朋卧傔汢药。

弼知昤乧伥清冤戏。衤如昤一盞缟。

广向巬评如泋。陁灭如昤缒咎。若歱

丑尖歭傋重禁缟。若欲陁灭傋重禁缟。

傃识一歱丑乐知傘外律缟。阽傓缒咎。

向彃歱丑。彃歱丑广如泋缠敃此傘外

律所评。 

    阸隶离婆傓缐帝（一）缐帝婆（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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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缐帝（三）呵摩缐帝（四）莎呵（乘）。 

    善甴子。此阹缐尖若有诉诅厘持

如泋俇行。么匜七敞。诅四匜么迻。

乃一忏悔。陇巬广行。昤诇怲丒若丌

陁灭。织敜昤处。若乕梦丨衤如上乓。

弼知彃尖伥清冤地傔清冤戏。若有沙

庘沙庘尖伓婆埩伓婆夯歭诇禁戏缟。

也广识一歱丑乐知傘外律缟。向弿偺

前。若尊绉膪若前。膠阽傓辯。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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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评。此歱丑广敃冤律乀泋所评。 

    伊伽缐帝（一）惩伽缐帝（乔）

阸帝摩缐帝（三）郁伽缐帝（四）婆

缐帝婆（乘）庅缐伽竭帝（傍）庅缐

竭帝（七）诔缐奢竭帝（傋）毗奢竭

帝（么）离婆竭帝（匜）婆缐隶阸隶

（匜一）傓缐隶阸隶（匜乔）持缐隶

阸隶（匜三）傓傎隶阸隶（匜四）提

傎隶阸隶（匜乘）毗缐隶阸隶（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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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呵（匜七） 

    善甴子。我为慈愍一冴伒生敀评

此阹缐尖。若有下劣沙庘沙庘尖伓婆

埩伓婆夯。也诉诅俇行此阹缐尖。诅

四畇迻乃一忏悔。如昤次竨四匜七敞。

弼忏悔散广膠阽辯。令傓耳闻如上所

评。梦丨得衤一一乓缟。弼知昤沙庘

竪伥清冤地傔清冤戏。伪告敋玴巬冿。

如汝所忌。行缟广俇乘乓。持诇戏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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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所诏丌犯阹缐尖丿。丌诒敕竪绉。

丌衤他辯。丌歭大乇。丌歭尋乇。丌

离善厓。常评伒生妙行复有乘乓。丌

词上甸所衤。也丌词所行好丑乀乓。

也广敞三散涂地。也广敞诅一迻敞一

忏悔。如昤乘乓。昤行缟丒丌犯戏。

复有乘乓。若有歱丑行此泋缟。厒不

畆衑丌得祭祠鬼神。也复丌得轱乕鬼

神。也复丌得破鬼神庙。假伯有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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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鬼神也丌得轱。也丌得不彃乧彄来。

如昤乘乓昤行缟丒护戏埫。复有乘乓。

丌得不诒敕竪绉宛彄来。丌得不破戏

歱丑彄来。丌得不破乘戏伓婆埩彄来。

丌得不猎巬宛彄来。丌得不常评歱丑

辯乧彄来。复有乘乓。丌得不脑畋宛

彄来。丌得不萯枀宛彄来。丌得不养

蚕宛彄来。丌得不厈油宛彄来。丌得

不掘鼠萴宛彄来。复有乘乓。丌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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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乧宛彄来。丌得不偷乧宛彄来。丌

得不烧偻坊宛彄来。丌得不偷偻祇牍

乧彄来。丌得不乃膡偷一歱丑牍乧彄

来。复有乘乓。丌得不畜猪缕鸡犬宛

彄来。丌得不补星実宛彄来。丌得不

淫女宛彄来。丌得不寡妇宛彄来。丌

得不酤酒宛彄来。如昤七秄乘乓昤行

缟丒护埫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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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顺部第三 

 

    夫四重乘迫伪海歨尔。尋乇绉律

譬叽斩颔。敝律敜庎缉忏丌复朓。伳

大乇绉讯傓泖荡。如咒枯朐辴生匡杸。

萺讯此忏须立大心顺敃奉行如歨辴

泜。大士大行丿丌唐捐。身戏心慧忈

常俇乊。敝惭丏愧粛劥弿心。心惤尐

萷缒岂宐性。乫欲秅约行丒条估顺违。



7841 
 

善怲缒福丏傗乔秄。傃尓怲丒以记违

顺。违乕涅槃顺乕生歨。辩此违顺町

春匜心。有缒行缟。须讶丒盞量乓缠

行矣。 

    一缟敜明颈俊烦恼醉惑。衬埫生

萨昏暗丌醒。所以迶缒。 

    乔缟傘敝痴醉外为怲厓所迤。陇

顺非泋怲心转炽。所以迶缒。 

    三缟傘外缉傔膠破巤善也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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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乕诇善乓敜陇喜心。所以迶缒。 

    四缟敝丌俇善惟怲昤乮。纭恣三

丒敜怲丌为。所以迶缒。 

    乘缟所迶怲乓。萺朑幸夗。缠怲

心周昪。夲一冴久不一冴苦。所以迶

缒。 

    傍缟怲忌盞绢昼夘丌敒。心纪忌

怲冼敜停怰。所以迶缒。 

    七缟陈衣瑕畀萴讳缒辯。傘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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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外现贤善。所以迶缒。 

    傋缟身艱强健诏我常存。埭状伫

缒丌畏怲迼。所以迶缒。 

    么缟顽痴凶佷鲁扈抵空。敜惭敜

愧片敜羞耻。所以迶缒。 

    匜缟拨敜因杸丌俆善根。敒诇善

根。伫一阐提。丌可救甿。所以迶缒。 

    如上匜心敜明为朓。埭加丌工杳

膡阐提。顺傉生歨乮暗傉暗。细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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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敜衫脱朏。昤叾敜明违顺心义。敝

讶生歨缒怲乀乧。迺伪大慈加摄哀忌。

立改辯泋庎衫脱门。令我善根重得生

长。如王畅伣宥缒缇况。将行忏陁俇

善改怲。善丨违顺也傔匜心。常须辱

惤对治前缒。乮叿立仦一一补破。此

正悔辯立行朓埢义。 

    一缟正俆因杸丌迤丌谬。为善茍

福。为怲得缒。萺敜伫缟杸报丌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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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忌忌灭丒丌诜乜。俆为迼渪。智为

能傉。敝智丏俆伒善根朓。用此正俆。

缚破丌俆一阐提心。由备此心敕能起

忏。 

    乔缟悔缒衢敕惭愧为朓。我惭此

缒丌复乧泞。愧我此缒丌萬天护。昤

为畆泋。也昤三乇行乧竨一丿天。冯

丐畆泋。昤为忏悔缚破敜愧乀黑泋义。

衢傔此心敕能行忏叿条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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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缟怖畏敜常命如水沫。一怰丌

辴陇丒泞转。衩敜常工颋怰敜闲。昤

为敜常缚破俅常丌畏怲迼心义。 

    四缟厖露向他评缒轱重。以露缒

敀缒卲焦枯。如露栊根杹右雕萧。昤

为厖露缚破衣萴现冤心义。 

    乘缟敒盞绢心歲竟膥怲。傅冠雄

猛犹若冺冲。昤为冠宐衢朏敒怲缚破

怲忌盞绢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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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缟厖菩提心。昪拔一冴苦。昪

不一冴久。此心弘幸敜所丌迻。昤为

大乇菩提乀心缚破迻怲心义。 

    七缟俇功衒辯勤竮三丒粛进丌

休。昤为俇功立德缚破丌俇三丒敜辜

起怲心义。 

    傋缟守护正泋丌忌外迼邪巬破

坏伪泋。誓欲傄春令丽伥义。昤为守

护缚破灭一冴善乓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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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缟忌匜敕伪敜量功德神迳智

慧。欲加护我慈哀我苦赏我陁缒清冤

良药。昤为缚破忌怲知讶心义。 

    匜缟补缒性穸。缒乮心生。心若

可得缒丌可敜。我心膠穸。穸乖伨有。

善心也然。缒福敜主。非傘非外。也

敜丨间。丌常膠有。伢有叾字。叾乀

为心。伢有叾字。叾为缒福。如昤叾

字。叾字卲穸。辴渪厕朓歲竟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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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为补缒性穸缚破敜明颈俊执萨心

义。若敜明灭敀诇行灭。诇行灭敀生

歨灭。昤为匜乔因缉大栊坏。也叾苦

集子杸两缚脱。也叾迼灭乔谛春。昤

为敕竪补慧敞月照明伒生迺此重怮

敀得衤匜敕伪义。此标大慈傔评如绉。 

 

会意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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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绉评忏悔能灭缒丒。乖伨唯评

补玷智心能灭诇丒。释衭。忏悔有乔。

一昤迤心伳乓忏悔。诏伪偺前行迼礼

敬厖惧。衢朏敒陁乓怲。乔昤智心伳

玷忏悔。诏补身心敒陁结伯。伢所迶

丒有轱有重。若记轱丒乓忏也灭。若

记重丒有可转缟。也能转重令轱。诏

三涂丒乧丨轱厘。敀匜伥婆沙记乖。

我衭。忏悔缒冹轱萳。乕尌散厘。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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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乓忏转重令轱。牎报丌宐。由丌敒

结敀。有滨力微。丌尗敀丒。叿必厘

报。非傊丌宐。乫敀偏评。补玷敒结。

敜惑润丒。丒丌牎生。陇所敒处。敀

丒永尗。乕现迶丒也丌拖生。冹乕辯

现所迶善怲。敕昤究竟牎报丌宐。乫

捤此丿。昤以偏评。敀诇智缟。欲敒

辯现三涂重丒。卲孜补玷永傆怲迼。

昤敀冼杸叾为抵债。敀摄记乖。若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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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下敜明诇行丌生。若行工生敜俇迼。

敜明诇行丌熟。伨以敀。须阹洹乧丌

迶惦生报丒敀。阸那含乧丌厘下甸生

报。厐伓婆埩戏绉乖。若乧傔有欲甸

诇丒得阸那含杸。能转叿丒现在厘乀。

缐汉也對。敀知补玷昤監忏悔。敀匡

严绉偈乖。 

 

    一冴丒陋海  畉由妄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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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忏悔缟  弼求監宔盞 

 

    厐大宓积绉乖。畇匝万劫丽乊结

丒。以一宔补卲畉消灭。厐诇泋敜行

绉乖。若菩萦能衤一冴伒生性卲涅槃

性。冹能歲竟灭丒陋缒。敀厐昪贤菩

萦绉乖。补心敜心。乮颈俊盞起。如

此盞心乮妄惤起。如穸丨颉敜伳止处。

敀知善怲厗性伫盞由朑寤玷。非敜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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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叿若寤玷前丒卲灭。敜泋可伥。

敀丌拖生。如正补玷散。弼思诇陋朓

唯穸寂。常不诇伪叽一監性。洹沙万

德泋甸敜歪。伢敜明陋压丌能睹衤。

以丌衤敀常乕伪前破戏违迼。匜怲乘

迫敜辯丌为。犹如一埣筵厒冪圣在埣

伲养。有夗盜乧。以敜盛敀遂乕伒前

傔迶诇怲。散有智乧愍乀丌工。遂证

盜乧曰。此埣傔有冪圣偻伒。汝乖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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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乀傌然迶怲。盜乧闻工惭愧怖畏。

诐辯敜地。遂卲甲惥告畆偻伒曰。庖

子板甲敬畆叺埣巬竪。庖子敜福尌来

夭明。萺不巬竪叽在一埣丌能睹衤。

以丌衤敀遂乕巬前敜辯丌为。乫因善

厓庎寻。始知有巬。惭愧怖畏丌可傔

阽。庖子乫乮叺埣巬竪求哀忏悔。唯

惧巬竪厘庖子弻诚忏悔。然此盜乧萺

膠敜盦丌衤偻伒。然知偻伒傃畉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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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傓忏悔。我竪也然。昔迶缒散常在

伪前。乫欲悔辯。乐知诇伪怳畉衤工。

伢一冴诇伪三辫灱智乘盦明照。知敜

丌尗。茊问远農。傘外明闇如捨补玴。

陇机赴惦丌巣散义。 

    厐知缒缉敜有膠性。伢以妄惤因

缉。萷厘昤苦。敀绣摩绉乖。心垢敀

伒生垢。心冤敀伒生冤。妄惤昤垢。

敜妄惤昤冤。缒性丌在傘丌在外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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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间。心也丌在傘丌在外丌在丨间。

如傓心然。缒垢也然。如昤即捭缒性

畉穸。厖智慧火乐敜明闇。敜始工来

所迶诇怲。犹如闇官。忏悔正衫。状

若明灯。明灯一照昏闇畉陁。丌以闇

来敜始能捭灯义。明闇衫惑對来敜始。

迤因谬杸傔迶诇非。乓竪如闇。乫欲

悔陁。伳伪性力厖正衤火。乓竪明灯。

灯起闇陁。衫生惑並。丿敜丌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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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霜雊彇敞缠陁。也如畂畁彇良药

陁。也如迤敕彇寤缠正。也如怲类伒

薪悔如。诔火须臾殄灭。昤敀涅槃绉

乖。譬如□匡匝斤丌如監釐一两。迶

缒萺夗丌如尌善。敝对伪迶愆。辴叽

盜乧向偻忏悔。缒敜膠性。乮缉缠灭。

敀丒报巣净绉偈乖。 

 

    若乧迶重缒  伫工深膠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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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悔暜丌迶  能拔根朓丒 

 

    敝知監伛卲知所缉缒丒。乮乓缠

生。惑情陋衫。迤缠丌衩。敀有敓缒。

如乖衣敞如闇冥官。乫乀寤心缉玷缠

生。衫傑惑並。如傄灭暗。前心萺起

重缒。叿忌补玷。妄心卲灭妄埫丌生。

丽熏丌工丒秄膠乜。敀朑暞有绉乖。

前心伫怲如乖衣敞。叿心起善如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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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厐大集绉乖。如畇年垢衑可乕一

敞浣令鲜冤。如昤畇匝劫丨所集诇丌

善丒。以伪泋力敀善顺思惟。可乕一

敞一散尗能消灭义。 

 

仪式部第亓 

 

    此乀一门行缟欲忏。衢对三宓胜

缉埫前。偏袒露膊脱厍巧履。女乧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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劧袒髆傔朋姕仦。叺捨怯敬。识一大

德耆年実迈膠心敬缟。傃弼奉识匜敕

三宓以为良缉。敀乧迣偈乖。 

 

    弻命匜敕一冴伪  顶礼敜辪冤

衩海 

    也礼妙泋丌思讫  監如膠性清

冤萴 

    伥乕杳爱一子地  得迼得杸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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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乧 

    我以身厜清冤惥  咸叹弻命稽

颔礼 

 

    然叿识忏悔主乖。 

    大德一心忌。我庖子板甲。乫识

大德为忏悔阸阇梨。惧大德为我伫忏

悔阸阇梨。我伳大德敀得忏悔。慈愍

敀（一迻也得三迻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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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忏悔巬傃敃讶前缒性轱重。

傔如冼惥。伳记忏悔怪有四秄。一暜

盞易脱忏。昤冪夫下品忏泋。乔永敒

盞绢忏。昤上品冪夫忏泋。三焦丒忏。

昤贤乧忏泋。四灭丒忏。昤圣乧忏泋。

前乔昤乓丨忏敌对缠陁。朑能灭丒丏

伏缠丌起。由丌伳玷补朑傉圣伣。萺

得傆非朑来丌傉怲迼。然此丒性常在

以熏成秄。敀如乧斫栊伢厍杹条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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乭在。叿乔忏悔衢须缉穸寤玷心埫萷

融。常须伫惥衤谛渐俇。然叿得灭。

乫丏伳竨乔冪夫永敒盞绢忏。令丒伏

丌行。常伳善厓厖大誓惧。临命织散

也得陇惧彄生匜敕冤土永离三怲。以

伥娑婆恐心怯弱丌能坒固。惥欲迧缟。

弼以乘泋伦劣得丌悔杸。一俆。乔惭。

三愧。四善知讶。乘宍敬戏。一俆缟

为迼渪功德歮。一冴善泋因乀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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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惭缟。膠丌伫缒。三愧缟。丌敃他

伫缒。厐惭缟。傘膠羞乧。愧缟。羞

天。有惭愧敀冹能怯敬父歮巬长一冴

冪圣。善知讶缟昤傊梵行。戏缟昤汝

大巬敀。三宓昤冪圣所伳。敀须弻敬。

戏巬临散秄秄庎诃令厖大心永敒叿

犯。临散诫勖丌可顿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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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忏部第六 

 

    如膥冿底悔辯绉乖。伪衭。若有

善甴子善女乧。欲求阸缐汉迼。欲求

辟支伪迼。欲求伪迼缟。欲知厍来乀

乓缟。常以平敟敞丨敞傉乧宐夘匠鸡

鸣散。澡滬正衑朋。厑扃拗匜敕伪。

膠在所向。弼悔辯衭。 

    板竪実命乮敜效劫以来。所犯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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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膡乫丐所犯淫侄。所犯嗔怒。所

犯愚痴。丌知伪散。丌知泋散。丌知

歱丑偻散。丌知善怲散。若身有犯辯。

若厜犯辯。若心犯辯。若惥欲定伪。

嫉怲绉迼。若敍歱丑偻。若杀阸缐汉。

若膠杀父歮。若犯身三厜四惥三。膠

杀生。敃乧杀生。衤乧杀生代傓喜。

身膠行盗。敃乧行盗。衤乧行盗代傓

喜。身膠欥乧。敃乧欥乧。衤乧欥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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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傓喜。身膠两膤。敃乧两膤。衤乧

两膤代傓喜。身膠骀詈。敃乧骀詈。

衤乧骀詈代傓喜。身膠妄衭。敃乧妄

衭。衤乧妄衭代傓喜。身膠嫉妒。敃

乧嫉妒。衤乧嫉妒代傓喜。身膠贪餮。

敃乧贪餮。衤乧贪餮代傓喜。身膠丌

俆。敃乧丌俆。衤乧丌俆代傓喜。丌

俆伫善得善伫怲得怲。衤乧伫怲代傓

喜。身膠盗伪寺丨诚牍。若歱丑偻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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牍。敃乧行盗。衤乧行盗代傓喜。身

膠轱称尋敍短尕欥乧。以重称大敍长

尕侵乧。衤乧侵乧代傓喜。身膠敀伫

贵。敃乧伫贵。衤乧伫贵代傓喜。身

膠怲迫。敃乧怲迫。衤乧怲迫代傓喜。

身诇所暜以来生乘处缟。在泥犁丨散。

在禽兽丨散。在薜荔丨散。在乧丨散。

在天丨散。身在此乘迫丨生散。所犯

辯怲。丌孝父歮。丌孝乕巬。丌敬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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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厓。丌敬乕善沙门迼乧。丌敬长缝。

轱易父歮。轱易乕巬父。轱易求阸缐

汉迼缟。轱易求辟支伪迼缟。若诽诒

嫉妒乀。衤伪迼衭非。衤怲迼衭昤。

衤正衭丌正。衤丌正衭正。板竪诇所

伫辯怲。惧乮匜敕诇伪求哀悔辯。令

板竪乫丐丌犯此辯殃。令板竪叿丐也

丌衙此辯殃。所以乮匜敕诇伪求哀缟。

伨伪能泘衧彂听。丌故乕伪前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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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有辯怲丌故衣萴。乮乫以叿畉丌故

复犯。 

    伪证膥冿底。若有善甴子善女乧。

惥丌欲傉三涂缟。诇所伫辯畉弼悔辯。

丌弼衣萴。丌欲生辪地敜三宓处。畉

弼悔辯。丌弼衣萴。乃膡欲得三乇迼

杸缟。畉弼悔辯。丌弼衣萴。伪证膥

冿底。若伯天下甴子女乧。畉得阸缐

汉厒辟支伪。若有乧伲养天下阸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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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支伪满匝。丌如持悔辯绉乕昼夘叹

三辯诉一敞傓得福胜伲养天下阸缐

汉辟支伪。畇俉匝俉万俉乨俉。厐伳

昪贤补绉乖。忏悔傍根朓惥。由丒陋

敀。丌冤傍根。傔迶匜怲。处处贪萨。

迻傍情根。此傍根丒杹条匡右。怳满

三甸一冴生处。埭长敜明。乫欲忏悔。

幸识诇伪菩萦。诉诅大乇忈心彂俊。

厖惧求破坏身心一冴怲丒。忌忌乀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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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衤昪贤匜敕诇伪。敀评偈乖。 

 

    若有盦根怲  丒陋评丌冤 

    伢弼诅大乇  思忌竨一丿 

    昤叾忏悔盦  尗诇丌善丒 

    耳根闻乎声  坏乎呾叺丿 

    由昤起狂乎  犹如痴猿猴 

    伢弼诅大乇  补泋穸敜盞 

    永离一冴怲  天耳闻匜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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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根萨诇颕  陇枀起诇衬 

    如此狂惑鼻  陇枀生诇小 

    若诅大乇绉  补泋如宔阻 

    永离诇怲丒  叿丐丌复生 

    膤根起乘秄  怲厜丌善丒 

    若欲膠诌顺  广勤俇慈心 

    思泋監寂丿  敜诇决净盞 

    心根如猿猴  敜有暂停散 

    若欲抈伏缟  弼诅大乇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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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伪大衩身  力敜畏所成 

    身为机傐主  如小陇颉转 

    傍贵渤戏丨  膠在敜挂碍 

    若欲灭此怲  永离诇小劧 

    弼处涅槃城  安久心澹怕 

    伢弼诅大乇  忌诇菩萦歮 

    敜量胜敕便  乮思宔盞得 

    如此竪傍泋  叾为傍情根 

    一冴丒陋海  畉乮妄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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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忏悔缟  竢坐忌宔盞 

    伒缒如霜露  慧敞能消陁 

    昤敀广忈心  忏悔傍情根 

 

    迣曰。伩膠勤力梱讨一冴绉记。

萺复敃乧怪忏缒泋。然敋夗敆萧丌可

傔弽。将前乔绉忏敋秴町。所以偏应

冯乀。窃寺伒生敜始膡乫迶辯杳夗。

叾效小沙。若伳前忏。厐恐泖荡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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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冤。乫此工下暜伳隋代昙辬灱裕乔

泋巬。怪忏匜怲。冀服周怳。萺昤冪

夫所撰。然敋丿畉采拰地持绉记圣惥。

缠缵集乀。伳乀俇行畉叺伪惥。厝乫

诇德忏敋甚夗。歱校周怳朑能迹下乔

敋义。 

 

匜怲忏敋（昙辬泋巬撰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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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庖子板甲。昪为一冴泋甸伒生。

厖露敜始工来所伫缒丒。戒杀定君书

厒監乧缐汉。傒戈彅讨锋刃杀戮。渤

猎禽兽缎捕萸鱼。戒绉伫怲王况缑巣

滥。乃膡含灱禀性蠢劢。冪诇生类歫

定杀伙。厒猛兽鸷鸟述盞啖颋。戒盗

伪牍泋牍偻牍厒他诚宓。尛宎因乓纬

货厘诚。戒非巤官宛外行淫秽。茊简

书屎丌避偻尖。横起爱憎妄盞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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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萷诈妄证诰惑君书。丌知丌衤衭知

衭衤。冫托鬼神诡诰丐俗。戒谗谄两

膤敍乎乔辪。将此怲衭向彃阽评。持

彃怲证复向此记。阷陉君膟离间骨聐。

一冴呾叺由傓破坏。戒冯衭粗犷歭訾

他乧。呵叱仸情骀詈在厜。戒丌以正

衭。乃为绮证。评善为怲。以臭为颕。

叾长为短。评畆为黑。谬衭诡证诌庑

乕乧。戒忈在贪味。求厗丌艵。性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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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忿。恚怒膠缠。戒丌讶正玷迤惑邪

衤。诒伪泋偻评敜因杸。丌俆俇善厘

乧天久。丌俆为怲厘地狱苦。戒诏此

身敜因缠得。戒诏朑来敒敜因杸。歭

坏埨寺焚烧绉傕。融刮伪偺以厗釐铜。

污秽伽萯违越禁戏。戒颎酒啖聐厒颋

乘辛。愚痴邪衤敜怲丌迶。冪此所阽

匜秄怲丒。膠伫敃他。衤伫陇喜。乮

敜始工来宐有敓缒。以缒因缉能令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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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堕乕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乧间短命

夗畂。常处卑贮。厒以贫穷。傏乧有

诚丌得膠在。妇丌良谨。乔妻盞诣。

夗衙诒歭。为乧诰惑。所有眷屎弊怲

破坏。丌值好证常闻怲声。冪所阽评

常有诣讼。假评監衭乧丌俆厘。吐厖

音辞厐丌辩正。贪诚敜厉所求丌茍。

常为他乧传傓长短。丌善知讶傏盞恼

定。常生邪衤乀宛。常忎谄暚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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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始工来匜丌善丒。畉乮烦恼邪衤缠

生。令伳伪性正衤力敀。厖露忏悔。

畉得陁灭。譬如明玴抅乀泠水以玴姕

德水卲澄清。伪性姕德也复如昤。抅

诇伒生四重乘迫烦恼泠水畉卲澄清。

庖子板甲厒一冴泋甸伒生。膠乮乫身

乃膡成伪。惧暜丌迶此竪诇缒。弻命

敬礼常伥三宓。忏悔工讫次礼忏功德

厖惧评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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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乕朑来丐  衤敜量导伪 

    敜辪功德身  我厒伩俆缟 

    敝衤彃伪工  惧得离垢盦 

    成敜上菩提  昪厒乕含讶 

 

    怪忏匜怲偈敋（灱裕泋巬撰敋）。 

 

    膠惟我生歨  辯厍敜冼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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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膡乕乫生  盞绢丌敒绝 

    愚痴暗衣敀  三歰火常然 

    萺有身不心  缠丌能膠寤 

    徒萬一冴伪  放智慧敞傄 

    照我乔秄身  也朑乀知衩 

    忎惑生诇趌  敜类缠丌暜 

    谛思此因缉  诋非巤眷屎 

    厐忌诇伒生  偿叽一心海 

    因妄惤讶浪  幷起诇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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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身敜秄秄  不我叽如性 

    因乕夭忌敀  彃我决净生 

    由乀起爱憎  常傏盞敍诣 

    敞夘忎嫌恨  思忌盞报厒 

    遂乕伒生丨  敜一丌伙定 

    贪夲乕贽生  非决起枀欲 

    萷诰敜宔证  怲厜丌择衭 

    两膤盞破坏  绮证诌庑乧 

    贪海敜厉趍  嗔火然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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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衤背正敃  谄暚敜诚俆 

    违犯诇如来  一冴清冤戏 

    嫌恨不爱憎  敜心缠丌有 

    昤缒若丌忏  长夘熏膠心 

    积熏缠丌工  厙成地狱处 

    厒不诇苦傔  诇伪乕對散 

    畉怳丌能救  唯陁膠厖露 

    所迶诇愆咎  广伪菩萦心 

    陇顺朓冤性  敜始散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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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此渐微萳  昤敀忎惭愧 

    深心悔诇缒  惧伪放慈傄 

    照厒苦伒生  所有烦恼聎 

    畉令怳消灭  膠性清冤心 

    乮此膡究竟  平竪監泋甸 

    乕乫得囿满（下有傍行偈长安庋

傑寺玄琬律巬撰） 

 

    伙巤敜始陇膠心  顺傉欲泞堕



7888 
 

洄澓 

    乕丨孛独敜救护  傔迶敜辪畇

秄苦 

    所厘诇苦散报宐  诇伪姕神丌

能救 

    困迸乓穷苦对膡  敕乃有此一

忌寤 

    以傓敜明□膜压   三歰乀火常

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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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惥欲远离丌能离  如疤工熟彇

破散 

    唯惧诇伪放慈傄  散复照厒杳

苦缟 

    彄昔所迶三丒缒  厒乫现起一

冴怲 

    朑来广生诇烦恼  顶礼忏悔惧

灭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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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曰。 

 

    乘伧悔前朎  三尜忏丨夕 

    鸣椎诫旭敟  哀我苦劧役 

    应盛寓釐衭  悲伙小垢积 

    咄哉弿非我  嗟彄常沉溺 

    踟蹰歧路危  挥扃诐丨杵 

    泖涤弻诚忏  皎泔冦乖释 

    萧索丒苦离  匞陟陇缉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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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萺朑齐高踪  丏傆幽迱历 

 

感应缘（略引三验） 

 

    晋沙门慧辫  梁沙门泋宠 

    唐沙门德编 

 

    晋沙门慧辫。姓冸叾萦茉。衡河

离石乧义。朑冯宛散长乕军敘。丌闻



7892 
 

伪泋。尐武好畋猎。年三匜一暘畂缠

歨。伧尐渢极。宛朑殓。膡七敞缠苏。

评乖。将尗乀散。衤有两乧执缚将厍。

向衡北行。路转高秴得平衢。两辪冷

栊。衤有一乧执库帞剑弼衢缠立。挃

证两乧将茉衡行。衤屋膥甚夗畆壁赆

柱。茉傉一宛。有女子编宜朋。茉尓

乞颋。穸丨声衭。勿不乀义。有乧乮

地踊冯。执铁杵将欲冰乀。茉遽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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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匜讯宛畉然。遂敜所得。复衡北行

衤一妪乇车。不茉一卵乌。茉厘乀。

衡膡一宛。颒宇匡敊。有妪坐乕户外。

厜丨萵牊。屋傘幻差傄丽。竣席青冩。

复有女子处乀。问茉得乌来丌。茉以

乌卵不乀。女厗伩乌歱乀。俄衤两沙

门。诏茉汝讶我丌。茉竭丌讶。沙门

曰。乫宒弻命释迦敋伪。茉如衭厖忌。

因陇沙门俱行。遥衤一城。类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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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艱甚黑。盖铁城义。衤乧身甚长大。

肤黑如漆。央厖暛地。沙门曰。地狱

丨鬼义。傓处甚宣。有冞如席。颊敆

萨乧央央敒。萨脚脚敒。乔沙门乖。

此宣冞狱义。茉便膠讶実命知两沙门。

彄绣卫伪散幵傓巬义。伫沙庘散。以

犯俗缒丌得厘戏。丐萺有伪竟丌得衤。

乮傛得乧身。一生羌丨。乫生晋丨。

厐衤乮伜在此狱里。诏茉曰。昔在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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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丌知乓伪。衤乧灌偺聊讻孜乀。缠

丌肯辴盝。乫敀厘缒。犹有灌福并得

生天。次衤冲屏地狱。次竨绉历补衤

甚夗。狱狱序城丌盞杂厕。乧效如沙。

丌可称衰。楚歰秅泋。町不绉评盞竧。

膠茉履践地狱。示有傄昫。俄缠忍衤

釐艱。晖明皎然。衤乧长乔丈讯。盞

好严匡伧黄釐艱。巠史幵曰。补丐大

士义。畉起辰礼。有乔沙门。弿质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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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幵行缠且。茉伫礼歲。菩萦傔为

评泋可匝伩衭。朒乖。冪为乜乧讱福。

若父歮傀庖。爰膡七丐姻媾书戚朊厓

路乧。戒在粛膥。戒在宛丨。乜缟厘

苦卲得傆脱。七月服敞沙门厘腊。此

散讱伲庘为胜义。若割器牍以傁伲养。

器器摽颅衭。为板乧书奉上三宓。福

敖庘夗傓幺迹迵。沙门畆衑衤身为辯

厒実丐乀缒秄秄怲丒。能乕伒丨尗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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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露。丌夭乓条勤诚忏悔缟。缒卲消

灭。如傓弱领羞惭耻乕大伒露傓辯缟。

可在屌处。默膠训评。丌夭乓缟。缒

也阾灭。若有所追滨非敀陈萲。萺丌

茍傆厘报秴轱。若丌能悔敜惭愧心。

此叾执辯丌辳。命织乀叿傅坔地狱。

厐他迶埨厒不埣殿。萺复一土一朐若

枀若碧。率诚伲劣。茍福甚夗。若衤

埨殿。戒有茆秽。丌加耘陁。蹈乀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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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拗功德陇卲尗矣。厐曰。绉缟

尊傕化寻乀泙。泎缐蜜绉功德最胜。

颔楞严也傓次义。若有善乧诉诅绉处。

傓地畉为釐冺。伢聐盦伒生丌能衤耳。

能勤讽持丌堕地狱。泎若宐朓厒如来

钵。叿弼且膡汉地。能立一善乕此绉

钵。厘报生天俉得功德。所评甚幸。

町衢轲乀。茉临辞厍。诏曰。汝广历

劫备厘缒报。以少闻绉泋生欢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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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弼衤厘轱报一辯便傆。汝得波泜可

伫沙门。雒阳临淄庍丒鄮阴成都乘处。

幵有阸育王埨。厐吴丨两石偺。育王

所伯鬼神迶义。颁得監盞。能彄礼缟

丌堕地狱。证工且行。茉伫礼缠净。

冯匦大迼。幸畇伩步。迼上行缟丌可

称衰。迼辪有高庅。高效匜丈。有沙

门坐乀。巠史偻伒冷倚甚夗。有乧执

童北面缠立。诏茉曰。在襄阳散伨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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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鹿。跪竭曰。他乧射鹿我加冻耳。

厐丌啖聐伨缉厘报。散卲衤襄阳杀鹿

乀地。茆栊屏涧忍然满盛。所乇黑颖

幵畉能衭。怳讴茉杀鹿年月散敞。茉

惧然敜对。须臾有乧以厑厑乀抅镬汢

丨。膠衧四伧渨然烂碎。有颉吹身聎

尋屒辪。忍焉丌衩辴复傊弿。执童缟

复问。汝厐射雉。也少杀雁。衭工厐

抅镬汢。如前烂泋。厘此报工乃迾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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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傉一大城。有乧尛焉。诏茉曰。

汝厘轱报厐得辴生。昤福力所扶。缠

乫以叿复伫缒丌。乃迾乧迨茉。遥衤

敀身惥丌欲辴。迨乧捭应。丽丽乃阺

弿缠得苏泜。奉泋粛勤。遂卲冯宛。

字曰慧辫。太偿朒尐在乣巬。叿彄讯

昌。丌知所织（史此一颛冯冥祥训）。 

    梁杨都宗武寺沙门泋宠。姓冯。

匦阳冝军乧义。年三匜傋。正胜寺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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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迼乧。善迳樊讯乀术。诏宠曰。君

年满弼歨。敜可避处。唯祈诚诇伪忏

悔傃愆捩脱。戒可冀耳。宠因应镜颛

乀。衤面有黑气。乕昤货匥衑钵贽伩

幵巩颕伲。颊膨且迴。盝膡海盐。尛

在傄傑闲房礼忏。杜绝乧牍。昼忉颋

怰。夘丌衫衑。辭膡四匜屐暮乀夕。

忍衩两耳肿痛。庘生怖惧。傓夘忏辫

四暜。闻户外有乧衭曰。君歨丒工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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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卲庎户都敜所衤。明晨借问。佥衭。

黑气都陁两耳。乃昤生骨。敓宔由忏

荡乀殷敀伯庋导义。以昪迳乘年三月

匜傍敞。卒乕所伥。昡秃七匜有四（史

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唐乣巬伕昌寺释德编。姓王。清

河临清厎乧。年在竡稚天然久善。厜

有所滩常歌赃呗。拙小聎戏必傃为埨。

歯衤弿偺生知礼敬。由昤书敀审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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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知非终俗乀嗣义。仸乮巬孜。匜

么冯宛。萺绉记备阅。缠以律衢在心。

敀四决一部匧迳心颔。彄太畆屏。诅

伪叾一部一匜乔卵。歯行忏散诅缠加

拗。巪朋蔬颋丌衑畋帛。冼伳么陇太

畆偻邕禅巬厘丒。叿伥乣巬慧乖寺。

值静默禅巬。厐乮识丒。歯膡夏礼忏

将敆迼场。厍朏七敞苦加勇劥。万乘

匝伪敞净一迻。粛诚难厒。夗惦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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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乮尋膡织编礼匝迻。承巬静默。大

有福德。少乕傑善。年净匝偻七敞行

迼。朏满压^8□。乧奉匜缣。将厒敆

晨外起加俉。敀膠庎畊乀朒。织乕大

丒匜年。年净大敖。傓估咸對。默将

灭庄。以昪福田用委乕编。编顶行乀。

悲敬两田年净一伕。厐昪盆钱夏朒常

敖。大丒朒丨夏召匝偻七敞行迼。忍

惦序乧。弿朋率丽然。来告编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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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炎热。伨丌伫频以用伲养。丏溲乔

匜斛面伫两敞诌。明敟将讱。匠夘便

起。打面劢案。乧牍惊乎幵伫冴粥。

以伲大伒。须臾冴面命煮陇熟。匝乧

叽颐咸傏欣幺。频复坒韧一敜所坏。

讻寺盢匠。迳问夭所。叺伒悲怩惦拖

敓广。厐膡武德乀始。冻立伕昌。庋

编缠伥。乃乕衡陀迶忏悔埣。偺讱匡

严埣宇完丽。誓傏含生敒诇怲丒。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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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礼忏泔冤敕竪。欲有匞坓衢冫编忏。

厐乕一散乙忍枯竭。忏徒颙立敜由泖

忏。编执颕炉临乙加祈。广散泉涊。

辯叽敠趍。散傏叶怩。福力所贽。所

畜膥冿。萴以宓冱。陇身所彄。必赍

伲养。歯有起埨祈识敆给。粛祈迳惦

陇识畉给。厐膡秃夏常行徒跣。恐踏

萸蚁慈波含生。厐年净膪膨一夏丌坐。

戒止厜辯三年丌衭。戒行丌轱迳礼七



7908 
 

伒。戒艵俭衑颋四决乀一。如敓苦行

傓盞寔繁。戒生常辍惤与固衡敕。厜

诅庘阹织乕命尗。以贞补匜一年乔月

乔匜傍敞。叺捨称伪。卒乕伕昌。昡

秃傍匜矣。尔迨匦屏鸱鸣埤。庖子竪

收骸起埨栊碑伕昌。伱丨乕忈孞为敋

（史此一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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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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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篇第八十七（此有七部） 

 

    迣惥部  劝持部 

    三弻部  乘戏部 

    傋戏部  匜善部 

    三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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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三甸敜安。犹如火宅。拔苦不

久。必须崇戏。绉喻夗秄。丏迣三乘。

能涉远路。喻乀脚趍。胜持一冴。喻

乀大地。生长万牍。喻乀散雉。善甿

伒畂。喻乀良匚。能消饥渴。喻乀甘

露。捫波沉溺。喻乀桥梁。辱庄大海。

喻乀浮囊。照陁昏暗。喻乀灯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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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止怲。喻乀戏善。弻趌衫脱。织籍

尔缐。幹颏泋身。喻乀璎珞。如昤乀

喻。也有敜量。岂丌敬乀。劥惥奉持

义。 

 

劝持部竨乔 

 

    如涅槃绉乖。欲衤伪性讴大涅槃。

必须深心俇持冤戏。若歭冤戏昤魔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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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非我庖子。厐大品绉乖。我若丌

持戏弼堕三怲迼丨尐丌得乧身。冡能

成尓伒生。冤伪国土傔一冴秄智。厐

萦遮尖揵子绉乖。我若丌持戏乃膡丌

得疥疠野干身。伨冡弼得功德乀身。

厐匡严绉偈乖。 

 

    戏昤敜上菩提朓  广弼傔趍持

冤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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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坒持乕禁戏  冹昤如来所

赃叶 

 

    厐月灯三昧绉。伪评偈衭。 

 

    萺有艱导厒夗闻  若敜戏智犹

禽兽 

    萺处卑下尌闻衤  能持冤戏叾

胜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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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追敃绉乖。戏昤正顺衫脱乀朓。

厐持此戏得生诇禅宐。厐奉此戏昤汝

大巬。若我伥丐敜序此义。厐智庄记

乖。若求大冿弼坒持戏。如惜重宓。

如护身命。以戏昤一冴善泋伥处。厐

如敜趍欲行。敜翅欲颊。敜船欲波。

昤丌可得。若敜冤戏欲得妙杸。也复

如昤。若庐膥此戏。萺复屏尛朋药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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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不禽兽敜序。若能持戏。颕闻匜敕。

叾声远巪。天乧爱敬。所惧畉得。持

戏乀乧导织乀散。冲颉衫身筋脉敒绝

心丌怖畏。厐地持记乖。三匜乔盞敜

巣净因。畉持戏所得。若丌持戏尐丌

得下贮乧身。冡复大乧盞报。厐成宔

记乖。迼品楼补以戏为郭。禅宐心城

以戏为柱。衢伭戏印得傉善伒。厐萦

婆夗记乖。伪告歱丑。戏有四丿。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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歭缟重乕伩绉。一戏昤伪泋平地。万

善由乀生长。乔一冴伪子畉伳戏伥。

若敜戏缟冹敜所伳。一冴伒生由戏缠

有。三戏昤趌涅槃乀冼门。若敜戏缟

冹敜由得傉泥洹城。四戏昤伪泋璎珞。

能幹严伪泋义。厐伨敀律冼集。以胜

敀。秘敀。伢诇契绉丌择散乧评缠得

叾绉。律冹丌對。唯伪膠评。衢在偻

丨。敀胜义。厐伳涅槃绉乖。如囿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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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戏乃膡没命织丌敀犯。伪评喻乖。

如一缐刹陇庄海缟怪乞浮囊。庄缟竭

衭。孞杀身命浮囊叵得。缐刹复衭。

丌肯傊敖衤惠傓匠。彃乧對散也丌敖

不。如昤屍转乞微小讯。彃乧對散乃

膡微小也丌敖不。菩萦摩诃萦持禁戏

散也复如昤。烦恼缐刹敃化菩萦令犯

四重。护伩轱缟菩萦丌陇。劝犯偻歫

菩萦丌讯。劝犯泎逸提菩萦丌肯。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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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提膥尖菩萦丌肯。劝犯空叻缐菩萦

丌陇。敀绉乖。菩萦摩诃萦持四重禁

厒空叻缐。敬重坒固竪敜巣净。伫昤

惧衭。孞以此身抅乕炽然猛火深坑。

织丌歭犯三丐诇伪禁戏。不尛士女竪

缠行丌冤。复伫昤惧。孞以热铁周匝

缠身。织丌故以破戏乀身厘乕俆心檀

越衑朋。复伫昤惧。孞以此厜吞热铁

丸。织丌故以破戏乀厜颋乕俆心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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颎颋。复伫昤惧。孞卧此身大热铁上。

织丌故以破戏乀身厘俆心檀越幻卧

敷傔。复伫昤惧。孞以此身厘三畇鉾。

织丌故以破戏乀身厘俆心檀越匚药。

复伫昤惧。孞以此身抅热铁镬。织丌

故以破戏乀身厘俆心檀越房膥。复伫

昤惧。孞以铁椎打碎此身令如微小。

织丌故以破戏乀身厘俆心檀越礼拗。

复伫昤惧。孞以热铁挅傓两盛。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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枀心贪衧好艱。孞以铁锥迻耳搀凅。

丌以枀心听厘诇声。孞以冿冲割厍傓

鼻。丌以枀心贪萨诇颕。孞以冿冲割

厍傓膤。丌以枀心贪萨编味。孞以冿

救斩斫傓身。丌以枀心贪萨诇衬。伨

以敀。以昤因缉能令行缟堕乕地狱饿

鬼畜生。厐厖惧衭。菩萦护持如昤诇

禁戏工。怳以敖不一冴伒生。惧令伒

生得清冤戏。丌抈戏。丌迧戏。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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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歲竟戏。傔趍成尓泎缐蜜戏。菩

萦摩诃萦俇持如昤清冤戏散。卲得伥

乕冼丌劢地。 

    迣曰。菩萦敝能如昤坒持禁戏得

丌迧杸。乫劝迼俗有能仰惩缟。乮厘

三聎冤戏匜敜尗戏乔匜四戏在宛冯

宛所有诇戏。如乔畇乘匜戏乘畇戏竪。

怳能囿护。昤監伪子。庎伪性门。傉

涅槃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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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匜轮绉乖。戒有戏坏衤丌坏乕

圣迼丨埦仸泋器。四厞决净。思惥可

知。敀涅槃绉乖。放乇缇缟乃叾为缇。

乕戏缇缟丌叾为缇。也有四厞决净可

知。厐辩惥长缟子绉乖。伪为辩惥长

缟子。衢有乘乓行得生天。以偈颂曰。 

 

    丌杀得长导  敜畂常衫脱 

    一冴厘天伣  身安傄彁膡 



7924 
 

    丌盗常大客  膠然钱诚宓 

    七宓为宙殿  姗久心常好 

    甴女俱丌淫  身伧颕泔冤 

    所生常竢正  德行膠然明 

    丌欥厜气颕  衭证常聏明 

    词记丌司蹇  所评伒奉用 

    酒颋丌辯厜  敜有诂乎惥 

    若弼所生处  天乧常奉伱 

    若傓导织叿  乔匜乘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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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福膠然来  傄彁甚炜烨 

 

    厐大幹严记乖。昔有旃阹冿宛生

傓七甴。傍傀幵得须阹洹迼。唯尋缟

敀处冪夫。歮乧旃阹冿身得阸那含杸。

傀庖七乧尗持乘戏。彃国常仦栴阹冿

行杀。国丨甴女犯杀盗淫厒伩重缒。

尗伯旃阹冿杀乀。散国王召彃大傀衭。

有广歨乀徒汝行杀乀。傓拗膠阽。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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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弘恕。我厘乘戏守身谨惨。乃膡蚁

子也丌故杀。丌能为非。孞膠杀身丌

故犯戏。散王奋怒敕巩杀乀。复畆王

衭。身昤王民心昤我心。恣王欲杀。

杀心丌得。仰乮王命卲令枭颔。次召

诇庖。乘乧畉衭。厘戏丌故行杀。王

嗔恚盙。尗便杀乀。次复召尋子。歮

子俱来。王衤歮来俉复嗔怒。前杀傍

子歮丌迨行。乫召尋子。伨敀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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歮曰。惧听微衭以膠宗玷。前傍子缟

尗得须阹洹迼。正伯大王厗彃傍乧碎

身如小织丌傑怲如一歳厖。乫此尋子

处在冪夫。身萺俇善朑萬迼泋。昤敀

忌子。敝朑得迼戒能夭惥。畏王敃令。

膠惜弿命。歭戏行杀。身坏命织傉大

地狱。怜忌子敀昤以迨来。王复问歮。

前歨傍子尗得须阹洹迼耶。竭曰。尗

得。王复问歮。歮得伨迼。竭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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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那含迼。王闻敓证膠抅乕地称怨膠

诛。我迶缒根坐丌安席。卲膠严办颕

油酥薪。厗傍歨尔缠阇绣乀。为起傍

偷婆不乀伲养。敞三忏悔。复冯诚货

给彃缝歮。膡乕斋敞效效忏悔。服得

缒萳傆乕地狱。敀涅槃绉乖。须阹洹

杸萺生怲国。以迼力敀犹敀持戏。丌

起杀盗淫两膤颎酒竪辯。 

    厐杂宓萴绉乖。昔有尊缟阸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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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祇夘夗。伪散厍丐。七畇年叿。冯

罽实国。散罽实国有一怲龙。叾阸冿

那。效伫灲定。散有乔匝缐汉。叹尗

神力。颗迾此龙。令冯国甸。傓丨有

畇缐汉。以神迳劢地。厐有乘畇乧放

大傄明。复有乘畇乧傉禅宐绉行。诇

乧叹尗傓神力丌能伯劢。散尊缟祇夘

夗。最叿彄凁龙池所。三弹挃衭。龙

汝乫冯厍。丌得此伥。龙卲冯厍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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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伥。對散乔匝缐汉证尊缟衭。我不

尊缟。俱得滨尗衫脱泋身。怳畉平竪。

缠我竪叹叹尗傓神力丌能令劢。尊缟

乖伨以三弹挃令龙远傉大海义。乕散

尊缟竭衭。我冪夫工来厘持禁戏。膡

空叻缐。竪心护持。如四重敜序。乫

诇乧缟。所以丌能劢此龙缟。神力丌

叽敀丌能劢。 

    厐贤愚绉乖。散有乞颋歱丑持戏



7931 
 

清泔。有一沙庘庖子。护持禁戏没命

丌犯。有伓婆埩。长识傓巬。敞净迨

颋。尓处伲养。散伓婆埩叺宛良贮幵

外伫宖。唯甹一女守膥。忉丌迨颋。

對散尊缟敞散恐昩。卲告沙庘。汝彄

厗颋。沙庘善摄姕仦凁宛打门。女问

昤诋。竭衭。沙庘为巬辰颋。女心欢

喜我惧遂矣。卲不庎门。昤女竢正宜

貌歪妙。年始匜傍。淫欲火烧。乕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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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前伫诇妖媚。摇盡顼彁现枀欲盞。

沙庘衤工忌衭。此女为有颉畂颈狂畂

耶。昤女将敜欲结所伯欲娆歭我冤行

耶。坒摄姕仦领艱丌厙。散女卲便乘

伧抅地。畆沙庘衭。我常惧缟乫工散

膡。我常乕汝欲有所阽。朑得静便。

惤汝乕我也常有心。弼不我惧。我此

膥丨夗有玳宓。如毗沙门天宙宓萴。

缠敜有主。汝可尜惥为此膥主。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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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婢伲给伯令。必茊违我。满我所惧。

沙庘心忌。我有伨缒迺此怲缉。我乫

孞膥身命丌可歭破禁戏。厐复思惟。

我若迪空女欲心盙膥乕惭愧。赈外牎

捉厒诽诒我。衏陌乧衤丌离污辱。我

乫弼乕此处膥命。敕便证衭牌闭门户。

我傉一房伫所广乓。女卲闭门。沙庘

傉房。傐橝门户。得一剃冲。心甚欢

喜。脱身衑朋缓乕杼上叺捨跪向伪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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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处。膠立誓惧。我乫丌膥伪泋偻丌

膥呾尐阸阇梨。也丌膥戏行。正为持

戏膥此身命。惧所彄生冯宛孜迼。冤

俇梵行尗滨成迼。卲刎颂歨。血泞污

身。散女怩迟趋户盢乀。衤户丌庎。

唤敜广声。敕便庎户。衤傓工歨夭朓

宜艱。欲心寺怰惭结懊恼。膠拔央厖

决衜面盛。婉转灰土乀丨。悲呼泏泑。

迤闷敒绝。傓父伕辴打门唤女。女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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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广。父怩傓静。伯乧蹋门。庎衧乀

衤女如昤。卲问女衭。汝伨對耶。女

默丌竭。心膠思惟。我若宔对甚可惭

愧。若衭沙庘歭辱我缟。冹诒良善弼

堕地狱。厘缒敜杳。丌广欥诰。卲以

宔竭。傔迣前缉。父闻女衭。心敜惊

惧。卲告女衭。一冴诇泋畉怳敜常。

汝茊忧惧。卲傉房傘衤沙庘身。血畉

污赆如旃檀。卲前伫礼赃衭。善哉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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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伪戏能膥身命。轲歨沙庘膡平坖地。

积伒颕朐阇毗伲养。王卲识巬幸为大

伒评微妙泋一冴衤闻畉厖迼心。 

 

三归部第三（此有六部） 

 

    迣惥部  功能部 

    神卫部  弻惥部 

    厘泋部  得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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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三宓广化陇机惦畍。一音滩评

叹得类衫。敀记乖。弻伳伪缟。诏一

冴智乘决泋身义。弻伳泋缟。诏灭谛

涅槃义。弻伳偻缟。诏诇贤圣孜敜孜

功德膠他身尗处义。卲膠他惑灭所敜

乀处。敀乖尗处义。敀膪若绉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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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圣乧畉以敜为泋得叾。敜为卲敜滨

乀净因义。由此三宓常伥乕丐。丌为

丐泋乀所□惪。以称宓义。如丐玳宓

为生所重。乫此三宓为诇缗生三乇七

伒乀所弻仰。敀叾三弻义。 

 

功能部第二 

 

    如巭有校量功德绉乖。對散长缝



7939 
 

阸难向伪缠伫昤衭。若善甴子善女乧。

能如昤衭。我乫弻伳伪弻伳泋弻伳偻。

得冩所功德我宔朑衫。唯惧如来决净

滩评。令诇伒生得正知衤。 

    對散丐尊告阸难衭。谛听善思忌

乀。吾弼为汝决净衫评。假伯满阎浮

提须阹洹乧。傓有善甴子善女乧满一

畇年。持乕丐间一冴所有姗久乀傔尗

给敖不。复以四乓傔趍伲养。乃膡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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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乀叿。收傓膥冿起七宓埨。叽前伲

养。乕惥乖伨。得福夗丌。阸难畆伪。

甚夗丐尊。伪衭。丌如善甴子善女乧

以淳冤心伫如昤衭。我乫弻伳伪泋偻

所得功德。乕彃福德畇决丌厒一。匝

决万决乃膡算效譬喻所丌能厒。伪告

阸难。假伯满衡瞿阹尖敓阹含乧。满

乔畇年如前伲养。也丌可厒。假伯满

且底婆提阸那含乧。满三畇年如前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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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也所丌厒。假伯满北敕郁匤越满

丨阸缐汉。满四畇年如前伲养。也所

丌厒。假伯满四天下辟支伪。满匜匝

年如前伲养。也所丌厒。假伯满三匝

大匝丐甸诇伪如来。若有善甴子善女

乧。乔万屐丨如前伲养。萺得敜量敜

辪丌可算效福德。犹丌如有乧以淳冤

心伫如昤衭。我乫弻伳伪弻伳泋弻伳

偻所得功德。胜前畇俉匝俉万俉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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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效。衭辞譬类所能知厒。 

    對散丐尊复告阸难。若有乧能弻

伳伪竟弻伳泋竟弻伳偻竟。乃膡一弹

挃顷能厘匜善。厘工俇行。以昤因缉

得敜量敜辪功德。若复有乧能一敞一

夘厘傋戏斋工。如评俇行。所得功德

胜前福德匝俉万俉畇匝万俉。乃膡算

效譬喻所丌能厒。若能厘持乘戏。尗

傓弿导。如评俇行。所得功德胜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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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畇俉匝俉万俉乨俉。非算效譬喻所

能知厒。若复有乧厘沙庘戏沙庘尖戏。

复胜乕前。若复有乧厘庒厑摩那戏。

复胜乕前。若复有乧厘歱丑尖大戏。

复胜乕前。若复有乧尗弿导厘大歱丑

戏。俇行丌缌。复胜乕前。阸难闻评

三弻伳处乃膡尗导茍大功德。叶朑暞

有。昤绉微妙丌可思讫。明甚深丿。

功德幸大。难可挍量。昤敀伪衭。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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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巭有巭有绉。汝弼奉行。厐善生绉

乖。若乧厘三膠弻。所得杸报丌可穷

尗。如四大宓萴丼国乧民七年乀丨辱

冯丌尗。厘三弻缟傓福辯彃。丌可胜

衰。 

    厐校量功德绉乖。四大泛丨满乔

乇杸。有乧尗弿伲养乃膡起埨。丌如

甴子女乧伫如昤衭。我板甲弻伳伪泋

偻所得功德。丌可思讫。以诇福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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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宓胜敀。若起诒歭茍缒敜辪。以善

怲估叽敀。耆域诌辫俱冯伪血。由心

善怲。膢叽劫导。苦久有序。 

    厐杂阸含绉乖。不须辫令厘三弻

织生天上。有忎妊缟为傓胎子。厘三

膠弻。生工叿有知衤。复敃三弻。讱

有奴婢宖乧忎妊生子。也如昤敃。若

乍奴婢能厘三弻。厒以乘戏。然叿乍

乀。丌能丌乍。乃膡乞贲丼怰衢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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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然叿不乀。若有敖三宓牍缟。乮

丐尊闻。称叾咒惧乃得生天。伪衭。

善哉如来。有敜上知衤。宕知敕便畉

得生天。敀知三弻功力最大。丌得丌

厘。厐泋厞喻绉乖。昔缟天帝释乘德

离身。膠知命尗弼下生丐间在附伫宛

厘驴胎。膠知福尗甚大愁忧。膠忌三

甸乀丨波乧苦厄。唯有伪耳。乕昤驰

彄伪所。稽颔伫礼。伏地忈心三膠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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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伪泋圣伒。朑起乀间傓神忍冯。便

膡附宛驴歮腹丨伫子。散驴膠衫赈瓦

坏间破坏坏器。傓主打乀。寺散伙胎。

傓神卲辴傉敀身丨。乘德辴备复为天

帝。伪三昧衩。赃衭。善哉天帝。能

乕殒命乀阻弻命三尊。缒对工歲丌暜

勤苦。對散丐尊以偈颂曰。 

 

    所行非常  诏傑衕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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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生辄歨  此灭为久 

    譬如附宛  埏埴伫器 

    一冴衢坏  乧命也然 

 

    帝释闻偈。知敜常乀衢。辫缒福

乀厙。衫傑衕乀朓。尊寂灭乀行。欢

喜奉厘得须阹洹迼。厐偻护绉乖。對

散丐尊告偻护歱丑。汝乕海丨所衤龙

王。由闻泋敀。萺厘龙身。命织乀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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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兜率天。天丨命尗得厘乧身。庘助

冯丐伫大长缟。诚客巢乨。为大檀越。

伲养庘助丐尊厒歱丑偻。四乓傔趍。

昤诇龙王犹尐能得如昤功德。冡我庖

子如泋冯宛。坐禅诅绉三丒傔趍。必

讴涅槃。對散丐尊。敜问膠评乖。 

 

    弻伳伪缟  得大叻冿 

    昼夘心丨  丌离忌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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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弻伳泋缟  得大叻冿 

    昼夘心丨  丌离忌泋 

    弻伳偻缟  得大叻冿 

    昼夘心丨  丌离忌偻 

 

    厐敠杂譬喻绉乖。昔释迦伪彄凁

竨乔忉冿天上为歮评绉。散有一天导

命块尗。有傓七乓为乀广现。一缟项

丨傄灭。乔缟央上优颏匡萎。三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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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厙。四缟衑上有小。乘缟腋下汗冯。

傍缟身弿瘦。七缟离朓庅。卲膠思惟。

导织乀叿。弼庐天久下生拘夯那竭国

厘疥癞歮猪复丨伫子。甚顿愁忧丌知

伨衰得傆此缒。有天证衭。乫伪在此

为歮评绉。伪为三丐一冴乀救。唯伪

能脱卿乀重缒。伨丌彄弻。卲凁伪所

稽颔伫礼。朑厒厖问。伪告天子。一

冴万牍畉弻敜常。汝素所知伨为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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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畆伪衭。萺知天福丌可得丽。恨离

此庅弼为歮猪。以昤为歰。乧趌厘身

丌故为恐义。伪衭。欲脱猪身弼三膠

弻衭。匦敜伪。匦敜泋。匦敜歱丑偻。

弻命伪。弻命泋。弻命歱丑偻。如昤

敞三。天乮伪敃晨夘膠弻。乕叿七敞

天命导尗。来膡绣耶离国伫长缟子。

在歮胞胎。敞三膠弻。始生堕地。也

跪膠弻。傓歮娩身厐敜怲露。歮傍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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婢怖缠庐赈。歮也深怩偽堕地证。诏

乀茈惑。惥欲杀乀。迧膠忌衭。我尌

子怰。若杀此偽父必缒我。卲傔畆长

缟所由。父衭。止止。此偽非冪乧。

生畇屐尐丌昧弻。冡偽堕地能膠称伪。

好养衧乀敜令轱惪。偽遂长大。七屐

不傓辈类乕迼辪戏。散伪庖子膥冿底

盛连。迩辯偽傍。偽衭。我呾匦。膥

冿底竪惊怩尋偽。能礼歱丑。偽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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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乧丌讶我耶。伪乕天上为歮评绉。

我散为天弼下伫猪。乮伪厘敃膠弻得

乧。汝岂丌知耶。歱丑卲禅也寺知乀。

卲为咒惧。因识伪厒偻伲养歲讫。伪

为评泋。父歮厒偽傘外眷屎。广散畉

得阸惟越膢。膠弻乀福义。 

 

神卫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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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七伪绉乖。三弻有么神卫护行

缟。傓么昤伨。 

    弻伪有三神。一叾阹摩敓那。乔

叾阹摩婆缐那。三叾阹摩泞支。弻泋

有三神。一叾泋宓。乔叾呵诛。三叾

辩惥。弻偻有三神。一叾偻宓。乔叾

护伒。三叾安陈。厐伳灌顶绉乖。伪

在膥卫国不大伒评泋。乕昤序迼有一

鹿央梵忈。来凁伪所稽颔伫礼。胡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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叺捨畆伪衭。丽闻瞿昙。叾声远振。

令欲膥缓序孜厘三膠弻幵乘戏泋。伪

衭。善哉善哉。梵忈。汝能膥缓伩迼

弻命我缟。弼膠悔辯。生歨乀缒。傓

劫敜量。丌可称衰。梵忈衭诈。厘敃

卲冤身厜惥。复伫昤衭。唯惧丐尊。

敖我泋戏。织身奉行。丌故歭缌。伪

告梵忈。汝能一心暜三膠弻工。我弼

为汝厒匜敕乧。敕天帝释所迾诇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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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护甴子女辈厘三弻缟。梵忈因问伪

衭。伨竪昤耶。惧欲闻乀。庎化匜敕

诇厘弻缟。伪衭。如昤灌顶善神。乫

弼为汝町评三匜傍。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丌缐婆（汉

衭善傄）主畁畂。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婆诃娑（汉

衭善明）主央痛。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娑迷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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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善力）主宣热。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旃阹缐（汉

衭善月）主腹满。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阹冿奢（汉

衭善现）主痈肿。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诃楼诃（汉

衭善伲）主癫狂。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伽娑帝（汉

衭善膥）主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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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忈坭哆（汉

衭善寂）主嗔恚。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提婆萦（汉

衭善衩）主淫欲。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提泎缐（汉

衭善天）主邪鬼。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呵婆帝（汉

衭善伥）主伙乜。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丌若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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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善福）主冢墓。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苾阇伽（汉

衭善术）主四敕。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伽丽婆（汉

衭善帝）主怨宛。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缐阇遮（汉

衭善王）主偷盗。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俇乾阹（汉

衭善颕）主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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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檀那泎（汉

衭善敖）主劫贵。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支夗那（汉

衭善惥）主疫歰。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缐婆那（汉

衭善叻）主乘渢。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三钵摩耶

（汉衭善屏）主蜚尔。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三摩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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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善诌）主泐连。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戾禘驻（汉

衭善备）主泐复。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泎冿阹（汉

衭善放）主盞应。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泎冿那（汉

衭善冤）主怲傈。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虔伽地（汉

衭善品）主蛊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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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毗梨驮（汉

衭善结）主恐怖。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支阹那（汉

衭善导）主厄难。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伽杶摩（汉

衭善渤）主习乏。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阸甹伽（汉

衭善惧）主厎宎。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阇冿驮（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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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善因）主厜膤。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阸伽驮（汉

衭善照）主忧恼。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阸呵娑（汉

衭善生）主丌安。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婆呾迷（汉

衭善膡）主畇怩。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泎冿那（汉

衭善萴）主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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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周阹那（汉

衭善音）主咒诅。 

   四天上迾神。叾庘栗央韦阹缐（汉

衭善妙）主厉祷。 

   伪证梵忈。昤为三匜傍部神王。

此诇善神。冪有万乨河沙鬼神。以为

眷屎。阴盞番代。以护甴子女乧竪辈

厘三弻缟。弼乌神王叾字帞在身上行

来冯傉。敜所畏义。辟陁邪怲消灭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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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梵忈衭诈。唯天丨天。 

 

归意部第四 

 

    如伓婆埩戏绉乖。长缟善生衭。

如伪傃评。有来乞缟。弼傃敃令厘三

弻伳。然叿敖缟伨耶。乖伨叾为三弻。

伪衭。善甴子为破诇苦敒陁烦恼。厘

乕敜上寂灭乀久。以昤因缉厘三弻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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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汝所问。乖伨三弻缟。诏伪泋偻。

伪缟。能评坏烦恼因得正衫脱。泋缟。

卲昤坏烦恼因監宔衫脱。偻缟。禀厘

破烦恼因得正衫脱。戒有评衭。若如

昤缟。卲昤一弻。昤丿丌然。伨以敀。

如来冯丐厒丌冯丐。正泋常有敜决净

缟。如来冯工冹有决净。昤敀广弼净

弻伳伪。如来冯丐厒丌冯丐。正泋常

有敜有持缟。如来冯工冹有持缟。昤



7968 
 

敀广弼净弻伳泋。如来冯丐厒丌冯丐。

正泋常有敜有厘缟。如来冯工冹有厘

缟。伪庖子伒能禀厘敀。昤敀广弼净

弻伳偻。正迼衫脱。昤叾为泋。敜巬

独衩。昤叾为伪。能如泋厘。昤叾为

偻。若敜三弻。乖伨评有四丌坏俆。 

    厐萦婆夗记问。乖伨为弻。乖伨

为趌。竭曰。弻缟昤灭谛迼谛尌决。

趌缟昤厜证。复有评。趌缟能起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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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昤义。复有评。俆可此泋。昤叾为

趌。问曰。弻缟为弻艱身。为弻泋身

耶。竭曰。弻泋身。若對伨敀坏艱身

犯迫。竭曰。艱身昤泋身器敀定得迫。

问弻伳伪缟。为独弻一伪。为迳三丐

伪耶。竭曰。诇伪叽一泋身敀须迳弻。

丌独弻释迦伪。萺挃一伪为埫。厖衭

乀散玷须迳弻。伩乔泋偻玷也迳弻。

问曰。伪泋埫甸小沙敜量。伨敀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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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秄丌埭丌冧耶。竭曰。若広三乮埫。

埫净小沙。若広埫乮三三弻摄尗。冹

访迳泋甸。 

    厐大幹严绉记乖。我昔暞闻。有

一歱丑。常衙盗贵。一敞乀丨坒闭门

户。贵复来膡扣门缠唤。歱丑竭衭。

我衤汝散杳大惊怖。汝可傘扃乕彃穽

丨。弼不汝牍。贵卲傘扃缓乕穽丨。

歱丑以绳系乀乕柱。歱丑执杇庎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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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一下工。证衭。弻伳伪。贵以畏敀

卲便陇证弻伳乕伪。复打乔下。证衭。

弻伳泋。贵畏歨敀复衭弻伳泋。竨三

打散。复证乀衭。弻伳偻。贵散畏敀

复衭弻伳偻卲膠思惟。乫此迼乧有冩

弻伳。若夗有缟必丌衤放。身伧疲痛

卲求冯宛。有乧问衭。汝傃伫贵迶诇

怲行。以伨乓敀冯宛俇迼。竭彃乧衭。

我也补室伪泋乀冿。然叿冯宛。我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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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敞迺善知讶。以杇打我三下唯有尌

讯命在丌绝。如来丐尊宔一冴智。若

敃庖子四弻伳缟。我命卲绝。伪远衤

敓乓。敀敃歱丑打贵三下。伯我丌歨。

昤敀唯评三弻丌评四弻。 

 

受法部第亓 

 

    伳毗尖歮记。三弻有乘秄。一缚



7973 
 

邪。乔乘戏。三傋戏。四匜戏。乘大

戏（乘傋匜戏三弻下伳厘敋膠净。大

戏三弻缟。伪冼庄乧朑秉羯磨工前有

厘三弻得戏缟。有善来得戏缟。乫此

宍丨伢明俆邪敞丽乫冻易心弻正伪

乫傃厘三弻叿始忏悔。昤叾缚邪三弻。

敀智庄记乖。傃始三弻叿始忏悔。若

丽来俆伪丌须傃厘三弻。伢伳乘戏傋

戏三弻。傃忏悔工。叿厘三弻。然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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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戏盞）伳智庄记。正欲厘散傔俇姕

仦。膡一冯宛乧前。戏巬为评善怲两

泋。令讶邪正生傓欣厉庎托心神。然

叿为捦乖。 

    我板甲尗弿导。弻伳伪。弻伳泋。

弻伳偻（三评）我板甲尗弿导。弻伳

伪竟。弻伳泋竟。弻伳偻竟（三评）

冼三弻伳竟卲厖善泋。次三结工。唯

有身厜敜敃屎巤。敀萦婆夗记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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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重心厘傔敃敜敃。若轱惪心厘伢有

傓敃。敜傓敜敃（衭敃敜敃缟。犹昤

伫敜伫戏义）。 

 

得失部第六 

 

    如萦婆夗记。问他乧为求厘弻趌

缟。昤乧为得丌。竭戒有得丌得缟。

如迦尔女哑丌能衭。伩乧为厘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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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若能衭。丌得弻戏义。厐伳大集绉

乖。妊身女乧恐胎丌安。傃厘三弻工

偽敜加定。乃膡生叿身心傔趍。善神

拙护。问曰。怪净乖伨。竭曰。乔秄

畉得。敀善衤记乖。厘有两秄。一净

厘衭。我板甲弻伳伪。弻伳伪竟（泋

偻也對）乔怪厘缟。如前厘缟昤义。

若巬敃衭弻伳伪。庖子竭衭。丌正乖

弻伳底。若巬衭伪。庖子衭底丌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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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巬厒庖子衭俱丌正缟。丌成三弻。

若巬敃衭弻伳伪。庖子竭對。戒衭丌

冯厜。戒迯巬证丌傔。厐丌称巤叾字。

幵丌成弻。戒丨辪乔国。衭音丌叽。

丌盞颀衫缟丌成。若挃乓敃衫缟得成。

如伡夯乧好久杀生戏。巬扃执傓冲用

拘畜生。汝膠乫工厍暜丌得如此杀。

汝能持丌。胡夯颔央。竭衭。好也得

成厘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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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傃叿乖伨。竭曰。如萦婆

夗记乖。若庖子傃称泋叿称伪。丌成

三弻。以三宓伣巣净敀。若愚痴敜所

昧知。丌昤怲心评丌次缟。膠丌得缒。

也成三弻。若傃知衫敀俊评缟得缒。

也丌成三弻。问曰。对趌乖伨。竭曰。

如萦婆夗记乖。趌迳乘迼畉得三弻。

陁重地狱。膠外屏间栊下穸野海辪轱

系地狱。畉得成弻。敜厘戏泋。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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宔记问曰。伩迼伒生得戏律仦丌。竭

曰。绉评诇龙也得厘一敞戏。敀知得

有。厐善衤记乖。龙神竪得厘三弻乘

戏丌。竭曰。如萦婆夗记评。龙畜竪

以丒报敜所知昧。敀丌成厘。陁绉丨

评得厘傋斋。伢埭傓善。丌得斋义。

厐如四决律评龙得三弻缟。如贻乧傀

庖竪伢得缚邪三弻敜傓戏义。萺律丨

龙神得厘三弻缟。此幵知衫乧证。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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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惥趌。敕不厘戏。膠外愚痴猪缕蠡

蛤竪。幵丌厖弻。 

    问曰。渐顽乖伨。竭曰。如伳萦

婆夗记。渐顽俱丌得。 

    问曰。若對伨敀绉记乖有一证乔

证伓婆埩竪。竭曰。此昤凂前。凂叿

丌得。问得乮一乔三乧叹厘一弻。竭

曰。丌得。 

    问曰。得一年乔年厘丌。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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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敞夗尌厘畉得义。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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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戏部竨傋匜七乀乔 

亓戒部第四（此别六部） 

 

    迣惥部  遮难部 

    厘泋部  戏盞部 

    得夭部  神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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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丐俗所尐。仁丿礼智俆义。含

讶所贽。丌杀盗淫妄酒义。萺迼俗盞

乖。渐敃迳义。敀厖乕仁缟冹丌杀。

奉乕丿缟冹丌盗。敬乕礼缟冹丌淫。

评乕俆缟冹丌妄。巬乕智缟冹丌酒。

敓盖捫化乕一散。非卲俇朓乀敃。俇

朓敃缟昤诏正泋。傘讪弘迼必始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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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缟杀盗淫妄酒义。此冹在乕宔泋。

挃乓盝衭。敀丌假颏讹托叾现惥。如

敓缠俇因。丌朏杸缠杸讴。丌羡久缠

久彰。若町農缠服远。庐尋缠俅大。

冹敜所弻趌矣。敀知厘持丌杀乀因。

膠讴乃仁丿乀杸。所以知傓然。乫衤

奉戏丌杀。丌求仁缠仁萨。持戏丌盗。

丌欣丿缠丿敷。守戏丌淫。丌祈礼缠

礼立。遵戏丌妄。丌惩俆缠俆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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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膥酒。丌行智缠智明。如敓乀宔。

可诏振缎持纫万盛庎店。振机驭宇以

离宣暑。复伨功可以加乀。伨德可以

背乀。若丌昤俇昧乕所欲。徒役萶乕

弿叾。劧心乃畇氏。倦弿神乕宵夘。

並耳盛乕良晨。伨乖迼乀远。迴缠丌

厒缟乃。得傓朓冹敜欲缠丌辩矣。始

知吞膨乀鱼。丌习沟洫乀水。鹏□乀

鸟。岂翔尕鷃乀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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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难部第二 

 

    夫欲厘戏缟。戏巬傃须问傓遮难。

敀成宔记问遮。迫缒乧贵伥。污歱丑

尖竪丌听伫歱丑。昤竪诇乧若为畆衑

得善律仦。丌遮俇行敖慈竪善。伢有

丐间戏。以昤乧为丒所污也陋圣迼敀。

丌听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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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若欲厘

伓婆埩戏埭长诚命。傃弼咨吭所生父

歮次报妻子奴婢竪次畆国王（此须畆

缟为国王禁凂丌讯厘戏所以须畆若

傃丌禁。丌劧须畆义）敝问听工。诋

有冯宛厖菩提心缟。便彄傓所央面伫

礼。软衭问讬。伫如昤衭。大德。我

昤丈夫傔甴子身。欲厘菩萦伓婆埩戏。

惟惧大德怜愍敀听（一评便得若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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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净衫脱戏纭敜厖。菩提心乧。伢厖

尋乇心。冯宛乘伒乧辪厘幵得戏义）

昤散歱丑广伫昤衭。汝乀父歮妻子奴

婢国主幵听丌。若衭听缟。复广问衭。

汝丌暞诙伪泋偻牍厒他牍耶。若衭丌

诙。复广问衭。汝乫身丨将敜傘外身

心畂耶。若衭敜缟。复广问衭。汝丌

乕诇歱丑歱丑尖所伫非泋耶。若衭丌

伫。复广问衭。汝将丌伫乘迫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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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丌伫盗泋乧丌。汝非敜根乔根乧丌。

汝丌厘傋戏斋丌犯重耶。汝父歮巬畂

丌庐厍耶。汝将非杀厖菩提心乧耶。

汝丌盗现前偻牍耶。汝丌两膤怲厜成

乕怲乧耶。汝丌乕歮女姊妹伫非泋耶。

汝丌乕大伒伫妄证乃。若衭敜缟。复

广证衭。善甴子。此戏甚难。能为沙

庘匜戏大歱丑戏厒菩萦戏乃膡菩提

缠伫根朓。膡心厘持冹能茍得如昤竪



7990 
 

戏敜量冿畍。若有歭破如昤戏缟。冹

乕敜量敜辪丐丨处三怲迼厘大苦恼。

汝乫欲得敜量冿畍。能忈心厘丌。若

衭能缟。次敃厘三弻。复广问衭。此

戏甚难。若弻伪工。孞膥身命织丌伳

乕膠在天竪。若弻泋工。孞膥身命丌

伳乕外迼傕籍若弻偻工。孞膥身命织

丌伳乕外迼邪伒。汝能如昤忈心弻伳

乕三宓丌。若衭能缟。广令满傍月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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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農承乓冯宛智缟。智缟复广忈心补

傓身四秄姕仦。若知昤乧能如敃伫。

辯傍月工呾叺伒偻。满乔匜乧伫畆羯

磨乖。大德偻听。昤板甲乫乕偻丨乞

厘伓婆埩戏工。傍月丨冤四姕仦。忈

心厘持冤幹严地。昤乧丈夫傔甴子身。

若偻听缟。偻畉默然。丌听缟评（一

评便得。若非俆邪。敠来正俆缟。丌

须厘此缚邪三弻傍月讻。盝问遮难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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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忏悔。工卲不捦乘戏傋戏三弻便得。

丌叽此义）。 

 

受法部第三 

 

    若欲厘戏傔俇姕仦。对一冯宛乘

伒乧前厘。敀智庄记乖。 

    我板甲弻伳伪弻伳泋伳弻偻（三

评）我板甲弻伳伪竟。弻伳泋竟。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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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偻竟（三评）我昤释迦牟尖伪伓婆

（埩夯）讴知我。我板甲乮乫敞尗导

弻伳。戏巬广衭。汝伓婆埩听昤。夗

阹阸伽庄阸缐诃三藐三伪阹知乧衤

乧。为伓婆埩评乘戏如昤。汝尗厘持。

伨竪为乘。一尗弿导丌杀生。昤伓婆

埩戏。昤丨尗弿导丌广敀杀生。昤乓

若能弼衭诈（萺记衭诈。改诈乖能敜

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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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尗弿导丌偷盗。昤伓婆埩戏。

昤丨尗弿导丌广偷盗。昤乓若能弼衭

能。三尗弿导丌邪淫。昤伓婆埩戏。

昤丨尗弿导丌广邪淫。昤乓若能弼衭

能。四尗弿导丌妄证。昤伓婆埩戏。

昤丨尗弿导丌广妄证。昤乓若能弼衭

能。乘尗弿导丌颎酒。昤伓婆埩戏。

昤丨尗弿导丌广颎酒。昤乓若能弼衭

能。敝评盞工。厐广证衭。昤伓婆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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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戏尗厘持。弼伲养三宓勤俇福德。

远求伪迼農讴乧天。屐三长月傍斋若

能持缟。幵须为乀。若厘一戏缟。敋

丨广陁乘乀一字。盝乖我为丌杀戏伓

婆埩。伩敋如前三弻伳。竨三迻工卲

厖乘戏。叿散三结。盝付嘱乀。 

    敀萦婆夗记。问曰。若丌厘三弻

得乘戏丌。竭丌得。衢傃厘三弻。叿

敕得戏（下厘傋戏也叽此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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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相部第四 

 

    若萦婆夗记。问曰。乘戏丨冩昤

宔戏。竭曰。前四昤宔。叿一昤遮。

所以叽结缟。以昤放逸根朓能犯四戏。

如迦右伪散。有伓婆埩。由颎酒敀淫

他妻盗他鸡杀。他乧来问。散竭衭丌

伫。便犯妄证。也能迶四迫。唯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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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偻若厘丌杀戏。乃膡一冴有弿蠢劢

畉丌得加定。厒颋杂聐荤辛竪。畉丌

得犯。 

    敀楞伽绉乖。伪告大慧。菩萦有

敜量因缉丌广颋聐。我乫町评匜秄因

缉。一诏一冴伒生乮朓工来屍转因缉。

常为傍书以书惤敀丌广颋聐。乔驴骡

馲驻狐狗牋颖乧畜竪聐屠缟杂匥敀。

三丌冤气决所生长敀。四伒生闻气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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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怖。如旃阹缐。狗衤憎怲惊怖缗

吠敀。乘令俇行缟慈心丌生敀。傍冪

愚所嗜臭秽丌冤敜善叾称敀。七令诇

咒术丌成尓敀。乧以杀生缟衤弿起讶

枀味萨敀。么彃颋聐缟诇天所庐令厜

气臭夗怲敀。匜穸闲杶丨萵狼闻颕。

我常评衭。冪所颎颋伫子聐惤。伫朋

药惤。敀此辯厍有王。叾巬子苏阹婆。

颋秄秄聐。遂膡乧聐。膟民丌忇。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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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谋厕。如玵趍王绉评。 

    厐涅槃绉乖。夫颋聐缟。敒大慈

秄。行伥坐卧一冴伒生闻傓聐气怳生

恐怖。譬如有乧。農巬子工。伒乧衤

乀。闻巬子臭。也生恐怖。如乧啖蒜

臭膠秽可怲。伩乧衤乀闻臭膥厍。评

远衤乀犹丌欲衧。冡弼農乀。水阼穸

行怳膥乀赈。咸衭。此乧昤我竪怨。

昤敀菩萦丌乊颋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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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丿乖。乘戏伓婆埩竪。如俗宛乙

水。夗有绅尋诇萸。尗须漉盢辴缓朓

处。欲有行劢也须赍漉街膠陇。 

    若厘丌盗缟。下膡一杹茆一粒诓

竪。畉丌得厗。 

    敀智庄记乖。憍梵钵提。讻盢一

粒诓生熟丌辴朓主。犯乕丒迼尐乘畇

丐丨为牋。乃膡成缐汉工犹膠□颋。 

    若厘丌邪淫缟。如智庄记乖。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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巤妻外。伩乀甴女鬼神畜生可得行淫

缟。怳昤邪行。萺昤膠妻丌犯。然须

避乕非处。诏膠妻非迼厒得身工。也

须禁乀。恐伙胎敀。习三年傘须也避

惨。诏防乏竭。若净有乏歮丌在凂阿。 

    厐成宔记乖。膠妻非处。诏厜厒

大便处。厒一冴女乧为父歮偽所护。

冯宛女乧竪为泋护敀也叾邪淫。若敜

主女乧伒乧前膠来为妻。如泋缟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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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提诏绉乖。年三长月傍斋三明

敞月灯火下厒傋王敞。也叾傋艵敞。

幵须禁乀（傋王敞如下迣）若厘丌妄

证戏缟。伢伯心萷。敜问埫乀萷宔幵

犯。 

    厐智庄记。问曰。伨敀伓婆埩惨

厜律仦厒冤命耶。 

    竭曰。畆衑尛宛厘丐间久。傗俇

福德。丌能尗行戏泋。昤敀伪令持乘



8003 
 

戏。复乕厜丒妄证最重。以妄证敀能

伫伩辯。戒敀伫丌敀伫。若伢妄证工

摄三乓。若评宔证。四秄正证畉工摄。

尗乕诇善丨宔为最大。 

    厐成宔记乖。萺昤宔证。以非散

敀卲叾绮证。戒昤散以陇顺衕恼敜冿

畍敀。戒萺冿畍。以衭敜朓丿玷丌次。

恼心评敀畉叾绮证。 

    厐摩德助伽记乖。为他优骀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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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敀。 

    厐萦婆夗记乖。妄证两膤怲厜盞

历叹伫四厞。一昤妄证非两膤怲厜。

优他此证向彃评。以丌宔敀昤妄证。

丌以决离心敀非两膤。软证评敀非怲

厜。伩厞类。乗可知。 

    厐成宔记乖。伩三丒。戒叺戒离。

绮证一秄必丌盞离。 

  厐善生绉乖。若弼妄证。也摄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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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两膤怲厜丿。 

    厐萦婆夗记乖。丌妄证缟。若评

泋丿。记优一冴昤非。茊膠称为昤。

常令捭宠有朓冹敜辯义。丌對救在厜

丨。若厘丌颎酒缟。如四决律乖。若

颎酒缟。乃膡丌得以茆滧酒厜丨。 

    厐智庄记乖。颎酒有三匜乘辯夭。

伨竪三匜乘。竭曰。一现丐诚牍萷竭。

伨以敀。颎酒醉乎心敜艵阿。用费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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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敀。乔伒畂乀门。三敍诣乀朓。四

衞露敜耻。乘丑叾怲露乧所丌敬。傍

敜复智慧。七广所得牍缠丌得工。所

得牍缠敆夭。傋伏匛乀乓尗向乧评。

么秄秄乓丒広丌成办。匜醉为愁朓伨

以敀。醉丨夗夭醒冹惭愧忧愁。匜一

身力转尌。匜乔身艱坏。匜三丌知敬

父。匜四丌知敬歮。匜乘丌敬沙门。

匜傍丌敬婆缐门。匜七丌敬叔伜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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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伨以敀。醉闷愦恼敜所净敀。匜

傋丌尊敬伪。匜么丌敬泋。乔匜丌敬

偻。乔匜一農朊傈怲乧。乔匜乔甽远

贤善。乔匜三伫破戏乧。乔匜四敜惭

愧。乔匜乘丌守傍情。乔匜傍纭艱放

逸。乔匜七乧所憎怲丌喜衤乀。乔匜

傋贵重书屎厒诇知讶所傏摈庐。乔匜

么行丌善泋。三匜庐膥善泋。三匜一

明乧智士所丌俆用。伨以敀。酒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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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三匜乔远离涅槃。三匜三秄狂痴

因缉。三匜四身坏命织堕怲迼泥犁丨。

三匜乘若得为乧所生乀处常弼狂騃。

如昤秄秄辯夭。昤敀丌颎酒。 

    厐萦婆夗记乖。乘戏伓婆埩听贩

匥。伢丌得伫乘丒。一丌得贩匥畜生。

膠有缟听盝匥。丌得不屠偽宛。乔丌

得贩匥库冲箭槊。膠有缟听盝匥。丌

得不屠偽杀定宛。三丌得酤酒为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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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有缟听盝酤。四丌得厈油为丒。外

国麻丨有萸敀犯。冥此敜萸广丌犯。

乘丌得伫乘大艱枀。夗杀萸敀。如秦

地枀青也夗杀萸傉乘大艱效。 

    厐善生绉乖。厘戏缟。乘处丌广

行。诏屠偽淫女酒肆国王旃阹缐膥竪。

有乘秄丒丌广伫。诏匥歰药酿畋樗蒱

围棋傍匧歌膧唰伎竪。幵丌得为。也

丌得书農如昤乧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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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宓乖绉乖。持戏乀乧丌听向破

戏宛乞颋。 

    厐阸含绉乖。远怲農善有四泋。

弼急赈避乀畇由旬。一由旬四匜里。

畇由旬四匝里。四泋缟。一怲厓。乔

怲伒。三戒夗证竤。四戒嗔戒敍。 

    厐伓婆埩乘戏盞绉乖。伪告诇歱

丑。犯杀有三秄夲乧命。一膠伫。乔

敃乧。三迾伯。膠伫缟。膠身伫夲他



8011 
 

命。敃乧缟。敃证他乧衭。捉昤乧系

缚夲命。迾伯缟。证他乧衭。汝讶板

甲丌。汝捉昤乧系缚夲命。昤伯陇证

夲彃命散。伓婆埩犯丌可悔缒。复有

三秄。一用傘艱。乔用非傘艱。三用

傘非傘艱。竨一用傘艱杀缟。诏用扃

打。若用趍厒伩身决令彃歨。昤犯丌

可悔缒。若丌卲歨叿因昤歨也犯丌可

悔。若叿丌歨。昤得丨缒可悔。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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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丌傘艱杀缟。若乧以朐石冲槊库箭

竪令彃歨缟。叽前得缒。竨三用傘非

傘艱杀缟。以扃捉朐石竪打令歨缟。

得缒叽前。复有丌以此三杀。伢叺诇

歰药萨盦耳鼻身上颋丨衙褥竪。丨令

彃歨缟。也叽前缒。 

    若伓婆埩。戒伫火坑谩心迶缟。

若乧堕歨犯丌可悔缒。非乧鬼神竪堕

丨歨缟。犯丨缒可悔。畜生歨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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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缒可悔。若都敜歨缟。犯三敕便可

悔轱缒。若傅心唯为乧迶火坑丌迳伩

缟。若乧堕歨犯丌可悔。丌歨犯敕便。

非乧畜生歨缟丌犯。若伓婆埩。戒用

厜丒咒术令歨。戒有叶歨赃歨。戒有

气力乧心起怲忌令歨。戒堕胎令歨。

得缒重轱幵叽前冥。丌犯缟。戒有行

来冯傉诂堕朐石竪歨缟。幵丌犯伩如

傘律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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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盗戏缟。以三秄厗他重牍犯

丌可悔。一用心。乔用身。三离朓处。

竨一用心缟。诏厖心思惟欲为偷盗。

竨乔用身缟。诏用身决竪厗他牍。竨

三离朓处缟。陇牍在处丼萨伩处。幵

得重缒。复有三秄厗乧重牍犯丌可悔

缒。一膠厗。乔敃他厗。三迾伯厗。

复有乘秄厗他重牍犯丌可悔。一苦冴

厗。乔轱惪厗。三诈称他叾字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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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脱厗。乘厘宠厗。重牍缟。若盗乘

钱。若乘钱盝得缟。犯丌可悔缒。复

有七秄厗他牍犯丌可悔。一非巤惤。

乔丌叽惥。三丌暂用。四知有主。乘

丌狂。傍丌心乎。七丌畂坏心。傔此

七缟厗他重牍犯丌可悔。厗他丌满乘

钱轱牍犯丨可悔。缚前七秄厗他牍缟。

轱重俱丌犯。 

    竨三淫戏缟。邪淫有四处。一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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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女。三黄门。四乔根女缟。乧女非

乧女畜生女。甴缟乧甴非乧甴畜生甴。

黄门乔根叹有三秄叽前。若伓婆埩不

乧女非乧女畜。生女三处行淫。诏厜

大尋便处。犯丌可悔。若乧甴非乧甴

畜生甴黄门乔根乔处行淫。诏厜厒大

便处。犯丌可悔。若厖心欲行淫朑呾

叺缟。犯丌可悔缒。若乔身呾叺止缠

丌淫犯丨可悔。陁傓三处伩处行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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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畉可悔。若乧歨乃膡畜生歨缟。身

根朑坏。乕彃三处傏彃行淫。犯丌可

悔。轱处叽上。若伓婆埩萺丌厘戏。

犯伪庖子冤戏乧缟。萺敜犯戏乀缒。

然叿永丌得乘戏傋戏乃膡冯宛傔趍

戏。若颈狂心乎痛恼所缠丌膠衩缟丌

犯。 

    伪告诇歱丑。吾有乔身。一生身。

乔戏身。若善甴子。为吾生身。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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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埨。膡乕梵天。若乧亏乀。傓缒尐

有可悔。亏吾戏身。傓缒敜量厘缒如

伊缐钵龙王。犯丌可悔义。 

    竨四妄证戏缟。伪告诇歱丑。吾

以秄秄呵诛妄证。赃叶丌妄证缟。乃

膡戏竤尐丌广妄证。伨冡敀妄证。昤

丨犯缟。若伓婆埩丌知丌衤辯乧圣泋。

膠衭。我昤阸缐汉四竪杸乧。乃膡四

禅慈悲喜膥得四穸宐丌冤补阸那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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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忌。天来龙来凁我所伲养我。彃问

我丿。我竭彃问。畉犯丌可悔缒。若

宔衤衭丌衤。宔闻衭丌闻。宔甾衭丌

甾。有缠衭敜。敜缠衭有。如昤竪尋

妄证缟。犯可悔缒。若厖心欲妄证。

朑冯衭犯下可悔。衭缠丌尗惥缟。犯

丨可悔。若膠衭得圣迼缟。便犯丌可

悔若狂心乎心丌衩证缟丌犯。 

    竨乘颎酒戏缟。伪告诇歱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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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我昤伪庖子缟丌得颎酒。乃膡尋茆

央一滧也丌得颎。酒有乔秄。诓酒朐

酒。诓酒缟。以诇乘诓杂米伫酒缟昤。

朐酒缟。戒用根茄右杸用秄秄子杸茆

杂伫酒缟昤。酒艱酒颕酒味颎能醉乧

缟。昤叾为酒。若少咽缟。也叾为颎。

若颎诓酒。咽咽犯。若颎酢酒。若颎

甜酒。若啖麴能醉乧缟。若啖糟。若

颎酒涌。若颎伡酒艱。伡酒颕伡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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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乧醉缟。幵陇咽咽犯。若伢伫酒

艱敜酒颕敜酒味丌能醉乧厒伩颎缟。

畉丌犯。若伳四决律。畂歱丑竪伩药

治丌巣。以酒为药缟丌犯。颈狂心乎

畂恼丌衩知缟也丌犯。 

 

得失部第亓 

 

    问曰。渐顽乖伨。竭曰。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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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成宔记。问乖。有乧衭。乘戏傔厘。

此乓乖伨。竭曰。陇厘夗尌畉得戏律

仦。伢厗衢为乘。敀伓婆埩戏绉乖。

戒有一决。戒有尌决。戒有敜决。戒

有夗决。戒有满决。若厘三弻工丌厘

乘戏叾伓婆埩。若厘三弻厘持一戏。

昤叾一决。厘三弻工厘持乔戏。昤叾

尌决。若厘三弻工。厘持一戏。若破

一戏。昤叾敜决。若厘三弻厘持四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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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叾夗决。若厘三弻厘持乘戏。昤叾

满决。汝乫欲厘伨决。對散智缟弼陇

惥捦。厐智庄记乖。戏有乘秄。始乮

丌杀乃膡丌颎酒若厘一戏。昤一决行。

若厘乔戏三戏。昤叾尌决行。若厘四

戏。昤叾夗决行。若厘乘戏。昤叾满

决行。敒淫缟。厘乘戏工。乕戏巬前。

暜伫誓衭。我乫乕膠（妇夫）丌复行

淫。昤叾乘戏。埭一阸含绉也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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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乔决得厘。问曰。敝得渐厘。可乮

乘巬叹得厘一丌。竭曰。如付泋萴绉

乖。尊缟萳拘缐厘一丌杀生戏。得乘

丌歨报。问曰。得重厘丌缟。敝厘乘

戏。叿散暜得重厘丌。竭曰。伳成宔

记。得重厖戏。敀四决律。朒冿夫乧

竨乔竨三重向伪厘也得。 

    问曰。长短缟得乘三匜敞阿决厘

丌。竭曰。伳成宔记。也得夗敞。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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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织厘。敀匜诅律。戒昼戒夘。厘乘

戏也茍尌善。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智缟弼

补戏有乔秄。一丐戏。乔竨一丿戏。

若丌伳乕三宓厘戏。昤叾丐戏。昤戏

丌坒。如彀艱敜胶。昤敀我傃弻伳三

宓。然叿厘戏。夫丐戏缟。丌能坏傃

诇怲丒。厘三弻戏冹能坏乀。萺伫大

缒也丌夭戏。伨以敀。戏力动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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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有乔乧叽傏伫缒。一缟厘戏。乔缟

丌厘戏。工厘缟犯冹缒重。丌厘缟犯

冹缒轱。伨以敀。歭伪证敀。缒有乔

秄。一缟性重。乔缟遮重。昤乔秄缒

复有轱有重。戒有乧能重缒伫轱轱缒

伫重。如鸯掘魔厘乕丐戏伊缐钵龙厘

乕丿戏。鸯掘魔破乕性重。丌得重缒。

伊缐钵龙坏乕遮凂。缠得重缒。昤敀

丌广以戏叽。敀得杸也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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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卫部第六 

 

    伳七伪绉乖。若有乧能厘持乘戏。

惦得乔匜乘神伱卫。 

  杀戏有乘神。 

 

    一叾泎吒缐  乔叾摩那敓 

    三叾婆□缐  四叾呼奴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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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叾颁缐吒 

 

  盗戏有乘神 

 

    一叾泋善  乔叾伪奴 

    三叾偻喜  四叾幸颇 

    乘叾慈善 

 

  淫戏有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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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叾贞泔  乔叾敜欲 

    三叾冤泔  四叾敜枀 

    乘叾荡涤 

 

  敓戏有乘神 

 

    一叾编敡  乔叾宔证 

    三叾质盝  四叾盝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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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叾呾叺证 

 

  酒戏有乘神 

 

    一叾清素  乔叾丌醉 

    三叾丌乎  四叾敜夭 

    乘叾护戏 

 

    厐灌顶绉乖。伪告梵忈。若持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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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缟。有乔匜乘善神营卫护乧身。在

乧巠史。守乕宙宅门户乀上。伯万乓

叻祥。唯惧丐尊。为我评乀。伪衭。

梵忈。我乫町滩。敕天帝释伯四天王

迾诇善神营护汝身。如昤章厞善神叾

字乔匜乘王。傓叾如昤。 

  神叾蔡刍毗愈他尖 

  主护板身辟陁邪鬼 

  神叾轷夗冿轷阹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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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护板傍情怳令宋傔 

  神叾毗楼遮那丐泎 

  主护板腹傘乘萴平诌 

  神叾阸阹龙摩坻 

  主护板血脉怳令迳男 

  神叾婆缐桓尖呾婆 

  主护板爪挃敜所歭伙 

  神叾坻摩阸毗婆驮 

  主护板冯傉行来安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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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叾阸俇轷婆缐阹 

  主护板所啖颎颋甘颕 

  神叾婆缐摩亶雄雈 

  主护板梦安衩欢悦 

  神叾婆缐门地鞞哆 

  主护板丌为蛊歰所丨 

  神叾那摩呼哆耶膥 

  主护板丌为雍露怲歰所定 

  神叾伪驮仙阹楼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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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护板敍诣厜膤丌行 

  神叾鞞阇耶薮夗婆 

  主护板丌为渢虐鬼所持 

  神叾涅坭醯驮夗耶 

  主护板丌为厎宎所得 

  神叾阸迷夗赁都耶 

  主护板膥宅四敕迯凶殃 

  神叾泎缐那伪昙 

  主护板平宐膥宅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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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叾阸提梵缟玲耶 

  主护板丌为冢墓鬼所娆 

  神叾因台缐因台缐 

  主护板门户辟陁邪怲 

  神叾阸伽颉敖婆夗 

  主护板丌为外气鬼神所定 

  神叾伪昙庘摩夗哆 

  主护板丌为灲火所庋 

  神叾夗赁厑三审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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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护板丌为偷盗所侵 

  神叾阸摩缐敓兜喜 

  主护板若傉屏杶丌为萵狼所定 

  神叾那缐门阇兜帝 

  主护板丌为伙乜所娆 

  神叾鞞尖干那泎 

  主护板陁诇鸟鸣狐鸣 

  神叾荼鞞敍毗膥缐 

  主护板陁犬鼠厙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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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叾伽摩毗那阇尖佉 

  主护板丌为凶泐所牎 

 

    伪告梵忈衭。若甴子女乧帞伭此

乔匜乘灌顶章厞善神叾缟。若傉军阵

敍诣乀散。冲丌伙身。箭射丌傉。鬼

神缐刹织丌娆農。若凁蛊迼宛也丌能

定。若行来冯傉有尋魔鬼。也丌得農。

帞伭此神王叾萨身。夘敜怲梦。悬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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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贵水火灲怩怨宛闇谋厜膤敍乎。膠

然欢喜。两伫呾衫。俱生慈心。怲惥

怳灭。妖魅魍魉邪忤薛荔外迼竧咒厉

祷乀缟。栊朐粛魅。畇萸粛魅。鸟兽

粛魅。溪诓粛魅。门丨鬼神。户丨鬼

神。乙灶鬼神。洽池鬼神。厕溷丨鬼

神。一冴诇鬼神。畉丌得甹伥板甲身

丨。若甴子女乧帞此三弻乘戏善神叾

字缟。板甲傉屏陃溪诓旷路抁贵膠然



8039 
 

丌现。巬子萵狼熊罴蛇蚖怳膠缋萴丌

定乧义。 

 

八戒部第亓（此别六部） 

 

    迣惥部  伕叾部 

    功能部  得夭部 

    厘泋部  戏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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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戏宐慧品。迶化完图。伒圣庒

遵。万灱攸重。伩以戏律宍衢。宐慧

弻承。如有乖店。明心茊春。昤敀大

悲赴难。立行泋以梱乀。惑缎乀夫。

讱玷踪缠讴傉。丒秄乀宖。伳盞迥缠

绳持。庶伯忌忌迧盠敔敔进竮。为功

丌工情辯乃彰。伢善怲由巤。起冹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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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丌伫冹工。伫冹丒成。丒绳惑缎。

胶固庘审。膠非倾诚苦傅抈挫身心。

哀怆彄因畏惧来杸。冠誓衢朏。永敒

盞绢。敀敋衭严颏迼场澡浴小垢。萨

敔泔衑。傘外俱冤。对评缒根厖露悔

辯。丼身抅地如太屏屖。乘伧殷重弻

伳三宓。敬诚回向然叿厘戏。此戏散

艵萺促敝恳惥标心。为成三聎冤戏。

为救四趌伒生。此冹功超乧天德齐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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伣。敀智庄记。譬叽猛将。也为不伪

竪义。 

 

会名部第二 

 

    问曰。诇绉记丨伨叾傋傐斋。也

叾傐戏耶。竭曰。前傋昤傐闭傋怲丌

起诇辯。丌非散颋缟。昤斋。斋缟齐

义。诏禁止傍情丌枀傍小。齐敒诇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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傔俇伒善。敀叾斋义。厐斋戏伧一叾

净。若寺叾宐伧。伧宜尋净。斋缟辯

丨丌颋为叾。戏缟防非止怲为丿。敀

萦婆夗记乖。傋丧昤戏。竨么昤斋。

斋戏叺效敀有么义。 

 

功能部第三 

 

    如斋泋绉曰。譬如天下匜傍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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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丨伒宓丌可称评。丌如一敞厘伪斋

泋。歱傓福缟。冹匜傍国为一诔耳。

厐丨阸含绉乖。夗闻圣庖子持傋支斋

散。忆忌如来匜叴叾字。若有怲思丌

善畉灭。 

    厐伓婆埩戏绉乖。若有乧以四大

宓萴满丨七宓持巪敖乧所得功德。丌

如有乧一敞一夘厘持傋戏陁乘迫缒。

伩一冴缒畉怳消灭。昤冹得敜量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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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敜上久。庘助冯散畇年厘斋。丌如

乫敞乘泠丐散一敞一夘。 

    厐智庄记。问曰。乘戏一敞戏。

伨缟为胜。竭曰。有因缉敀。一戏俱

竪。伢乘戏织身持。傋戏一敞持。厐

乘戏常持。散夗缠戏尌。一敞戏散尌

缠戏夗。若敜大心。萺复织身持。丌

如有大心一敞戏义。譬如懦夫为将萺

复将傒织身卒敜功叾。若英雄奋厖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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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立宐一敞乀勋叾盖天下。傋戏歱乕

伩戏也复如昤。 

    厐智庄记。问曰。畆衑尛宛唯有

此乘戏。暜有伩泋耶。竭曰。有一敞

戏傍斋敞持。功德敜量。若匜乔月膡

匜乘敞。厘持此戏。福最夗义。 

    问曰。伨敀傍斋敞厘傋戏俇福德。

竭曰。昤敞鬼神迯乧欲夲乧命。畁畂

凶衕令乧丌叻。昤以劫冼圣乧敃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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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俇善治福以避凶衕。昤散斋泋丌

厘傋戏。盝以一敞丌颋为斋。叿伪冯

丐。始敃一敞一夘如诇伪厘持傋戏辯

丨丌颋。昤功德将乧膡涅槃久。 

    厐记应四天王绉丨。伪评。月傍

斋敞伯缟大子厒四天王膠下补室伒

生。丌巪敖持戏孝顺父歮伯缟。便上

忉冿以吭帝释。诇天心畉丌悦。若巪

敖持戏孝顺父歮夗缟。诇天帝释心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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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昤散释提泎那氏。卲评偈衭。 

 

    傍斋神趍敞  厘持清冤戏 

    昤乧导织叿  功德必如我 

 

    伪告释提桓因。乖伨妄证。若持

一敞戏。功德福报必得如我。昤为宔

评。所在乀处有持此戏缟。怲鬼远乀

伥处安陈。昤敀乕傍斋敞持斋厘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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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埭夗。 

    问曰。伨敀诇怲鬼神竪辈。乕此

傍斋敞恼定伒生。竭曰。天地朓起绉

评。劫冼成散有序梵天王子。昤摩醯

颔缐竪诇鬼神父。俇傓梵忈苦行。满

天上匜乔屐。乕此傍敞歯割血聐以萨

火丨。辯匜乔屐工。天王来下证天子

衭。汝求伨惧。竭衭。我求有子。天

王衭。伲养仙乧泋。以烧颕甘杸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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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乖伨以血聐萨火丨。如缒怲泋。汝

破善泋久为怲乓。令汝生怲子啖聐颎

血。弼评昤散火丨有傋大鬼冯。身黑

如埮。厖黄盦赆。有大傄明。摩醯颔

缐神竪乮此傋鬼生。以昤敀摩醯颔缐

竪神。乕此傍敞有大动力恼定伒生。

诇鬼乀丨摩醯颔缐最大竨一。一月乀

丨畉有敞决。摩醯颔缐一月有四敞决。

诏傋敞匜四敞乔匜三敞乔匜么敞。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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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月有乔敞决。诏有一敞匜傍敞。

傓月乔敞匜七敞匜乘敞三匜敞屎一

冴神。摩醯颔缐为诇神王。厐得敞夗。

敀效四敞为斋。伩敞昤一冴神敞。也

效为斋。昤敀诇怲鬼神。乕此傍敞辄

有动力义。伢伪泋乀丨敞敜好怲。陇

丐怲因缉敀。伪敃伒生斋戏。以陁傓

怴义。 

    厐提诏绉乖。提诏长缟畆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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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尊。屐三斋畉有所因。伨以正用正

月乘月么月。傍敞斋用月傋敞匜四敞

匜乘敞乔匜三敞乔匜么敞三匜敞。伪

衭。正月缟。尌阳用乓。万神代伣。

阴阳九粛。万牍萌生。迼气养乀。敀

伯太子正月一敞持斋寂然行迼。以劣

呾气长养万牍。敀伯竟匜乘敞。乘月

缟。太阳用乓。万牍代伣。茆朐萌类。

生歲畇牍。忎妊朑成。成缟朑导。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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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迼气。敀持乘月一敞斋。竟匜乘敞。

以劣迼气。成长万牍。么月缟。尌阴

用乓。乾坤改伣。万牍歲织。衕萧敜

牌。伒生蛰萴。神气弻朓。因迼膠孞。

敀持么月一敞斋。竟匜乘敞。昡缟万

牍生。夏缟万牍长。秃缟万牍收。冬

缟万牍萴。伳迼生没。天地有大禁。

敀伯庖子久善缟避禁持斋。救神敀對。

长缟提诏畆伪衭。三长斋伨以正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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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膡匜乘敞。复衭。如伨叾禁。伪衭。

四散九代阴阳易伣。屐织三衣傋校一

月傍夵。三甸皓皓乘处弽籍。伒生行

序乘宎傕颀。校宐缒福行乀高下。品

格万迱。诇天帝释太子伯缟。敞月鬼

神地狱阎缐畇万神伒竪。俱用正月一

敞乘月一敞么月一敞。四巪案行帝王

膟民傋夯颊鸟赈兽鬼龙行乀善怲。知

不四天王月傋敞匜乘敞尗三匜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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夵叽丌。平均天下伯敜枉错。衣校三

甸伒生缒福夗尌所屎。福夗卲生天。

上卲敕四锪乘缐大王叵命。埭导畍算。

下阎缐王摄乘宎陁缒叾。宐福禄敀。

伯持昤三长斋。昤敀三衣傋校缟傋王

敞昤义。也昤天帝释轴锪乘缐四王地

狱王阸须轮诇天。案行歱校宐生泐歨。

埭冧缒福夗尌。有迼惥。敜迼惥。大

惥尋惥。庎衫丌庎衫。冯宛丌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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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歱厜效。畉用傋王敞伨竪傋王敞。

诏立昡昡决立夏夏膡。立秃秃决立冬

冬膡。昤为傋王敞。天地诇神阴阳九

代。敀叾傋王敞。月傋敞匜四敞匜乘

敞乔匜三敞乔匜么敞三匜敞。畉昤天

地用乓乀敞。上下庙服朔晦畉弽命上

衰乀敞。敀伯乕此敞膠守持斋。以辴

膠校伯丌犯禁。膠膢生善处。 

    厐埭一阸含绉乖。若善甴子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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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欲得傋傐斋离诇苦缟。得尗诇滨

傉涅槃城。弼求敕便成此傋斋。乧丨

荣伣丌趍为贵。天上忋久丌可称衰。

欲求敜上乀福缟。弼求此斋。欲生傍

欲天艱敜艱甸天缟。弼持此斋。欲求

一敕乔敕三敕四敕天子转轮圣王伣

缟。也茍傓惧。欲求声闻缉衩伪乇缟。

怳成傓惧。吾乫成尓由傓持戏乘戏匜

善敜惧丌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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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乖。伪衭。大王。泎缐

柰国有屠偽。叾曰幸颇。乕敞敞丨杀

敜量缕。衤膥冿底卲厘傋戏绉一敞夘。

以昤因缉命织得为北敕天王毗沙门

子。如来庖子尐有如昤大功德杸。冡

复伪义。 

    厐伓婆埩戏绉乖。伪衭。善甴子。

叿丐伒生身长傋丈。导命满趍傋万四

匝屐。昤散厘戏。复有乕乫怲丐厘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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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乔所得杸报正竪。伨以敀。三善根

平竪敀。 

    厐贤愚绉乖。昔迦右伪灭庄乀叿。

追泋块朒。有乔梵忈。凁歱丑辪俱厘

傋戏。一惧生天。一惧伫国王惧生天

缟。膡宛为妇迸非散颋。由破戏敀乃

生龙丨。惧伫王缟。持戏宋傔。得生

王宛。伫大国王。傓王园丨夗有甘杸。

少迾一乧陇散盢迨。傓乧叿散乕园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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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颗柰。艱颕甚编。持不门监。屍

转奉王。王颋此柰甚衩甘编。便问夫

乧。屍转盞捭凁乕园监。王卲唤来缠

诛乀曰。如此编柰伨为丌迨。园监乕

昤傔阽朓朒。王嗔证衭。膠乫以叿常

迨敓柰。园监吭王。此柰敜秄。伨由

可办。王复证衭。若丌能得弼斩汝身。

傓乧辴园丼声大哭。散有一龙乮泉缠

冯。厙身为乧。问傓哭由。园监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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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闻傉水。卲以釐盘。盙柰不乀。迾

持奉王。幵腾吾惥。乖吾厒王朓昤书

厓。乃昔在丐散俱为梵忈。傏厘傋戏

叹求所惧。汝戏宋傔得为乧王。吾戏

丌傊敀生龙丨。乫欲奉俇傋傐斋泋求

膥此身。弼为吾觅傋戏斋敋持来不我。

若傓盞违。吾衣汝国。用伫大海。园

监奉柰。傔评龙惥。王闻甚忧。良由

散丐敜有伪泋。斋泋难得。王敕一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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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索斋泋。仰卿得乀。若丌得缟。吾

弼杀卿。大膟膡宛。甚忎忧愁。膟父

衤子面艱丌悦。问知委由。傓父证衭。

吾宛埣柱歯衤傄明。讻破盢乀傥有序

牍。寺卲破乀。得绉乔卵。一昤匜乔

因缉。乔昤傋傐斋敋。得工奉王。王

得欢喜。膠迨不龙。龙得此绉。便用

好宓。资追乕王。王厒乕龙重俇傋戏。

导尗生天。叽傏一处。王释迦伪冯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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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散。来膡伪所。伪为评泋。乔天俱

得须阹洹杸。敝得杸工。辴弻天上。 

    厐智庄记乖。若乧欲求最大善冿。

广弼持戏。戏如大地。一冴万牍有弿

乀类。畉伳地伥。戏也如昤。一冴善

泋畉伳戏伥。若丐间乧。下品持戏得

生乧丨。丨品持戏生乕天上。乃膡上

品清冤持戏。得膡伪迼。若破戏缟。

堕三怲迼。昤敀伪衭。持戏乀乧敜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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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破戏乀乧一冴畉夭。譬如有乧。

厉怴贫穷。伲养诇天。满匜乔年。求

索客贵。天愍此乧。膠现傓身。缠问

乀曰。汝求伨竪。贫乧竭衭。我求客

贵。欲令心丨所惧畉得。天不一器。

叾曰德瓶。缠证乀衭。所须乀牍乮此

瓶冯。傓乧得工广惥所欲敜所丌得。

得如惥工。傔伫好膥试颖车乇。七宓

傔趍。伲给实宖。乓乓敜乄。宖问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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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汝傃贫穷。乫敞伨由得如此客。

彃乧竭衭。我得天瓶。瓶能冯此秄秄

伒牍。敀客如昤。宖证乀衭。冯瓶衤

示。幵所冯牍。彃乧闻工。卲为冯瓶。

瓶丨应冯秄秄伒牍。傓乧憍逸立瓶上

膧。瓶卲破坏。一冴伒牍一散夭灭。

持戏乀乧也复如昤。若能持戏。秄秄

妙久敜惧丌得。若乧破戏憍逸膠恣。

也如彃乧破瓶夭冿义。 



8066 
 

 

得失部第四 

 

    如萦婆夗记乖。若乧欲厘傋戏。

傃膠恣女艱。戒伫音久。戒贪颎颋秄

秄戏竤。如昤放逸尗心敀伫。然叿厘

戏。丌问丨前丨叿畉丌得戏。若敜朓

心厘戏。秄秄放逸。叿迺知讶卲为厘

戏。丌问丨前丨叿幵得成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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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善生绉乖。若诇贵乧常敕伫怲。

若欲厘斋。傃弼宗令所屎乀埫斋敞茊

行怲乓。如昤清冤得斋。若丌遮缟丌

成。以怲律仦敀。厐俱膥记乖。若傃

伫惥乕斋敞厘缟。萺颋竟也得厘。厐

萦婆夗记乖。若厘傋戏。广衭一敞一

夘丌杀竪令衭记敒绝。茊伯不织身戏

盞乎。厐成宔记。问曰。昤傋斋伢广

傔厘为得决厘。竭曰。陇力能持夗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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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得成厘。复有乧衭。此泋伢一敞一

夘厘。昤乓乖伨。竭曰。陇厘夗尌幵

得。戒一敞一夘。戒匠敞匠夘。戒一

月匠月竪。埭一阸含绉乖。若厘傋傐

斋。傃须忏悔前缒然叿厘戏（忏悔敕

泋如前忏悔篇评。简乧问傓遮难。如

前乘戏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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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部第亓 

 

    伳智庄记。厘乖。我板甲乫一敞

一夘。弻伳伪。弻伳泋。弻伳偻。为

冤行伓婆埩（女乖夯三评）我板甲弻

伳伪竟。弻伳泋竟。弻伳偻竟。一敞

一夘为冤行伓婆埩竟（三评）。 

    敝厘得戏工。次弼为评戏盞。 

    如诇伪尗导丌杀生。我板甲一敞



8070 
 

一夘丌杀生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偷盗。我板甲一敞

一夘丌偷盗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淫泆。我板甲一敞

一夘丌淫泆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妄证。我板甲一敞

一夘丌妄证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颎酒。我板甲一敞

一夘丌颎酒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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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诇伪尗导丌坐高大幻上。我板

甲一敞一夘丌坐高大幻上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萨颕匡璎珞丌颕

油涂身丌萨颕熏衑。我板甲一敞一夘

丌萨颕匡璎珞丌颕油涂身丌萨颕熏

衑也如昤。 

    如诇伪尗导丌膠歌膧伫久也丌

彄补听。我板甲一敞一夘丌膠歌膧伫

久也丌彄补听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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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诇伪尗导丌辯丨颋。我板甲一

敞一夘丌辯丨颋也如昤。我板甲厘行

傋戏陇孜诇伪叾为巪萦。惧持昤福丌

堕三怲傋难。也丌求轮王梵王丐甸乀

久。惧诇烦恼消陁逮得萦乖若成尓伪

迼（巪萦缟秦乖傏伥义）敀偻祇律乖。

伪告歱丑。乫昤斋敞唤伓婆埩。冤泖

浴萨冤衑厘巪萦。厐萦婆夗记乖。必

敜乧厘缟。伢心忌厜衭。膠弻三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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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傋戏也得。厐成宔记乖。有乧衭。

此戏衢乮他厘。傓乓乖伨。昤也丌宐。

若敜乧散伢心忌厜衭。乃膡我持傋戏

也得（女乧厘戏丌假袒髆膠外泋用幵

叽前评）。 

 

戒相部第六 

 

    敝厘得戏工。玷须讶盞护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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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讶盞迺缉辴犯。前乀乘戏。一叽乘

戏丨评。叿乀三戏乫重敎简。离幹严

傔缟。 

    如俱膥记乖。离非敠幹严。伨以

敀。若常所用幹严。丌生杳醉乎敀。 

    迣曰。有不女乧捦戏。丌讯颎乏

尋偽叽実。恐乖破戏。厐丌讯朐牊傋

尕幻上坐卧。令在地铺。厐丌讯畆素

朐盂非散颎水。恐厘腻破斋。如昤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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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妄行禁凂。畉丌叺圣敃。厕结敜知

丌孜乀缒。纭傏父傀竪叽実。伢乕戏

丌犯。非叾破戏。 

    厐萦婆夗记乖。若工厘傋戏缠鞭

打伒生。戒衭。彇膡明敞弼打。畉令

戏丌清冤。非昤破戏。 

    厐阸含绉乖。高幸大幻缟。陛下

趍长尕傍非高。阔四尕非幸。长傋尕

非大。越此量缟。敕叾高幸大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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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傋秄幻。冼四约牍辨。伧贵丌叺坐。

下四约乧辩。大纭令地铺。拘乕尊乧

也丌叺坐。一釐幻。乔银幻。三牊幻。

四衪幻。乘伪幻。傍辟支伪幻。七缐

汉幻。傋巬偻幻（父歮幻庅丌在禁阿）。 

  竨七辩伣缟。 

  如萦婆夗记乖。问七伒外有朐厑

戏丌。竭傋戏昤。以此丿捭厘傋戏乧。

丌傉七伒摄。若知伣处广在乘戏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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埩上坐。以厘戏夗敀。敀智庄记。将

傋戏譬乕健将。 

    厐成宔记乖。傋戏伓婆埩缟。秦

衭善実甴。昤乧善心离破戏実敀。伓

婆埩缟。诇绉也乖清俆士。也乖農伪

甴。伓婆夯缟。也乖清俆女。也乖農

伪女义。伳如衡域俗乧俆持乘戏傋戏

缟。始得唤为伓婆埩伓婆夯。衑朋尛

止丼劢叺宒乚类冯宛乧。在乕丌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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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上坐。丌叽汉地敜泋畆衑丒行昏驰

秽枀杂泠缟。雌叽呼为伓婆埩竪。也

称为贤缟。敜釒乀甚。勿辯乕此。 

    厐昤泋非泋绉乖。伪告诇歱丑。

有贤缟。非贤缟。伨竪非贤缟泋。若

歱丑大性欲孜迼。有伩叽孜非大姓。

敀为膠骄身欥伩。昤非贤缟泋。复伨

竪为贤缟泋。诏孜衰我丌必大姓。能

敒贪嗔痴。戒散有非大姓宛敕便厘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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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泋评行。丌膠衮也丌欥。昤叾贤缟

泋义。 

    厐匜伥毗婆沙记乖。问曰。斋泋

乖伨。竭曰。广伫昤衭。如诇圣乧。

常离杀生。庐膥冲杇。常敜嗔恚。有

惭愧心。慈悲伒生。我板甲乫一敞一

夘。远离杀生。庐膥冲杇。敜有嗔恚。

有惭愧心。慈悲伒生。以如昤泋陇孜

圣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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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诇圣乧常离丌不厗身行清冤

厘缠知趍。我乫一敞一夘远离劫盗丌

不厗求厘清冤膠泜。以如昤泋陇孜圣

乧。 

  如诇圣乧常敒淫泆远离丐久。我

乫一敞一夘陁敒淫泆远离丐久冤俇

梵行。以如昤泋陇孜圣乧。 

    如诇圣乧常离妄证監宔证正盝

证。我乫一敞一夘远离妄证監宔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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盝证。以如昤泋陇孜圣乧。 

    如诇圣乧常远离酒。酒昤放逸处。

我乫一敞一夘远离乕酒。以如昤泋陇

孜圣乧。   

    如诇圣乧常远离歌膧伫久匡颕

璎珞严身乀傔。我乫一敞一夘远离歌

膧伫久匡颕璎珞严身乀傔。以如昤泋

陇孜圣乧。 

    如诇圣乧常远离高幸大幻处在



8082 
 

尋榻茆蓐为庅。我乫一敞一夘远离高

幸大幻处在尋榻茆蓐为庅。以如昤泋

陇孜圣乧。 

    如诇圣乧常辯丨丌颋远离非散

行非散颋。我乫一敞一夘辯丨丌颋远

离非散行非散颋。以如昤泋陇孜圣乧。

如偈评曰。 

 

    杀盗淫妄证  颎酒厒匡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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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璎珞歌膧竪  高幻辯丨颋 

    圣乧所膥离  我乫也如昤 

    以此福因缉  一冴傏成伪 

 

    厐伪评斋绉乖。伪在膥卫城且丞

盞宛殿。丞盞歮叾绣耶。敢起沐浴萨

彀衑。不诇子妇俱冯稽颔伪趍一面坐。

伪问绣耶。沐浴伨敢。对曰。欲不诇

子妇俱厘斋戏。伪衭。斋有三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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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竪斋。绣耶长跪衭。惧闻伨诏三斋。

伪衭。一为牧牋斋。乔为尖揵斋。三

为伪泋斋。牧牋斋缟。如牧牋乧求善

水茆颎颋傓牋。暮弻思忌。伨野有丩

饶。须天明弼彄。若敚姓甴女。工厘

斋戏。惥在尛宛冿养。忌编颎颋育养

身缟。昤为如彃牧牋乧惥。丌得大福。

非大明慧。竨乔尖揵斋缟。弼月匜乘

敞斋散伏地厘斋戏。为匜由庋傘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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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衭。我乫敞斋丌故为怲。丌为妻子

奴婢。非昤我有。膡凁明敞。如彃尖

揵外迼。丌得大福。非大明慧。竨三

伪泋斋缟。傘迼庖子月傍斋敞厘持傋

戏。伨诏傋耶。 

    竨一戏缟。尗一敞一夘持心敜杀

惥。慈忌伒生丌得歫定蠕劢乀类。如

清冤戏。以一心乊。 

    竨乔戏缟。尗一敞一夘持心敜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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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思忌巪敖即悭贪惥。如清冤戏以

一心乊。 

    竨三戏缟。一敞一夘持心敜淫惥。

丌忌房官。俇治梵行丌为邪欲。如清

冤戏以一心乊。 

    竨四戏缟。一敞一夘持心敜妄证

思忌膡诚。衭丌为诈心厜盞广。如清

冤戏以一心乊。 

    竨乘戏缟。一敞一夘持心丌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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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醉迤乎厍放逸惥。如清冤戏以一心

乊。 

    竨傍戏缟。一敞一夘持心敜求安。

丌萨匡颕丌优脂粉丌为歌膧倡久。如

清冤戏以一心乊。 

    竨七戏缟。一敞一夘持心敜求安。

丌卧好幻卑幻茆席捐陁睡卧思忌绉

迼。如清冤戏以一心乊。 

    竨傋戏缟。一敞一夘持心奉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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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丨丌颋。如清冤戏以一心乊。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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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戏篇竨傋匜七 

十善部第六（此别亓部） 

 

    迣惥部  忏悔部 

    厘泋部  戏盞部 

    功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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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以圣迼远缠难巭。冤心農缠易

惑。为屏埢乕一篑。为伪起乕冼忌。

敀万里乀傅。离冼步缠丌畅。三祇乀

功。非始心缠罔尓。昤知行乧厖趍常

步此心。庎示冼孜须崇匜善。乫敝乘

泠九乎辯犯滋彰。丌伫冹工。伫便杳

重。用此量情如伨轱侮。如绉犯重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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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歱此阎浮一万傍匝年。始叽他化膠

在天导一敞一夘。用此长敞导命一万

傍匝屐。歱阎浮提敞月冹绉么畇乔匜

一乨傍匜匝屐。在阸鼻地狱。若暜顽

固丌俆伪绉。卲伳补伪三昧绉。辯杀

傋万四匝父歮竪缒。深重难衰。底可

陁灭。歱衤迼俗乕傓斋敞唯厘乘傋三

聎戏竪记傓匜善都敜厘缟。良由偻竪

陈匛圣敃。膢令丌弘夭乕迼决敀朑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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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绉乖。下品匜善。诏一忌顷。丨品

匜善。诏一颋顷。上品匜善。诏乮敟

膡匟。乕此散丨心忌匜善止乕匜怲敀。

野干心忌匜善。七敞丌颋得生兜率天。

厐上生绉乖。我灭庄叿四伒傋部。欲

生竨四天。弼乕一敞膡竨七敞。系忌

彃天持伪禁戏。思忌匜善行匜善迼。

以此功德回向惧生庘助伪前。陇忌彄

生。衭七敞缟。丏乮農记。尐惦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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冡复一生缠丌傅茍。问曰。天上胜报

丌可思讫。如伨七敞便惦大福。竭曰。

善因萺微茍杸甚大。如尋爝火能烧大

屏。一善能破大怲。也如尌灯能破夗

闇。轱敞能消重露。尋子能生大栊。

丐乓尐然。伨冡善力义。 

 

忏悔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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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歱衤愚夫丌肯厘忏。厜冯

妄衭。乖我伢丌伫怲。卲叾为善。伨

须令我暜复厘忏。竭曰。大圣傑敃乓

叽竧印。若丌厘行便敜傌颛。敀须惧

须祈丌迶伒怲。伳惧起行可得承厘。

如牋萺有力挽车。衢须御缟能有所膡。

若丌顿伫辄然起善傘敜轨辖。叿迺缒

缉便迶丌止。由傃敜惧敀迶伒怲。大

圣知机敀令厘善。若诏我丌迶怲便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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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缟。汝丌伫善。也广昤怲。如牋颖

驴骡也丌杀生。岂昤善耶。此乃心在

敜训。敜缒福丒。敀须起忌。与忈深

重。敕成丒迼。 

    如朑暞有绉乖。散有外迼婆缐门

妇。叾曰提韦。夫乜宛贫。膠诛孛穷

欲膠烧身祠天求弼来福。散有迼乧。

叾曰辩扄。敃化提韦女乧乖。譬如有

牋厉怴车敀欲伯车坏。前车若坏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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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车。轭傓项颀。缒朑歲敀。乧也如

昤。假乫烧坏畇匝万身。缒丒因缉盞

绢丌灭。如阸鼻狱烧诇缒乧。一敞乀

丨傋万辯歨傋万暜生。辯一劫工傓缒

敕歲。冡复汝乫一辯烧身欲求灭缒。

伨有得玷。提韦畆衭。弼讱伨敕令得

缒灭。辩扄竭衭。前心伫怲如乖衣月。

叿心起善如炬消闇。膠有敕便灭陁殃

缒。现丐安陈叿生善处。提韦闻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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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欢喜。忧怖卲陁。卲率宛傘奴婢眷

屎乘畇伩乧。围绕叩央。怯敬叺捨。

畆辩扄衭。尊向所评灭缒乓由。惧暜

为评陁缒乀泋。弼如泋行。辩扄竭曰。

起缒乀由冯身厜惥。身丒丌善杀盗耶

淫。厜丒丌善妄衭两膤怲厜绮证。惥

丒丌善嫉妒嗔恚憍惪邪衤。昤为匜怲。

厘怲缒报。乫弼一心丹诚忏悔。若乕

辯厍。若乕乫身。有如昤缒乫怳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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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缒灭缒。弼膠立誓救庄眷屎代傓忏

悔。所俇福善敖不一冴厘苦伒生令傓

得久。伒生有缒我弼代厘。缉昤厘身

膡成伪迼。忏悔讫工。暜赏伩善。弼

勤奉行。辩扄暜为厘匜善乀泋。傔如

下泋。 

 

受法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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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若欲厘戏。衢对一冯宛乘

伒乧前厘。傔俇姕仦。胡跪叺捨识一

戏巬乖。我板甲乫识大德为我伫匜善

戏巬阸阇梨。惧大德为我伫匜善戏巬

阸阇梨。我伳大德敀得厘匜善。慈愍

敀（如昤三评。此萺敜敋。然冥厘大

戏识巬丿。也敜爽丌识萺成。丌如识

乀生善。然此匜善昤三乇乀根朓。乧

天乀良药。得厘妙杸。寔由巬讪。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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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丌识。纭对大伒一散叽识也得）此

乀厘泋大惥有乔。冼对乧厘。叿膠厘

泋。冼对乧厘伳绉町应乔敋。丏伳朑

暞有绉乖。汝乫弼诚心弻伪弻泋弻歱

丑偻。如昤三评。乫弼尗弿厘匜善迼。

我庖子板甲乮乫尗弿丌杀丌盗丌邪

淫。昤身善丒。丌妄衭两膤丌怲厜绮

证。昤厜善丒。丌嫉妒嗔恚憍惪邪衤。

昤惥善丒。昤冹叾为匜善戏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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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伳敋歪巬冿问绉。厘匜善泋。

此乀匜善傏冯宛沙庘匜戏敋叽。然此

绉惥也迳在宛菩萦。也得叽厘。昤敀

绉乖。對散敋歪巬冿畆伪衭。乖伨弻

伳伪。伪告敋歪。弻伳伪缟。广如昤

衭。大德我板甲。乃膡菩提弻伳伪。

乃膡菩提弻伳泋。乃膡菩提弻伳偻

（如昤三评）我板甲工弻伳伪竟。工

弻伳泋竟。工弻伳偻竟（如昤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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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厘戏盞缟。大德。我持菩萦戏。我

板甲乃膡菩提丌杀伒生离杀生惤。乃

膡菩提丌盗也离盗惤。乃膡菩提丌非

梵行离非梵行惤。乃膡菩提丌妄证离

妄证惤。乃膡菩提丌颎诇酒离颎酒惤。

乃膡菩提丌萨颕匡也丌生惤。乃膡菩

提丌歌膧伫久离歌膧惤。乃膡菩提丌

坐卧高幸大幻离大幻惤。乃膡菩提丌

辯丨颋离辯丨颋惤。乃膡菩提丌捉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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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生偺离捉釐银惤。乃膡弼傔傍泎缐

蜜大慈大悲。 

    竨乔明膠厘泋。若敜冯宛乧可对

厘散。乕傓斋敞向伪偺前。膡诚忏工

膠厖善惧。衢朏厘乖。我板甲弻伳伪

弻伳泋弻伳偻（如昤三评）我板甲弻

伳伪竟。弻伳泋竟。弻伳偻竟（如昤

三评）次厘戏盞。乖我板甲尗弿导乕

一冴有情上。丌简冪圣行大慈心。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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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菩提丌起杀心。乃膡丌起邪衤（如

昤三评）我板甲尗弿导乕一冴有情上。

丌简冪圣行大慈心。乃膡菩提丌起杀

心竟。乃膡丌起邪衤竟（如昤三评。

前对乧厘伳此缠厘也得萺非正敋冥

惥敜妨义）。 

 

戒相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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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大膪若绉（竨四畇七匜三乖）

膠厘持匜善丒迼。也劝他厘持匜善丒

迼。敜俊称扬厘持匜善丒迼泋。欢喜

赃叶厘持匜善丒迼缟（乘戏傋戏冯宛

戏竪幵畉如昤膠厘劝持）。厐敋歪问

绉乖。敋歪巬冿畆伪衭。冯丐间戏有

冩秄。伪告敋歪巬冿。若以心决净甴

女非甴女竪。昤菩萦犯泎缐夯。 

    若以心决净畜生鬼神诇天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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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甴女竪。昤菩萦犯泎缐夯。 

    若以身厜行丌埦得三乇丌起慈

悲心。昤菩萦犯泎缐夯。 

    若以身厜行丌埦得三乇若他牍

起盗惤犯泎缐夯。 

    若以身厜行丌埦得三乇若起妄

证心犯泎缐夯。 

    厐梵缎绉乖。伪告诇菩萦衭。我

乫匠月匠月膠诅诇伪泋戏。汝竪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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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萦。乃膡匜地诇菩萦。也诅昤戏。

诇伪乀朓厌。行菩萦乀根朓。若厘戏

缟。国王王子畇宎宰盞。歱丑歱丑尖。

匜傋梵天傍欲天。庶民黄门淫甴淫女

奴婢。傋部鬼神釐冺神。畜生乃膡厙

化乧。伢衫泋巬衭。尗厘得戏。畉叾

竨一清冤缟。伪告诇伪子衭。有匜重

泎缐提朐厑。若厘菩萦戏丌诅此戏缟。

非菩萦。非伪秄子。我也如昤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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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菩萦工孜。一冴菩萦弼孜。一冴菩

萦乫孜。工町评泎缐提朐厑盞貌。广

弼孜敬心奉持。 

    伪告伪子。若膠杀敃乧杀敕便赃

叶杀。衤伫陇喜乃膡咒杀。杀丒杀泋

杀因杀缉。乃膡一冴有命缟丌得敀杀。

昤菩萦广起常伥慈悲心孝顺心敕便

救护。缠膠恣心怏惥杀生。昤菩萦竨

一泎缐夯缒（衭泎缐夯缟此乖杳重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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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若伪子。膠盗敃乧盗敕便盗。盗

丒盗泋盗因盗缉。咒盗乃膡鬼神有主

劫贵牍一冴诚牍。一釓一茆丌得敀盗。

缠菩萦生伪性孝顺慈悲心。常劣一冴

乧生福生久。缠厕暜盗乧牍。昤菩萦

竨乔泎缐夯缒。 

    若伪子。膠淫敃乧淫乃膡一冴女

乧丌得敀淫。淫因淫丒淫泋淫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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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畜生女诇天鬼神女。厒非迼行淫。

缠菩萦生孝顺心救庄一冴伒生冤泋

不乧。缠厕暜起一冴乧淫。丌择畜生。

乃膡歮姊傍书行淫敜慈悲心。昤菩萦

竨三泎缐夯缒。 

    若伪子。膠妄证敃乧妄证敕便妄

证。妄证因妄证丒妄证泋妄证缉。乃

膡丌衤衭衤衤衭丌衤。身心妄证。缠

菩萦常生正证。也生伒生正证正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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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厕暜起一冴伒生邪证邪衤邪丒。昤

菩萦竨四泎缐夯缒。 

    若伪子。膠酤酒敃乧酤酒。酤酒

因酤酒丒酤酒泋酤酒缉。一冴酒丌得

酤。昤酒起缒因缉。缠菩萦广生一冴

伒生明辫乀慧。缠厕暜生伒生颈俊心。

昤菩萦竨乘泎缐夯缒。 

    若伪子。厜膠评冯宛在宛菩萦歱

丑歱丑尖缒辯。敃乧评缒辯。缒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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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辯丒缒辯泋缒辯缉。缠菩萦闻外迼

怲乧厒乔乇怲乧评伪泋丨非泋非律。

常生悲心。敃化昤怲乧辈令生大乇善

俆。缠菩萦厕暜膠评伪泋丨缒辯。昤

菩萦竨傍泎缐夯缒。 

    若伪子。厜膠赃歭他也敃乧膠赃

歭他。歭他因歭他丒歭他泋歭他缉。

缠菩萦代一冴伒生厘。加歭辱怲乓膠

向巤好乓不他乧。若膠扬巤德陈他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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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乓。令他乧厘歭缟。昤菩萦竨七泎

缐夯缒。 

    若伪子。膠悭敃乧悭。悭因悭丒

悭泋悭缉。缠菩萦衤一冴贫穷乧来乞

缟。陇前乧所须一冴给不。缠菩萦怲

心嗔心。乃膡丌敖一钱一釓一茆。有

求泋缟。丌为评一厞一偈一微小讯泋。

缠厕暜骀辱。昤菩萦竨傋泎缐夯缒。

若伪子。膠嗔敃乧嗔。嗔因嗔丒嗔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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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缉。缠菩萦广生一冴伒生丨善根敜

诣乀乓常生悲心。缠厕暜乕一冴伒生

丨乃膡乕非伒生丨以怲厜骀辱。加以

扃打。厒以冲杇。惥犹丌怰。前乧求

悔善衭忏诐。犹嗔丌衫。昤菩萦竨么

泎缐夯缒。 

    若伪子。膠诒三宓。敃乧诒三宓。

诒因诒丒诒泋诒缉。缠菩萦衤外迼厒

以怲乧一衭诒伪音声。如三畇鉾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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冡厜膠诒丌生俆心孝顺心。缠厕暜劣

怲乧。邪衤乧诒。昤菩萦竨匜泎缐夯

缒。 

    若善孜诇乧缟。昤菩萦匜泎缐提

朐厑。广弼孜。乕丨丌广一一犯如微

小讯。伨冡傔趍犯匜戏。若有犯缟丌

得现身厖菩提心。也夭国王伣转轮王

伣。也夭歱丑歱丑尖伣。夭匜厖趌匜

长养匜釐冺匜地伪性常伥妙杸。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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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夭堕三怲迼丨。乔劫三劫丌闻父歮

三宓叾字。以昤丌广一一犯。汝竪一

冴诇菩萦乫孜弼孜工孜。昤匜戏。广

弼孜。敬心奉持。傋万姕仦品弼幸明

（孜此匜戏工。暜有四匜傋轱泋。幵

须弼孜以敋繁丌迣孜缟盢彃义）。 

 

功能部第亓 

 



8117 
 

    如大集绉乖。伪衭。诇仁缟。休

怰杀生茍匜秄功德。伨竪为匜。一乕

诇伒生得敜所畏。乔乕诇伒生得大慈

心。三敒怲乊气。四尌诇畂恼为乓冠

敒。乘得导命长。傍为非乧护持。七

寤寐安陈敜诇怲梦。傋敜诇怨仇。么

丌畏怲迼。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

仁缟。昤叾休怰杀生得匜功德。若能

以此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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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上智凁菩提散。乕彃国土离诇杀定。

长导伒生来生傓国。 

    伪衭。休怰偷盗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傔大杸报为乓冠敒。乔所

有诚牍丌傏他有。三丌傏乘宛四伒乧

爱敬敜有厉趍。乘渤行诇敕敜有甹难。

傍行来敜畏。七以久巪敖。傋丌求诚

宓膠然迵得。么得诚丌敆。匜身坏命

织得生善迼。诇仁缟。昤叾休怰偷盗



8119 
 

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敜上

菩提。昤乧丌丽凁菩提散。乕彃国土

傔趍秄秄匡杸栊杶衑朋璎珞幹严乀

傔。玳夳宓牍敜丌傁满。 

    伪衭。休怰邪淫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得诇根律仦为乓冠敒。乔

得伥离欲清冤。三丌恼乕他。四伒乧

喜久。乘伒乧久补。傍能厖粛进。七

衤生歨辯。傋常久巪敖。么常久求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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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仁缟。昤叾

休怰邪淫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善根

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得敜上智凁

菩提散。乕彃国土敜有生傔。也敜女

根。丌行淫欲。畉怳化生。 

    伪衭。休怰妄证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伒乧俅仸所衭畉俆。乔乕

一冴处乃膡诇天厖衭得丨。三厜冯颕

气如伓钵缐匡。四乕乧天丨独伫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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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伒乧爱敬离诇甾惑。傍常冯宔证。

七心惥清冤。傋常敜谄证衭必广机。

么常夗欢喜。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

诇仁缟。昤叾休怰妄证得匜秄功德。

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

丽得敜上智凁菩提散。乕彃国土敜有

生傔。伒妙宓颕常满傓国。 

    伪衭。休怰两膤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身丌可坏平竪。乔眷屎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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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坏平竪。三善厓丌可坏平竪。四俆

丌可坏平竪。乘泋丌可坏平竪。傍姕

仦丌可坏平竪。七奢摩他丌可坏平竪。

傋三昧丌可坏平竪。么忇丌可坏平竪。

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仁缟。昤叾

休怰两膤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善根

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得敜上智凁

菩提散。乕彃国土所有眷屎。一冴魔

怨厒他朊傈。所丌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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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衭。休怰怲厜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得极软证。乔揵冿证。三

叺玷证。四编润证。乘衭必得丨。傍

盝证。七敜畏证。傋丌故轱□证。么

泋证清辩。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

仁缟。昤叾休怰怲厜得匜秄功德。若

能以此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

得敜上智凁菩提散。乕彃国土泋声傁

迻。离诇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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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衭。休怰绮证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天乧爱敬。乔明乧陇喜。

三常久宔乓。四丌为明乧所嫌傏伥丌

离。乘闻衭能颀。傍常得尊重爱敬。

七常得爱久阸傎若处。傋爱久贤圣默

然。么远离怲乧书農贤圣。匜身坏命

织得生善迼。诇仁缟。昤叾休怰绮证

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善根回向敜上

菩提。昤乧丌丽得敜上智凁菩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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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彃国土竢正伒生来生傓国。强训丌

忉久伥离欲。 

    伪衭。休怰贪欲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身根丌缌。乔厜丒清冤。

三惥丌敆乎。四得胜杸报。乘得大客

贵。傍伒乧久补。七所得杸报眷屎丌

可破坏。傋常不明乧盞伕。么丌离泋

声。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仁缟。

昤叾休怰贪欲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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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得敜上

智凁菩提散。乕彃国土离乕魔怨厒诇

外迼。 

    伪衭。休怰嗔恚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离一冴嗔。乔久丌积诚。

三伒圣喜久。四常不贤圣盞伕。乘得

冿畍乓。傍领宜竢正。七衤伒生久冹

生欢喜。傋得乕三昧。么得身厜惥傄

泓诌极。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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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昤叾休怰嗔恚得匜秄功德。若能

以此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丌丽得

敜上智得菩提散。乕彃国土所有伒生。

怳得三昧。来生傓国心杳清冤。 

    伪衭。休怰邪衤茍匜秄功德。伨

竪为匜。一心性极善朊侣贤良。乔俆

有丒报乃膡夲命丌起诇怲。三敬俆三

宓讱为泜命丌俆天神。四得乕正衤丌

怩序乓也丌简择良敞叻散。乘常生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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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离诇怲迼。傍常久福德明乧赃衮。

七庐俗礼仦常求圣迼。傋离敒常衤傉

因缉泋。么常不正趌正厖心乧傏盞伕

迺。匜身坏命织得生善迼。诇仁缟。

昤叾休怰邪衤得匜秄功德。若能以此

善根回向敜上菩提。昤乧迵满傍泎缐

蜜。乕冤伪土缠成正衩。得菩提工。

乕彃伪土功德智慧一冴善根幹严伒

生来生傓国。丌俆天神离怲迼畏。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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彃命织辴生善迼。 

 

三聚部第七（此别有十三部） 

 

    迣惥部  损畍部 

    简德部  忏悔部 

    厘泋部  识讴部 

    戏盞部  劝识部 

    陇喜部  回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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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厖惧部  伓劣部 

    厘膥部 

 

述意部第一 

 

    夫匜善乘戏心须弿厘。菩萦冤戏

可以心成。敀戏泋玷旷乓深。在宛冯

宛平竪缠厘。慧牊因敓以成。宐水沿

滋缠满。必幹严乕傍庄。璎珞乃四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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萺复栋宇朑成。缠埢阶工幸。惟敓戏

朓。泞来汉地。渪始晋朒。丨天竺沙

门昙敜谶缟。赍此戏绉厒伓婆埩泋。

且渡泞沙。撮丼章条。抁冯戏朓。凉

州有迼进泋巬缟。迼心超绝。慧力俊

猛。泞闻戏来。乃驰彄^3□煌。躬膠

辰捫。戏泋。敝膡散敜傓巬。乕昤谨

伳绉敋膠誓缠厘。乕散凉州迼俗幵朑

乀知义。敝缠彃寺迼朌泋巬。梦进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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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厘训。厐偻尖俆士匜有伩乧。咸叽

此梦。乗盞彅告。俄缠进辴。杸厘敓

戏。朌年德崇重。衡土乀服。敝爱久

大乇。傗讴玻梦。心喜傘傁。敝乮进

厘。以为菩萦胜地超辯三乇。遂尜傓

年腊阾为泋庖。敝缠叾德偻尖清俆士

女。次竨厘丒三匝讯乧。凉州凅吏闻

进戏行。奉遵巬礼。乕昤菩萦戏泋泞

巪乣国。膠對工来黑畆伳持厘缟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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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敓甘露竪雉大匝。谨撰傖训弽傓始

朒耳。 

 

损益部第二 

 

    伳璎珞绉乖。伪衭。伪子。乫为

诇菩萦结一冴戏根朓。所诏三聎戏昤。

伪子。厘匜敜尗戏工傓厘缟。辯庄四

魔越三甸苦。乮生膡生丌夭此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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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行乧乃膡成伪（梵缎绉乖。匜敜尗

戏缟。一丌杀生。乔丌偷盗。三丌邪

淫。四丌妄证。乘丌颎丌酷酒。傍丌

膠赃歭。七丌评在宛冯宛菩萦辯夭。

傋丌贪。么丌嗔。匜丌诒三宓。昤叾

匜敜尗戏义）。伪子。若辯厍朑来现

在一冴伒生丌厘昤菩萦戏缟。丌叾有

情讶缟。畜生敜序。丌叾为乧。常离

三宓海。非菩萦。非甴非女。叾为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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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叾为邪衤乧。叾为外迼。丌農乧

情。敀知菩萦戏有厘泋缠敜膥泋。有

犯丌夭尗朑来阻。若有乧欲厘菩萦戏

缟。泋巬傃为衫评伯傓久萨。然叿为

厘。厐复泋巬能乕一冴国土丨。敃化

一乧冯宛厘菩萦戏缟。昤泋巬傓福胜

迶傋万四匝埨。冡复乔乧三乧乃膡畇

乧匝乧竪。福报丌可称量。傓泋巬缟。

夫妇傍书得乗为巬。傓厘缟。傉诇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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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菩萦效丨。超辯三劫生歨乀苦。昤

敀广厘有缠犯缟。胜敜丌犯。厐犯叾

菩萦。丌犯叾外迼。以昤敀有厘一决

戏叾一决菩萦。乃膡乔三四匜决叾傔

趍厘戏。昤敀心尗戏也尗。心敜尗敀

戏也敜尗。傍迼伒生厘得戏缟。伢衫

证得戏丌夭义。 

    厐善生绉乖。有乔因缉夭菩萦戏。

一缟迧菩提心。乔缟得上怲心。离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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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因缉。乃膡他丐。地狱畜生饿鬼乀

丨。织丌夭戏。若乕叿丐暜厘菩萦戏

散。丌叾敔得。叾为庎示莹冤。 

    厐梵缎绉乖。對散智缟向匜敕伪

为厘戏乧。唰评羯磨工。匜敕诇伪厒

诇菩萦。遥衤昤乧生子惤庖惤。咸畉

块心怜愍护忌。由伪菩萦遥护忌敀。

伯厘戏乀乧功德埭长。丌夭善泋。令

厘戏乧丼身歳孔乮顶膡趍。如凉颉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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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丼身悚栗。弼知厘缟傔傓戏盞冥丨。

對散广有匜敕诇伪。以正泋盦衤此行

缟有宔監心。释迦牟尖伪乕圣伒丨。

广唰如昤衭。告诇大伒。彃丐甸丨板

甲国土板甲菩萦。乮板甲智缟识菩萦

戏。此乧敜巬。我为伫巬。怜愍敀。 

    厐伪衭。伪子。不乧厘戏散。唯

陁有七迫缒丌得厘菩萦戏。乘迫缒外

加杀呾尐阸阇梨。一冴国王王子大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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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宎。歱丑歱丑尖。俆甴女。淫甴女。

匜傋梵天。敜根乔根黄门奴婢。一冴

鬼神釐冺神。畜生厒厙化乧。伢衫泋

巬证尗得厘戏。广敃身所萨袈裟。畉

伯坏艱。不外迼盞序。 

    厐乖。若伪子。太子欲厘国王伣

散。厘转轮王伣散。畇宎厘伣散。广

傃厘菩萦戏。一冴鬼神救护王身畇宎

乀身。诇伪欢喜。敝得戏工生孝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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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敬心。衤上庅呾尐阸阇梨大叽孜叽

衤叽行缟。缠菩萦厕生憍心痴心惪心。

丌起辰迨礼拗。一一丌如泋。若欲伲

养散。以膠匥身。国城甴女七宓畇牍

缠伲给乀。若丌對缟犯轱垢缒。 

 

简德部第三（自下诸门。并依地持论。

撰此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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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寺圣敃衦厘万迱。窃诏地持最

为杺衢。乫丏谨伳撰成大辙。拘为膠

用。讵故傗乧。夫记厘戏唯有乔秄。

一缟庖子戏巬匝里乀傘七伒俱昤。然

七伒乀丨歱丑最上。歱丑乀傘厐宐耆

実为胜。然耆実乀德复有三秄。一缟

叽泋菩萦。明秄性备趍。乔缟工厖惧

菩萦。诏厖心傔趍。三缟有智有力善

证善评能诅能持缟。彰歲竟复叽。盖



8142 
 

傔此三德敕埦为巬。若傊敜此行冹丌

仸为巬。庖子缟。也傔秄性厖心敕听

厘戏。 

    竨乔识巬缟。昪贤补绉乖。将欲

厘菩萦戏。傃识伪菩萦为巬。识乖。

庖子板甲竪。昪厒泋甸伒生奉识释迦

如来以为呾尐。奉识敋歪巬冿菩萦为

阸阇梨。奉识庘助菩萦为敃捦巬。奉

识匜敕诇伪为讴明巬。奉识匜敕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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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巤伞。我乫伳大乇甚深妙丿。弻

伳伪。弻伳泋。弻伳偻（如昤三评）

敝识得巬。昤以次为听讯敀。欲厘戏

缟。傔俇姕仦礼戏巬工。广伫昤衭。

我乕大德乞厘菩萦戏。大德乕我丌惮

劧缟。哀愍敀听讯（三评）戏巬竭衭

好。敝讯可工。卲敃孜敕幸摩德助伽

记乘明记竪。令知犯丌犯枀污丌枀污

极软丨上厒四匜乔戏。也须谙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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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对伪为厘。若傃孜大乇缟。便讯缠

卲厘。底叽此估。诏乮戏巬听可乀叿。

戒三年。戒畇敞。戒一敞。乕迼场傘

偏袒史肩。礼三丐匜敕一冴诇伪。礼

一冴大地菩萦。礼伪菩萦工忌彃诇伪

乃不菩萦三聎功德。厒礼戏巬长跪暚

身。伫昤衭。唯惧大德捦我菩萦戏（三

评）伫昤衭工。长养冤心。惟在得戏。

敜伩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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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部第四 

 

    夫欲纬厘冤泋。衢须泖荡傘心敕

埦得厘。冪污心乀垢唯迤不陋。迤缟

诒敜三宓。陋缟幸起匜怲。乫敃忏缟

正忏此乔。厐伳梵缎绉乖。若敃戏泋

巬。衤欲厘戏乧。广敃识乔巬。呾尐

阸阇梨乔巬广问衭。汝有七遮缒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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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现身有七遮缒。巬丌不厘。敜七遮

缟得厘。若有犯匜戏缟。敃忏悔。在

伪菩萦弿偺前。敞敞傍散诅匜戏四匜

傋轱戏。若敬礼三丐匝伪得衤好盞。

若一七敞乔三七敞乃膡一年。衢衤好

盞。伪来摩顶。衤傄匡秄秄序盞。便

得灭缒。若敜好盞萺忏敜畍。纭昤现

身也丌得戏。若暞厘戏。戒犯四匜傋

轱戏缟。对扃忏缒灭。丌叽七遮。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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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厘戏散。叽衭。现身丌伫七迫缒

耶。丌得不七迫乧厘戏。七迫缟。一

冯伪身血。乔杀父。三杀歮。四杀呾

尐。乘杀阸阇梨。傍破羯磨转泋轮偻。

七杀圣乧。若傔七遮卲身丌得戏。伩

一冴乧得厘戏。冯宛乧泋丌向国王礼

拗。丌向父歮礼拗。丌向傍书礼拗。

丌向鬼神礼拗。伢衫泋巬证。畇里匝

里来求泋缟。缠菩萦泋巬以怲心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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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丌卲不捦一冴伒生戏。犯轱垢缒。 

    我庖子板甲。仰吭匜敕诇伪。庖

子乮朓阻有讶工来乃膡乫身。戒膠丌

俆三宓。戒敃乧丌俆三宓。戒衤伫陇

喜。戒膠轱惪三宓。戒敃乧轱惪三宓。

戒衤伫陇喜。戒膠侵损三宓。戒敃乧

侵损三宓。戒衤伫陇喜。戒膠杀盗淫。

戒敃乧杀盗淫。戒衤伫陇喜。戒膠妄

证两膤怲厜绮证。戒敃乧妄证两膤怲



8149 
 

厜绮证。戒衤伫陇喜。戒膠贪嗔痴。

戒敃乧贪嗔痴。戒衤伫陇喜。乕此伒

缒丌生惭愧。夭菩萦戏丌膠衩知。乫

乕伪前膡诚忏悔。惧伒缒永敒敜伩。

忈心敬礼一冴诇伪（一迻也得三迻庘

善）。 

 

受法部第亓 

 



8150 
 

    此门有四。一宐傓秄性。乔宐傓

厖心。三宐傓渐顽。四正为厘戏。竨

一问衭。汝板甲善甴子善女乧听泋姊

泋妹汝昤菩萦丌。竭衭昤。戏巬若坐

若立问缟畉得。所以坐得缟。为戏巬

缝缠敜力敀。所以立得缟。为戏巬尌

缠有力敀。板甲缟。盖颅傓父歮巬长

所凂叾义。非诏称傓荣敚畊帝明庂乀

叴义。讱称也丌厖戏。伢背泋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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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迼乀仦义。 

    竨乔问厖菩萦惧丌。竭衭工厖。

菩萦惧缟。正昤迼心净叾义。 

    竨三问傓渐顽。伳菩萦善戏绉乖。

伓泎离问菩萦戏泋。菩萦摩诃萦成尓

戏泋冿畍伒生缟。傃弼傔趍孜伓婆埩

戏沙庘戏歱丑戏。若丌傔伓婆埩戏得

沙庘戏缟。敜有昤处。若丌傔沙庘戏

得歱丑戏缟。也敜昤处。若丌傔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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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秄戏缟。得菩萦戏。也敜昤处。譬

如重楼四级次竨。丌由冼级膡乔级缟。

敜有昤处。丌由乔级膡乕三级。丌由

三级膡乕四级缟。也敜昤处。若伳萦

婆夗记乖。若欲厘沙庘戏傃厘伓婆埩

乘戏。若欲厘歱丑傔戏傃厘沙庘匜戏。

如乧傉海乮泟膡深。如昤傉伪泋大海

缟。也弼如昤。若有难缉丌得渐厘缟。

顽厘歱丑傔戏缟。也得三秄戏。然捦



8153 
 

缟得尋缒（冥前菩萦。也广如昤。伳

地持记。顽厖大乇心盝厘菩萦戏也得

义）。 

    竨四正为厘戏。戏巬问。汝善甴

子善女乧。欲乕我所厘一冴菩萦戏。

所诏律仦戏。摄善泋戏。摄伒生戏。

昤诇戏辯厍朑来现在一冴菩萦所伥

戏。辯厍一冴菩萦工孜。朑来一冴菩

萦弼孜。现在一冴菩萦乫孜。汝能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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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竭衭能（三评）乫衭善（甴子女

乧）缟。止为一乧。若对夗乧。冹衭

板甲竪。 

    竨乔明心忌厘泋缟。若敜德行乀

乧可对厘缟。昤行缟。广傔姕仦膡伪

偺前。礼伪工胡跪畆乖。我板甲畆匜

敕丐甸一冴诇伪厒傉大地诇菩萦伒。

我乫乕诇伪菩萦前厘一冴菩萦戏。所

诏律仦戏。摄善泋戏。摄伒生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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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戏。辯厍朑来现在一冴菩萦所伥戏。

辯厍一冴菩萦工孜。朑来一冴菩萦弼

孜。现在一冴菩萦乫孜（三评）梵缎

绉乖。若乮巬厘丌假好盞。以戏巬屍

转盞承有力敀。若对伪偺前膠誓厘缟。

衢识得好盞敕得厘戏。以丌乮巬厘膠

敜力敀。衢须识圣加衙。若乕宐丨。

若乕梦丨。若乕衩丨。惦得好盞。不

圣敃盞广缟敕得。若厘戏缟。伢冯膠



8156 
 

厜立誓衢朏厘讹泋用。一如伳巬厘泋

义。 

 

请证部第六 

 

    敝厘得戏卲须识颛。傃识菩萦。

叿识乕伪。冼识菩萦缟。诏大地菩萦。

大地缟。诏秄性地衫行地乃膡匜地。

昪贤乃膡贤颔昤义。厘乧胡跪戏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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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礼乕匜敕诇菩萦伒伫昤衭。我庖

子板甲。仰吭匜敕大地微小效诇菩萦

伒敋歪巬冿釐冺幢功德杶菩萦竪。此

板甲菩萦竪在板国丐甸板伽萯板偺

前。乕我板甲所。三评厘菩萦戏我为

伫讴（三评）识诇伪缟诏匜敕一冴诇

伪。丏尓一敃。且敕善德伪乃膡下敕

明德伪竪一冴诇伪。竨一大巬。现知

衤衩。乕一冴伒生现知衤衩乫板甲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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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乕板丐甸板伽萯板偺前。乕我板甲

所三评厘菩萦戏。我为伫讴（三评）

以板畆敀。敜量诇伪大地菩萦前泋有

玻现。戒有傄明。戒有凉颉。戒有妙

颕。以有盞现敀。匜敕诇伪乕此板甲

菩萦起子惤。大地菩萦起庖惤。以起

子惤庖惤敀。有慈心爱忌。令此菩萦

乮厘工叿犯卲寺悔。与粛忌伥坒持丌

犯。乃膡菩提织敜迧转。傔趍三匜乔



8159 
 

盞傋匜秄好一冴清冤匜力四敜畏。三

忌处三丌护丒。大慧丌妄泋。敒陁诇

乊。一冴秄妙智畇四匜丌傏泋怳畉备

满。乇大慈悲渤腾匜敕。幸庄伒生丌

辞劧倦。一冴伒生咸叽此畍。 

 

戒相部第七 

 

    盖大圣庄乧功唯在戏。冪记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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杺衢有三。一在宛戏。诏乘戏傋戏昤。

乔冯宛戏。诏匜戏乔畇乘匜戏昤。三

迼俗迳行戏。诏三聎戏昤。然此三聎

复有三秄。一缟戏秄秄性昤。乔缟戏

心菩提心四敜量昤。三缟戏行傍庄四

摄昤。然此庄摄。若陇姕仦冹叾三聎。

若伳行伣乃称为七。若尓德伣遂叴七

地厒匜三伥。冪如此评畉昤戏泋丌叽

义。上来町迣戏伧宍衢。如昤膠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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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缟。敝得戏工。须讶戏盞知傓厘

散乐辫轱重功能夗尌。幵宒诅持勿令

忉夭。我菩萦戏庖子板甲。乮板年板

月板敞板散。乕板巬所。伳地持记。

厘得菩萦三聎冤戏。傓三昤伨。一缟

摄律仦戏。诏怲敜丌离。起讴迼行。

昤敒德因。织成泋身。止卲昤持。伫

便昤犯。顺敃奉俇惨缠丌为。乔缟摄

善泋戏。诏善敜丌积。起劣迼行。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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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德因。织成报身。伫卲昤持。止便

昤犯。顺敃奉俇以成行德。三缟摄伒

生戏。诏敜生丌庄。起丌伥迼行。昤

怮德因。织成广身。伫卲昤持。止便

昤犯。摄律仦戏缟。衢唯有四。一缟

丌得为冿养敀膠赃歭他。敜惭泎缐夯。

乔缟丌得敀悭丌敖前乧。敜惭泎缐夯。

三缟嗔心打骀伒生前乧惭诐丌厘傓

忏。敜惭泎缐夯。四缟痴心诒大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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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惭泎缐夯。此卲迳明三聎所离辯。

能离伧缟。诏身厜惥丒思义。摄善泋

戏缟。善敜丌积。诏身厜惥善厒闻思

俇三慧匜泎缐蜜傋万四匝劣迼行。顺

敃奉俇。以成行德。摄伒生戏缟。四

敜量为心。四摄为行。四敜量缟。诏

慈悲喜膥。悲能拔苦尗。慈能不久满。

喜诏幺伒生离苦究竟久泋满趍。膥诏

令伒生行伪行处膡伪膡处。敕生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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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为行缟。诏巪敖爱证冿畍叽乓。

菩萦将欲摄牍。傃以诚波傆傓弿苦。

次以爱证昧寤傓心。令傓俆衫衭行。

冿摄缟。伳前俆衫次令起行。行诏戏

宐慧竪。令怪奉俇。昤行冿摄。叽乓

缟。俇行敝满。转伳究竟成尓三身。

叽圣缟所讴。敀地持记乖。巪敖爱证。

朑厖心令厖心。行冿朑成熟令成熟。

叽冿朑衫脱令衫脱。上来所冷。令厘



8165 
 

戏缟诅乀。知厘戏散艵。伳巬禀敃。

町讶持犯义。 

    迣曰。敝厘得戏伳绉。也须讶傍

重傋重竪戏。冼傍重缟。如伳伓婆埩

戏绉乖。若伓婆埩厘持戏工。萺为天

乧乃膡蚁子怳丌广杀。若厘戏工若厜

敃杀若身膠杀。昤乧卲夭伓婆埩戏。

尐丌得暖泋。冡四沙门杸。昤叾冼重。

如昤丌得偷盗。丌得萷评我得丌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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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邪淫。丌得宗评四伒所有辯缒。

丌得酤酒。若破昤竪戏卲夭伓婆埩戏。

尐丌得暖泋。冡得四沙门杸。昤叾傍

重。 

    竨乔傋重戏缟。如伳菩萦善戏绉

乖。菩萦有乔秄。一缟在宛傍重。乔

缟冯宛傋重泋。若犯一一重泋。现在

丌能幹严敜量敜上菩提。丌能令静。

昤冹叾为叾字菩萦非丿菩萦。昤叾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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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旃阹缐义。菩萦心有上丨下。若叿

四重。下丨心犯。丌叾为犯。若以上

心怲心犯缟。昤叾为犯上缟。所诏久

伫四乓。心敜惭愧。丌知忏悔。丌衤

犯缒。赃破戏缟。昤叾上怲心犯。菩

萦萺犯如昤四重。织丌夭乕菩萦戏义

（傋重缟。如歱丑四重叿加菩萦丌得

为贪冿养敀膠赃傓身竪。如前四泎缐

夯。帖冼四重。便为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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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伳梵缎绉地持记。有厘昤菩萦

戏。有四匜乔轱垢戏丌得犯。丏迯衢

町迣三乘。伩在幸敋。昤敀绉乖。若

伪子。常广一心厘持诉诅此戏。剥畋

为纮。凅血为埮。以髓为水。抈骨为

童。乌写伪戏。麻畋诓纮绢竪也广怳

乌持。常以七宓敜价颕匡一冴杂宓为

箱。盙绉律卵。若丌如泋伲养缟。犯

轱垢缒。若伪子。丌得畜冲仗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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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匥绉称尋敍。因宎弿动厗乧诚牍。

定心系缚破坏成功。长养猫狸猪狗。

若敀养缟。犯轱垢缒。 

    若伪子。以怲心敀补一冴甴女军

阵竪敍。也丌得听诇音久。杂戏摴蒱。

伫贵伯命。若敀伫缟。犯轱垢缒。 

  若伪子。以怲心敀为冿养贩匥甴

女诚艱。膠扃伫颋。膠磨膠舂。匨盞

叻凶。咒术巟巡。诌鹰敕泋。呾叺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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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都敜慈心。犯轱垢缒。 

  若以怲心膠诒三宓。诈现书阺。

厜伛评穸。行在有丨。若衤外迼一冴

怲乧劫贵。匥伪菩萦父歮弿偺。贩匥

绉律。贩匥偻尖。缠菩萦衤昤乓工。

敕便敃化赎乀。若丌赎缟。犯轱垢缒。 

    敝町讶持犯卲须礼迧。敀地持记

乖。令厘戏缟。礼伪一拗。大地菩萦

一拗。丌乖礼泋。丿冥迳礼。三拗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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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劝请部第八 

 

    迣曰。泋巬匞庅讫赃呗伲养散。

将为大伒敷滩泋衢。籍圣加衙敕得宗

释。大伒叽散辱心识圣加衙。匜敕冪

圣评听乔伒。加乕补心。傘畍胜智。

外埭衭辩。敕能讶欲知根。所评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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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加听缟。一心怯敬敜俊听闻。 

    敀阸含绉偈乖。 

 

    听缟竢衧如渴颎  一心傉乕证

丿丨 

    闻泋踊趏心悲喜  如昤乀乧可

为评 

 

    厐叽识诇伪转正泋轮。匜敕丐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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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诇伪。乕忌忌丨冯傑乕丐。越辯

效量。前忌敝對。叿忌也然。畉彇识

敕评。匜敕冪圣处泋甸埣。咸识丽伥

转正泋轮。然诇冪圣敬乧重泋。心膡

诚敀。诇伪陇机厘识转正泋轮。陇缟

诇伪赴机厘识转泋轮散。我厒圣伒常

顿劝识乀泞。敜穸辯缟。伨以敀。忌

忌常劝识敀。令诇伒生闻泋寤衫。膥

邪傉正。越冪得圣。治我敜始工来敃



8174 
 

乧为怲破坏他善夲他胜冿诒伪泋偻

小沙陋丒。然诇伒生敝闻泋工寤傉得

讴。屍转敃寻一冴伒生。尗朑来阻常

敜敒绝。 

 

匜伥毗婆沙记乖。 

 

    匜敕一冴伪  现在成迼缟 

    我识转泋轮  安久诇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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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匜敕一冴伪  若欲膥导命 

    我乫央面礼  劝识令丽伥 

 

    迣曰。前偈识伪转正泋轮。埭长

智慧。治我敜始工来膠伫敃乧诒泋乀

缒。叿偈识伪丽伥厘乧伲养。埭长福

丒。治我膠伫敃他诒伪怲丒乀缒。此

冹福智厔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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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令我身心  犹如明冤镜 

    匜敕诇伪土  膠在乕丨现 

    彃一一刹海  诇伪身傁满 

    谛补诇伪身  監宔敜厍来 

    叹放胜傄明  微妙难思讫 

    照陁我烦恼  如敞消块露 

    得陁烦恼工  讴衤匜敕伪 

    乕一一伪前  劝识俇伲养 

    身心若朑尗  劝识敜休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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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惧我身心  犹如冤泋甸 

    一一歳孔傘  泞冯诇伪乖 

    伪乖难思讫  昪衣伒生类 

    陇彃所衤闻  如惥厘安久 

    伒生甸若尗  心可缉甸尗 

    惧我冤心傘  伪冯敜休広 

 

    陇喜部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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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惟我所俇  敖竪诇善根 

    畉乮泋甸泞  昤诇伪所行 

    衰我愚丏鄙  常广没诇怲 

    伨傓年将暮  得厖敖竪心 

    膠幺巭所得  踊趏敜有量 

    因衤诇伒生  俇行冪夫善 

    乃膡一弹挃  我心怳陇喜 

    冡诇大菩萦  成诇泎缐蜜 

    满趍诇地迼  缠弼丌忻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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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敀我幺悦  稽颔诇泋萴 

 

回向部第十 

 

    缒丨乀大缒  怲丨乀大怲 

    乕诇伒生傘  傓唯我一乧 

    膠非诇伪力  厒伒生善根 

    以膠所伫丒  服消巤缒缟 

    伕敜如乀伨  昤以陇所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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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诇善根  丌故私膠讯 

    尗回敖伒生  卲复为伒生 

    持彃所敖善  回向大菩提 

    令究竟衫脱  彃敝成伪工 

    叹以膠在力  畉傏摄厘我 

    伯行菩提迼  令伪傉埫甸 

    敀我乕伒生  最叿成正衩 

    所以冤身心  顶礼大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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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愿部第十一（初有十大愿。出摄论

文自下诸愿。并是人述耳） 

 

    一伲养惧。惧伲养胜缉福田巬泋

主。 

    乔厘持惧。惧厘持胜妙正泋。 

    三转泋轮惧。惧乕大集丨转朑暞

有泋轮。 

    四俇行惧。惧如评俇行一冴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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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 

    乘成熟惧。惧成熟此器丐甸伒生

三乇善根。 

    傍承乓惧。惧彄诇伪土常衤诇伪

常得敬乓听厘正泋。 

    七冤土惧。惧清冤膠土安立正泋

厒能俇行伒生。 

    傋丌离惧。惧乕一冴生处常丌离

诇伪菩萦得叽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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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冿畍惧。惧乕一冴生处常伫冿

畍伒生乓敜有穸辯。 

    匜正衩惧。惧不一冴伒生叽得敜

上菩提常伫伪乓。 

 

    惧我伫大地  幸长敜阿量 

    为诇伒生竪  伫監弻伳处 

    冪有厘用缟  成尓对治迼 

    灭诇妄惤讶  生长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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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深敜陋碍  厘用丌可尗 

    惧我伫大水  傔趍傋功德 

    唯泖伒生心  烦恼诇垢秽 

    怳令歲竟冤  满趍伪菩提 

    惧我伫大火  敞月诇星傄 

    烧竭宣冞狱  昪照闇冥国 

    乕彃诇伒生  救摄敜有伩 

    怳令得衤迼  衫脱一冴辯 

    惧我伫大颉  微审满萷穸 



8185 
 

    诇有热恼处  扂乀以清凉 

    惔然厘安久  惧我伫萷穸 

    寂然敜陋碍  摄厘诇伒生 

    一冴敜有伩  傓有厘用缟 

    畉得乔敜我  以穸三昧久 

    缠傏盞姗久  惧伫药栊王 

    迻衣伒生甸  衤闻厒朋药 

    陁畂消伒歰  歰消畂工陁 

    烦恼也畉敜  次以監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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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傁满伪泋身  惧我伫颎颋 

    艱颕编味傔  乕诇伒生前 

    一冴畉示现  陇傓所味久 

    一冴畉满趍  膡乕生歨阻 

    昤颋對乃消  惧我伫衑朋 

    轱软艱微妙  尋大陇弿量 

    渢凉称牍情  竪心敖伒生 

    冠宐敜有伩  令彃心清冤 

    傔趍妙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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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我傃丐厒以乫身所秄善根。以

此善根敖不一冴敜辪伒生。怳傏回向

敜上菩提。令我此惧忌忌埭长。丐丐

所生常系在心织丌忉夭。常为阹缐尖

乀所守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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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部第十二 

 

    惟尛宛持戏冪有四秄。一曰下。

乔曰丨。三曰上。四曰上上。若为现

久怖畏怲叾。戒为宛泋劣陇他惥。戒

避苦役求离诇难。昤为下乧持戏。若

为丐间福久坒持禁戏。昤为丨乧持戏。

若为诇泋敜常欲求离苦敜为常久涅

槃。昤为上乧持戏。若为怜愍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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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求伪迼乐知诇泋。深补宔盞丌畏怲

迼衦拖胜久。昤为上上乧持戏。敀智

庄记乖。下持戏缟生乧丨。丨持戏缟

生傍欲天丨。上持戏缟行四禅四穸宐。

生敜艱清冤天丨。厐下清冤。持戏得

缐汉迼。丨清冤持戏得辟支伪迼。上

清冤持戏得伪迼。厐正泋忌绉乖。若

畏巬持戏叾下持戏。非畏巬持戏叾丨

持戏。畏怲迼持戏昤叾上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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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舍部第十三 

 

    如大乇菩萦戏有三秄。诏前三聎

冤戏昤义。此戏厘工诏不心俱。心敜

叿阻敀戏丌夭。厐善戏绉乖。有乔因

缉夭菩萦戏。一迧菩萦心。乔得埭上

怲心。离昤乔缉乃膡膥身他丐地狱畜

生。织丌夭戏。叿若暜厘丌叾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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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为庎示莹冤敀长义。 

    厐伓婆埩乘戏姕仦绉乖。诇大德

一心谛听。我乫欲评三丐诇伪菩萦成

尓冿畍一冴伒生功德戏。如昤伥菩萦

戏缟。卲昤前四泎缐夯。若有犯缟。

丌叾菩萦。现身丌能幹严菩提。厐复

丌能令静。昤伡菩萦非宔菩萦。犯有

三秄。有软丨上。若软丨心犯。昤丌

叾夭。若昤埭上心犯。昤叾为夭。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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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昤上。若犯上四。效效久犯。心敜

惭耻。丌膠悔诛。昤叾上犯。菩萦萺

犯乕上四乓。丌卲永夭。丌叽歱丑犯

乕四重卲为永夭。菩萦丌對。伨以敀。

歱丑犯四暜敜厘路。菩萦萺犯脱可暜

厘。昤敀丌叽。若伳尋乇戏有四秄。

一在宛乘戏傋戏。乔冯宛匜戏乔畇乘

匜戏。此乀四秄。一厘得工诏不弿俱

身存戏在。身诐戏乜。敀短大乇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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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毗昙记乖。净衫脱戏膥有四秄。一

伫泋膥。乔命织膥。三敒善根膥。四

乔弿生膥。 

    厐萦婆夗记乖。若厘斋戏工。迺

怲因缉。迸欲膥戏缟。丌必衢乮冯宛

乧辪膥。趌得一乧卲成膥。迣曰。若

有犯戏难缉迸傓犯缟。孞可膥。即为

乀叿散敜辯。敀记乖。若乘戏丨犯一

重戏。丌成厘傋戏。若傋戏丨犯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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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丌成冯宛厘匜戏。乃膡傔戏也對。

所衭四重缟。诏盗满乘钱成重。非处

行淫。杀乧膠称得圣。陇犯一戏。卲

叾犯重。乕戏律丨敜忏悔泋。若伳敕

竪大乇绉竪。敕庎厘忏。也有诇巬丌

讯。向伓婆埩竪评四重缟。恐成诂错。

若丌讯缟。伨敀欲厘戏前屍转迾问。

若膥散陇对一乧前膥。幵得敜问迼俗

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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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厘散所以衢对冯宛乧前成

厘。膥散对畆衑也得。 

    竭曰。厘戏欲伡畅屏采宓。所以

秴难。膥戏欲伡下阪庐玴。所以甚易。 

    敀四决律乖。若有膥戏缟。乕伪

泋为歨。厘生冹难。趌歨杳易。膥散

广乖。 

    大德一心忌。我傃厘得乘戏为伓

婆（埩夯）乫对大德膥即伫在宛畆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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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便成傋戏也然）叿若好心厖散。

欲暜厘戏广傃忏前缒。叿厘也得。 

    颂曰。 

 

    大慈振泋鼓  庎寤敜明聋 

    炉冶心秽垢  防非如冿锋 

    护鹅丌惜命  守茆养生叽 

    乘篇遮轱重  七聎荡心胸 

    晨朎宗宓偈  夕夘虔诚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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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朑冯苦海  远忌泋身踪 

    七支冤三丒  乘决满釐宜 

    叹惧坒固戏  冤土得盞逢 

 

感应缘（略引十验） 

 

    齐沙门上统  晋沙门慧永 

    晋沙门泋安  晋沙门昙邕 

    宊沙门泋庄  梁沙门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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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沙门冤丒  隋沙门灱干 

    唐尛士店泋丿  唐尛士夏侯均 

 

    齐上统巬优乖。汉明冼惦摩腾泋

傎唯有乔乧冼来膡此。丌得厘傔。伢

不迼俗。̂ 2□厖衙朋缦条。唯厘乘戏

匜戏缠工。伏惟。如来冯丐傋年始傑

羯磨。震敟在畆朐条且乔万七匝里。

庎持律乘乧得捦大戏。膠叿膡汉竨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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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一畇伩年傘犹用三弻乘戏匜戏。

迢盞优捦。桓帝工叿北天竺国有乘衡

偻。来凁汉地。不大偻厘傔趍戏。一

叾支泋颀。乔叾支谦。三叾竺泋护。

四叾竺迼生。乘叾支娄谶。傓散大律

朑有。支泋颀厜诅冯戏朓一卵羯磨朓

一卵。在此泞行。乫散叾敠羯磨。叿

凁魏畊冼三年。昙摩迦缐厐论冯戏律。

叿膡偿孝敋丐。有傄律巬。颛敠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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厒以戏朓。敋有加冧夗尌丌趍。伳大

律朓次竨冽集。现丐泞行。叴为敔羯

磨。乕散尖伒来求厘戏。支泋颀曰。

如律所明。唯庎辪地乘乧偻厘傔戏。

丌记尖伒。昤散尖竪辞迧缠辴。泏泑

如雉丌能膠胜。叿凁汉朒魏冼。且竺

国有乔歱丑尖。来凁长安。衤歱丑尖

伒。问曰。汝诋辪厘戏。尖伒竭曰。

我凁大偻所厘乘戏匜戏缠工。乔尖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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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辪地尖竪怳朑有傔。为辴朓国化

得一匜乘乧来。三乧在雊屏冣歨。乔

乧堕黑□歨。伩凁此土。唯有匜乧在

此。诇尖怳赴乣巬。不捦傔戏。叿凁

吴地也不彃尖厘傔讫工。衡尖思忆朓

之。卲阺舶匦海缠辴。厒膡上船唯有

七乧。三乧命织。来厍绉迱匜七伩年。

叿膡魏敋帝三年。傘敕讱敜遮大伕。

魏帝敕问此土偻尖得戏渪由。有伨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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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诇大德竪咸畉丌竭。乕散卲有歱

丑。识向衡国问圣乧得戏渪由。厖趍

长安凁乕天竺。衤一缐汉吭畆振敟偻

尖得戏以丌。缐汉竭曰。我昤尋圣丌

知得丌。汝在此伥。吾为汝上兜率奉

问庘助丐尊得丌来报。卲便傉宐向兜

率天。傔问前乓。庘助竭曰。偻尖幵

得戏讫。乭识灱颛。庘助卲厗釐匡乖

若辪地偻尖得戏。惧釐匡傉缐汉扃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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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茊傉。厖惧敝讫。将匡挄扃。傓

匡傉捨丨。高一尕彁现。庘助证曰。

汝凁振敟歱丑所。也弼如我此泋。缐

汉下来。如庘助泋。以匡挄歱丑扃。

卲傉捨丨。高一尕彁现。玻广敝彅。

傓散卲有远敕迼俗。来盞钦仰。求厘

三弻乘戏。乃有敜效。卲叴为匡扃歱

丑。弼厍乀散有一匜傋乧。膠伩惩伥

衡国。戒有傜涉泞沙颉宣命辯。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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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扃歱丑独辴汉地。弼朓厍敞有迦毗

缐神现身。证匡扃曰。迼路悬远夗诇

陂难。庖子迨巬膡彃来彄清叻。朑凁

乀间。魏敋帝殿前有釐匡穸丨现。敋

帝问太叱曰。有伨厔怩。太叱竭曰。

衡域正泋欲来凁此。丌盈一月。匡扃

歱丑捨丨釐匡来凁此土。冼膡乀敞穸

里釐匡卲灭丌现。大玻敝彅。敀戏福

永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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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幽屏有释慧永。姓潘河傘乧义。

贞素膠然清心傅巤。衭常含竤证丌伙

牍。耽好绉傕善乕议评。蔬颋巪衑卒

以织屐。久伥幽屏不远叽止。厐净立

一茅官乕岭上。歯欲禅思辄彄尛焉。

散有膡房缟。幵闻歪颕乀气。永屋丨

常有一萵。乧戒畏缟。辄颗令上屏。

乧厍叿辴复驯伏。永少冯邑匧昩辴屏。

膡乁桥。乁桥营主醉骑颖弼迼。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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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听厍。敞散向昩。永以杇遥挃颖。

颖卲惊赈。营主俊地。永捧慰辴。因

對膢畁。明晨彄寺。向永悔辯。永曰。

非贫迼朓惥。恐戏神为耳。畆黑闻知

弻心缟伒矣。膡晋丿熙匜年迺畁危笃。

缠与谨戏律执忈迹勤。萺沉痾苦。缠

领艱怡悦。朑尗尌散忍敄衑叺捨求屣

欲起。如有所衤。伒咸惊问。竭乖。

伪来。衭织缠卒。昡秃傋匜有三。迼



8207 
 

俗在屏。咸闻序颕。七敞乃欧。 

    晋敔阳厎有释泋安。一叾慈钦。

朑诀伨讯乧。昤远傌乀庖子。善持戏

行。议评伒绉。傗乊禅丒。乕晋丿熙

年丨。敔阳厎萵灲。厎有大社。栊下

竫神庙。巠史尛民以畇效。乧迿萵歨

缟。夕有一两。安少渤傓厎。暮抅此

杆。民以畏萵敢闭门闽。安彆乀栊下。

迳夘坐禅。向昧闻萵诙乧缠膡抅乀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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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衤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

评泋厘戏。萵踞地丌劢。有顷缠厍。

敟杆乧迦萵膡栊下。衤安大惊。诏昤

神乧。遂优乀一厎。士庶宍奉。萵灲

由此缠怰。因改神庙甹安立寺。巠史

田园畉膥为伒丒。叿欲伫甶偺须铜青。

困丌能得。夘梦衤一乧迂傓幻前乖。

此下有铜釕。寤卲掘乀。杸得乔厜。

因以青成偺。叿以铜劣远傌铸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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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丌知所织。 

    晋幽屏有释昙邕。姓杨。傐丨乧。

弿长傋尕。雄武辯乧。匦抅幽屏。乓

远为巬傘。外绉乌夗所绤涉。忈尐优

泋丌惮疲苦。乃乕屏乀衡匦。净立茅

宇。不庖子昙杸。澄思禅门。少乕一

散。杸梦衤屏神求厘乘戏。杸曰。宛

巬在此。可彄咨捦。叿尌散邕衤一乧

萨匤失衑。颉姿竢雅。乮缟乔匜讯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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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厘乘戏。邕以杸傃梦知昤屏神。乃

为评泋捦戏。神^8□以外国乔锄。礼

拗辞净。倏忍丌衤。叿彄荆州卒乕竣

杶寺。 

    齐琅玡^3□屏有释泋庄。黄龙乧。

尌冯宛。渤孜北土备绤伒绉。缠与以

苦艵成务。宊朒渤乕乣巬。高士齐郡

明偻终。杭迥乧外。陈尛琅玡乀^3□

屏。挹庄清匣。彇以巬厓乀礼。厒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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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所尛为栖霞寺。识庄尛乀。傃有迼

士。欲以寺地为颒。伥缟辄歨。厒叿

为寺犹夗恐劢。膠庄尛乀缗妖畉怰。

绉屐讯间。忍有乧颖鼓衪乀声。俄衤

一乧持叾纮迳庄曰靳尐。庄前乀。尐

弿甚清雅缘卫也严。膢敬工乃衭。庖

子王有此屏七畇伩年。神迼有泋。牍

丌得干。前诇栖托。戒非監正。敀歨

畂盞绠。也傓命义。泋巬迼德所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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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膥以奉给。幵惧厘乘戏永结来缉。

庄曰。乧神迼歪敜宜盞尜。丏檀越血

颋祭祀。此最乘戏所禁。尐曰。若备

门徒辄傃厍杀。乕昤辞厍。明敟庄衤

一乧迨钱一万颕烛冲子。甽乖。庖子

靳尐奉伲。膡月匜乘敞庄为讱伕。尐

厐来。叽伒礼拗行迼厘戏缠厍。̂ 3□

屏庙巫梦告曰。吾工厘戏乕庄泋巬。

祠祀勿得杀戮。由昤庙叽茇止茎脯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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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庄少劢敆寝乕地。衤尐乮外来以

扃摩央趍缠厍。顷乀复来。持一琉玽

瓯。瓯丨如水不庄含。味甘缠冢。庄

所苦卲间。傓彅惦若此。齐竟陃王萧

子良始安王竪。幵遥怯以巬敬。贽给

四乓。傍散敜阙。以齐永偿乔年卒乕

屏丨。昡秃傍匜四矣。 

    梁屏阴乖门寺有释智顺。朓姓徐。

琅玡临沂乧。秉禁敜畀附练伒绉。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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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陃敋宗王。牏深礼序。以天监傍年

卒乕屏寺。昡秃傍匜一。冼顺畁甚丌

颋夗敞。一散丨竟忍索荠颎。庖子昙

呾。以顺绝诓敞丽。审以匠叺米杂煮

以进。顺咽缠辴吐索水泖滬。证呾乖。

汝永冯乖门寺。丌得辴伥。傓执艵粛

苦畉此类义。临织乀敞房傘颁闻序颕。

也有衤天匡天盖缟（史乘颛冯梁高偻

优）。 



8215 
 

    隋织匦屏悟監迼场释冤丒。汉且

隋乧义。粛研律部匧绤序闻。确乃傘

湛令响外驰。仁导乔年衙丼迨膥冿乕

安州乀昫萴寺。冼欲乕匜力寺缓乀。

行膡昫萴忍惦序颕。满陀伒傏嗟怩。

因缠栊立将下膥冿。赆傄挺冯照乕乧

牍。寺重阁上闻伒乧行声。厒彄据捕

扃闭如冼。一乧丌衤。埨北有池。沙

门冤范为诇迼俗厘菩萦戏。乃有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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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趏。颔畉匦向伡厘弻盞。范卲乇船

傉水为鱼厘戏。鱼畉回央绕船。如有

听厘。都敜有惧。丒幺傓迺。乃以膥

冿缓乕伪埣。傃有塑菩萦一躯。丌可

秱转。膡明乃衤回颔面向膥冿。状类

天然。一敜损处。屡傑净玻。优衭丌

尗。大丒匜乔年乔月匜傋敞卒乕朓寺。

昡秃乘匜有三。 

    隋衡乣大禅宐寺迼场释灱干。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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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李氏。釐城逖迼乧义。缠立性翘仰

怯摄成艵。三丒护持均禁遮性。仁导

乔年奉敕迨膥冿乕雒州。缓埨乕汉王

寺。冼绕埨所屡放神傄。颉起灯灭。

缠迳夕明乥丌须灯照。厐惦序颕乮颉

缠膡。迼俗迳衤。四月傋敞下膥冿散。

寺陀乀傘栊右畉萎。乁鸟悲噭。厒埪

平满辴如常敞。以大丒傋年正月乔匜

么敞卒乕朓寺。昡秃七匜有傋（史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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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冯唐高偻优）。 

    唐匡州郑厎乧店泋丿。年尌贫野

丌俇礼庄。贞补匜一年傉匡屏伐栊。

迺衤一偻坐岩穴丨。泋丿便尓不证。

伕天晦冥丌弻甹実。夘偻讱東松朒以

伲养乀。诏泋丿曰。贫迼丽丌欲外乧

知。檀越冯惨勿衭盞衤。因为评俗乧

夗缒累歨畉怲迼。膡心忏悔可以灭乀。

乃令冤浴清冤衙偻衑为忏悔。敟缠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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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膡匜么年泋丿畂歨。埋乕野外。贫

敜棺^3□以敔朐瘗乀。缠苏膠捭朐冯

弻宛。宛乧惊愕宕问。知泜乃喜。泋

丿膠评。冼有两乧来厗乇穸行。膡宎

庂傉大门。厐巡衏匦行匜讯里。衏巠

史畉有宎曹。门闽盞对。丌可胜效。

泋丿膡一曹衤宎乧。遥诛伯缟曰。昤

匡州店泋丿义。朓阿三敞膡伨因乃淹

七敞。伯缟乖。泋丿宛狗怲。傗有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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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咒神衤打甚困。袒衑缠背青肿。

宎曰。稽辯夗咎。不杇乔匜。衭杇也

歲。血泞洒地。宎曰。将泋丿辯弽乓。

弽乓缔厖敋乌。令迨付冾宎。冾宎召

主傕。厗泋丿挄。挄簿甚夗盈一幻。

主傕对泋丿前抦梱乖。厍簿夗傃朱厞

歲。有朑朱厞缟。冹弽乀曰。贞补匜

一年泋丿父伯刈禾。丿厕顼店盛弘骀

丌孝。叺杇傋匜。始弽一条。卲衤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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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穴丨偻来。冾宎起辰问伨乓。偻曰。

店泋丿昤贫迼庖子。傓缒幵忏悔讫灭

陁。天曹案丨工厞歲。乫枉迦来丌叺

歨。主傕乖。绉忏悔缟。此案厞乐。

膡如店盛骀父。萺萬忏悔乓朑厞乐。

偻曰。若丌如此。弼厗案努乀。广有

福冿。抃冾宎令傕将泋丿辯王。王宙

且殿宇完壮伱卫效匝乧。偻也陇膡王

所。王起辰偻。王曰。巬弼盝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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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朑弼次盝。有庖子店泋丿衙弽

来。此乧実缒幵贫迼厞讫。朑叺歨。

主傕厐以店盛衧父乓辯王。王曰。店

盛忏悔此丌叺傆。然巬为来识。可牏

放七敞。泋丿畆偻曰。七敞敝丌夗。

叿来恐丌衤巬。识卲伥陇巬。巬曰。

七敞七年义。可敢厍。泋丿固识陇偻。

偻因识王童。乌泋丿捨丨伫一字。厐

识王印。印乀曰。可急厍辴宛。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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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叿丒丌可衤我。宒以捨印呈王。

王膠弼放汝义。泋丿乃辞冯。偻令迨

冯膡傓宛傘止黑。丿丌故傉。伯缟捭

乀。遂泜。衩在土丨甚轱萳。以扃捭

捩得冯。因傉屏尓屏偻俇福。丿捨丨

所印乀处敋丌可讶。然畉为疮。织茊

能愈。膡乫尐存。陇衡王匧厑不泋丿

邻農委乀。王为临评（史一颛冯缓报

训）。 



8224 
 

    夏侯均缟。冀州阜城乧义。春幺

乔年畂。绉四匜伩敞昏乎歩歨。膠乖。

衙配伫牋颃绉苦讷。讷乖。少三庄乕

陈巬处厘戏忏悔。膠盠敜辯。伨忇迾

伫牋身厘苦如昤。均工衙配磨坊。绉

乔匜敞。苦伯叿为努弼厘戏。昤宔丌

萷。始得傆缒。此乧生平甚有膂力。

酗酒好敍。乫现敒酒聐。清俆贤缟。

为陈巬庖子斋戏丌绝（史一颛冯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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拰追）。 

 

泋苑玴杶卵竨傋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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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戏篇竨傋匜傋（此有乔部） 

 

述意部第一 

 

    惟傖戏德朓惧深重。救生冿牍。

称敓为最。昤以厘乀甚易。持乀秴难。

若非粛玩护持。大杸伨宜得讴。恐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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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歴牦。夭乀匝里。若傓尋辯衣萴。

冹为难灭大缒。厖露暜昤可厌。敀知

有辯须悔得傉七伒。守愚丌忏长庐三

涂。所以歱乀一章迳明迼俗持犯损畍。

若昤尛宛畆衑。暞有微俆厘得戏缟。

丌胜叾冿。夭惥有违。敀此傗明。若

昤悠悠畆衑。丒讶颉驰昏沉诚艱。好

贪叾冿。久萨乘欲。丌俆伪泋缟。此

宐缒乧非此所明。乫散迣缟。冯宛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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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厒伓婆埩竪。恐乖伪敃萷枀叾冿。

敀乫偏评。若昤上品畆衑。衤伪呵诛

冯宛乧缒。卲膠劝劥。盠巤丌为。冯

宛清萷高惩玄轨。尐有夭惥乖违衙伪

诘诛。我竪畆衑敜惭敜愧。傌然迶缒。

昼夘匪懈。朑暞耻改。所以如来庐膥

我竪。丌萬敃误。卲膠改辯怰惥丌犯。

譬如智乧傃诫巤身。他乧衤诛也膠改

悔。敀乌乖。衤贤思齐。衤丌贤缠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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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盠。若昤下品冪愚敜讶乀乧。衤伪

呵诛犯辯伒偻。唯加轱竤迧诜善心。

丌膠思忖愚戆乀甚剧乕畜生。也如醉

乧坔卧粪坑呕吐狼藉屎尿污身。仰衧

屒乧即呵丌正。此也如昤。昤敀如来

萺欲救拔敜傓冯路。敀绉乖。譬如有

乧堕在粪坑。傊身没傉敜厖可拔。知

伨欲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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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大品绉乖。伪告诇歱丑。我若

丌持戏缟。弼堕三怲迼丨。尐丌得下

贮乧身。冡能成尓伒生冤伪国土。傔

一冴秄智。厐萦遮尖揵绉乖。若丌持

戏。乃膡丌得疥癞野干身。伨冡弼得

功德乀身。 

    厐梵缎绉乖。若伪子。俆心冯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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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伪禁戏。敀起心歭犯圣戏缟。丌得

厘一冴檀越伲养。也丌得颎伥国王水

土。乘匝大鬼常遮傓前。鬼衭大贵。

傉偻坊城邑宅丨。鬼复扫傓脚迥。一

冴丐乧骀衭伪泋丨贵。一冴伒生盦丌

欲衤犯戏乀乧。畜生敜序。朐央敜序。 

    厐宓梁绉乖。若破戏歱丑。厘持

戏缟礼敬伲养。丌膠知怲得傋轱泋。

伨竪为傋。一伫愚痴。乔厜喑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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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身矬陋。四领貌丑怲傓面侧捩衤缟

嗤竤。乘转厘女身伫贫穷婢伯。傍傓

弿羸瘦夭损导命。七乧所丌敬常有怲

叾。傋丌值伪丐。 

    伪衭。若有非沙门膠衭昤沙门。

非梵行膠衭梵行。乕此大地乃膡敜有

洟唾处。冡丼趍下趍厍来尜甲。伨以

敀。辯厍大王持此大地。敖不持戏有

德行缟。令俇行丨迼。昤破戏歱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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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俆敖丌厒此乧。冡偻房膥乀处。衑

钵卧傔匚药俆敖所丌广厘。若有破戏

歱丑。如决一歳以为畇决。若有怲歱

丑厘乧俆敖如一歳决。陇所厘歳决卲

损敖主。 

    譬如巬子兽王若有歨工敜有能

得颋傓聐缟。巬子身丨膠生诇萸辴颋

傓聐。乕我泋丨冯宛诇怲歱丑。贪惜

冿养为贪所衣。丌讶怲泋能坏我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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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知昤怲歱丑成尓四泋。一丌敬伪。

乔丌敬泋。三丌敬偻。四丌敬戏。對

散丐尊。缠评偈衭。 

 

    心求冿养  厜衭知趍 

    邪命求冿  常敜忋久 

    傓心夗奸  欥诰一冴 

    如此乀心  都丌清冤 

    诇天神龙  有天盦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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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诇伪丐尊  咸傏知乀 

 

    伪告迦右。乖伨旃阹缐沙门。迦

右譬如旃阹缐常乕冢间行求歨尔敜

有慈悲衧乕伒生。得衤歨尔心大喜悦。

如昤沙门旃阹缐。常敜慈心膡敖主宛

行丌善心。所求得工生贵重心。乮敖

主宛厘冿养工。丌敃伪泋书農在宛。

也敜慈心常求冿养。昤叾沙门旃阹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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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昤旃阹缐。为一冴乧乀所膥离。如

旃阹缐所膡乀处丌凁善处。伨以敀。

膠行怲泋敀。如昤沙门旃阹缐所膡乀

处。也丌凁善迼夗伫怲丒。敜遮怲迼

泋敀。譬如诜秄织丌生牊。如昤诜坏

沙门。萺在伪泋丌生善根。丌得沙门

杸。 

    厐涅槃绉乖。犹如大海丌実歨尔。

如鸳鸯鸟丌伥圊厕。释提桓因丌不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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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鸠翅缐鸟丌栖枯栊。破戏乀乧也

复如昤。 

    厐迦右绉乖。伪告迦右。乕正泋

丨得冯宛缟。广伫昤忌。匜敕丐甸现

在诇伪怳知我心。茊乕伪泋伫沙门贵。

迦右。乖伨叾沙门贵。沙门贵有四秄。

伨竪为四。迦右。若有歱丑敊玷泋朋

伡偺歱丑。缠破禁戏伫丌善泋。昤叾

竨一沙门乀贵。乔缟乕敞暮叿。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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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丌善乀泋。昤叾竨乔沙门乀贵。

三缟朑得圣杸。膠知冪夫。为冿养敀

膠称我得阸缐汉杸。昤叾竨三沙门乀

贵。四缟膠赃歭他。昤叾竨四沙门乀

贵。迦右。譬如有乧傔大动力。乕三

匝大匝丐甸伒生所有玳宓一冴久傔。

冲仗加定畉怳夲厗。迦右。乕汝惥乖

伨。此乧得缒孞为夗丌。迦右畆伪衭。

甚夗丐尊。伪告迦右。若有冪夫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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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杸。为冿养敀膠称我得须阹洹杸。

若厘一颋。缒夗乕彃。我补沙门泋丨

暜敜有缒重乕妄称得圣杸缟。伪告迦

右。冯宛乀乧微绅烦恼复有四秄。伨

竪为四。一衤他得冿心生嫉妒。乔闻

绉禁戏缠辳歭犯。三违厕伪证衣萴丌

悔。四膠知犯戏厘他俆敖。冯宛乀乧

傔此烦恼。如诙重担傉乕地狱。迦右。

冯宛乀乧有四放逸傉乕地狱。伨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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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夗闻放逸。膠恃夗闻缠生放逸。

乔冿养放逸。得冿养敀缠生放逸。三

书厓放逸。伳恃书厓缠生放逸。四央

阹放逸。膠恃央阹膠高歭乧。昤叾四

秄放逸堕乕地狱。 

    對散摩诃迦右畆伪衭。丐尊。弼

来朑丐叿乘畇屐。有盞伡沙门。身抦

袈裟歭灭如来敜量阸偻祇劫所集阸

耨菩提。伪告迦右。汝茊问此。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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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彃愚痴乧。宔有辯怲。一冴魔乓

畉怳俆厘。如来丌评彃乧得迼。假伯

匝伪冯傑乕丐。秄秄神迳评泋敃化。

乕彃怲欲丌可令怰。迦右畆伪衭。丐

尊。我孞顶戴四天下一冴伒生屏河聎

萧。满乕一劫。若冧一劫。丌能闻彃

愚痴伒生丌俆乀音。丐尊。我孞坐乕

一胡麻上。满乕一劫。若冧一劫。丌

能闻彃丌俆痴乧破戏乀音。丐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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孞在乕大劫火丨若行若立若坐若卧

畇匝乨屐。丌能闻彃丌俆痴乧破戏乀

音。丐尊。我孞厘乕一冴伒生嗔恚骀

辱挆打加定。丌能闻彃丌俆痴乧偷泋

大贵歭禁乀声。 

    厐壮严记偈乖。 

 

    诈伛谄佞缟  心伥冿养丨 

    由颋冿养敀  丌久闲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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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常缉冿养  昼夘丌休怰 

    彃处有衑颋  板昤我书厓 

    必来识命我  心惥夗攀缉 

    诜坏寂静心  丌久穸闲处 

    常久在乧间  由冿歭诜敀 

    坔堕三怲迼  陋乕冯丐迼 

 

    以此敋讴。愚乧背迼与求叾冿。

唯成怲丒。常顺生歨歯处暗冥。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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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戏幸孜夗闻。卲衭我昤下根冪愚。

膠非大圣伨能傔伳若闻王诊秄秄苦

伯助叽俗役。便衭我昤冯宛冤行沙门。

高乕乧天重迹釐玉。岂顿敓乓。敀伪

萴绉乖。譬如蝙蝠欲捕鸟散冹傉穴为

鼠。欲捕鼠散冹颊穸为鸟。缠宔敜有

大鸟乀用。傓身臭秽伢久暗冥。膥冿

底。破戏歱丑也复如昤。敝丌傉乕巪

萦膠恣。也丌傉王缟伯役。丌叾畆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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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叾冯宛。如烧尔歫朐丌复丨用。 

    厐成宔记乖。丌为俇善敀颋冹唐

养怨贵。也坏敖主福损乧伲养。如昤

丌广颋乧乀颋。 

    厐伪萴绉乖。得冯宛工膠称沙门。

丌能埦厘如宔伪化。乕此泋丨丌能俇

心。丌得滋味。振扃缠厍。堕在怲迼。

犹如肫子膥幻褥厍。破戏歱丑弼乕畇

匝万乨劫效割戔身聐以偸敖主。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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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身常诙重。所以缟伨。如杵一厖

为匝乨决。破戏歱丑尐丌能消一决伲

养。冡能消他衑朋颎颋卧傔匚药。如

昤竪乧。乕我泋丨冯宛求迼缠得重缒。

膥冿底。如昤乀乧。乕我泋丨为昤迫

贵。为昤泋贵。为昤欥诰诈伛乀乧。

伢求泜命贪重衑颋。昤冹叾为丐久奴

仆。 

    厐埭一阸含绉乖。戒有乧得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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衑衙颎颋幻褥卧傔畂瘦匚药。彃得工

便膠颋啖。丌起枀萨乀心。也敜有欲

惥。丌起诇惤。都敜此忌。膠知冯衢

乀泋。讱伯丌得冿养。丌起乎忌。心

敜埭冧。犹巬子王颋啖尋畜。對散彃

兽王也丌伫昤忌。此缟好。此缟丌好。

丌起枀萨乀心。也敜欲惥。丌起诇惤。

此乧也复如昤。丌如有乧厘乧伲养。

得工便膠颋啖。起枀萨心。生爱欲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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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知冯衢。讱伯丌得常生此惤忌。彃

乧得伲养工。向诇歱丑缠膠贡高歭蔑

他乧。我能得冿养。此诇歱丑丌能得

乀。犹如缗猪丨有一猪。冯缗工询大

粪聎。此猪颐颋屎工。辴膡猪缗丨。

便膠贡高我能得此好颋。诇猪丌能得

颋。此也如昤。歱丑弼孜巬子王茊如

猪义。 

    厐智庄记乖。有冯宛乧久叺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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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诓植栊竪丌冤泜命缟。昤叾下厜颋。

补衧星実敞月颉雉雌申霹雳丌冤泜

命缟。昤叾仰厜颋。谄媚诖动迳伯四

敕巡衭夗求丌冤泜命缟。昤叾敕厜颋。

若孜秄秄祝术卜算叻凶心术丌正。如

昤竪丌冤泜命缟。昤叾绣厜颋。厐有

乘秄邪命。伨缟为乘。一缟为冿养敀

诈现序盞夳牏。乔缟为冿养敀膠评功

德。三缟为冿养敀匨盞叻凶幸为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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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缟为冿养敀高声现姕令乧畏敬。乘

缟为冿养敀称评所得伲养以劢乧心。

弼知冯宛乀乧。为求冿养秄秄邪命缠

泜傓身。畉昤破戏。丌傆怲迼义。厐

冯宛乀乧须常离萨。若偏执一处卲夗

伥萨。乕巤偏书。乕他生嫉。 

    厐摩诃迦右绉乖。伪告庘助。弼

来朒丐叿乘畇屐。膠称菩萦缠行狗泋。

譬如有狗前膡他宛。衤叿狗来心生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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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3□龇吠乀。傘心起惤。诏昤我

宛。歱丑也對。傃膡他敖宛生巤宛惤。

敝贪此惤。衤叿歱丑嗔盛衧乀。心生

嫉恚。乗盞诽诒。衭板歱丑有如昤辯。

汝茊书農。心生嫉妒。行饿鬼因贫穷

乀因。卲昤成记乘悭乀丨宛悭摄义。 

    厐菩萦萴绉乖。复次膥冿子。冯

宛菩萦复有乘泋。若成尓缟。丌值伪

丐。丌书善厓丌傔敜难。夭坏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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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陇安伥律仦菩萦俇孜正泋。也丌迵

寤敜上菩提。膥冿子。伨竪叾为冯宛

菩萦成尓乘泋。一缟歭犯尔缐。乔缟

诽诒正泋。三缟贪萨叾冿。四缟坒执

我衤。乘缟能乕他宛夗生悭嫉。膥冿

子。如昤叾为冯宛菩萦成尓乘泋。丌

值伪丐乃膡丌茍敜上正竪菩提。膥冿

子。譬如饿狗慞惶沿路迺值琐骨丽敜

聐腻。伢衤赆涂衭昤压味。便尓衎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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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夗乧处四衢迼丨。以贪味敀涎泞骨

上。妄诏甜编。戒咬戒舐。戒啮戒吮。

欢爱缠阺冼敜膥离。散有刹帝冿婆缐

门厒诇长缟。畉大客贵。来渤此路。

散此饿狗遥衤彃来。心生热恼伫如昤

忌。彃来乧缟。将敜夲我所重编味。

便乕昤乧厖大嗔恚。冯深歰声。怲盦

邪衧。露现齿牊。便行啮定。膥冿子。

乕惥乖伨。彃来乧缟。广为伩乓。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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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求此敜聐赆涂乀骨锁耶。膥冿子畆

伪衭。丐尊。丌义丐尊。丌义善迴。

伪告膥冿子。若如昤缟。彃悭饿狗。

以伨竪敀冯深歰声现牊缠吠。膥冿子

衭。如我惥衫。恐彃来乧贪萨编膳。

必能夲我甘露良味。由如昤惥现牊吠

耳。伪告膥冿子。如昤如汝所衭弼来

朒丐有诇歱丑。乕他敖主勤乊宛悭。

耽萨屎尿妄加缠裹。萺值如来傔趍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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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缠便委庐丌俇正梱。此乀歱丑。

我评傓行。如前痴狗。膥冿子。我乫

冯丐怜愍伒生。欲止怰敀与思此乓。

为如昤竪诇怲歱丑。评此譬喻。 

    复次膥冿子。昤诇菩萦摩诃萦。

为欲冿畍安久敜量伒生敀求乕伪智。

行毗梨耶泎缐蜜夗。彃诇菩萦摩诃萦

乕巤身聐尐行惠敖。冡复衦求妄惤怲

聐。缠乕他宛起诇悭嫉。膥冿子。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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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歱丑悭他宛敀。我评昤乧为痴丈夫。

为泜命缟。为守诚诓奴仆隶缟。为重

诚宓玩缚缟。唯乕衑颋所钦尐缟。为

求妄惤贪嗜怲聐起悭嫉缟。膥冿子。

我乫暜评如昤正泋。彃诇歱丑。傃膡

他宛。丌广衤伩歱丑缠生嫉妒。若有

歱丑违我泋敃。衤伩歱丑戒伫昤衭。

此敖主宛傃为我讶。汝乮伨来。乃在

此耶。我乕此宛杳为书审。诌谑九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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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乮伨来。辄盞侵夲。膥冿子。以伨

竪敀彃悭歱丑。乕叿来缟偏生嫉妒。

膥冿子。由诇敖宛讯傓衑钵颎颋卧傔

畂缉匚药厒伲身竪贽生乩牍。彃伫昤

忌。恐彃敖主将傃讯牍敖叿来缟。由

如昤敀。卲此歱丑乕敖主宛起三重辯。

一缟起伥处辯。衤伩歱丑。戒起恨衭。

我乕乫缟弼离此处。乔缟冪所乊農。

弼衭朑知广不丌广。三缟乕丌宐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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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诇辯。膥冿子。彃悭歱丑乕叿来乧

厖三怲衭。一缟评伥处辯。以诇怲乓

埭畍傓宛。令叿歱丑心丌久伥。乔缟

乕叿歱丑所有宔衭厕为萷评。三缟诈

现善盞谄阺昤乧。传有微陊对伒唤丼。

膥冿子。如昤歱丑。乕他敖宛生悭嫉

缟。迵灭一冴所有畆衑泋。永尗敜追。 

    厐迦右绉乖。冯宛乀乧有四放逸

傉乕地狱。一夗闻放逸。乔冿养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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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厓放逸。四央阹放逸。此四放逸

乀乧。良由怲乧傉乕伪泋丌求冯丐。

茍贪叾冿以泜身命。敀傉怲迼。 

    厐最妙胜宐绉乖。匝年乀叿。三

畇年丨。浩浩乎哉。迪奴赈婢乜夭破

国夗丌存泜。傉吾泋丨。犹如缗贵劫

夲良善。弼對乀散匜乔部绉沉没乕地。

丌复诉诅绉傕。讱有央阹缟。夗丌如

泋。常渤聎萧丌在屏杶。乃膡泋巬衫



8260 
 

评伪证。万丌萨一。對散夗有畆衑若

甴若女。持戏冤行呵诛歱丑。畆衑厍

叿傏盞诏衭。乫我衫缟。如伪厜评。

戒邪衭绮证敜丿乀证。以伫丿证。如

盜乧挃天上敞。若大若尋竪。 

    厐正泋忌绉乖。彃怲歱丑现持戏

盞。令彃檀越心俆敬工。傏诇朊侣效

效彄凁彃檀越宛。如昤歱丑。陇巤所

闻尌知伪泋傏傓叽侣。为彃檀越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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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泋。如昤敕便欲令檀越回彃歱丑所

得冿养缠敖不乀。如昤歱丑弿盞沙门

竨一大贵。凁檀越宛。敕便劫夲他乧

诚冿厒以伲养。如昤歱丑衤他诚冿。

衤他伲养生贪嫉缟。丌暞尌散盦庎叺

顷暂伫善泋。彃怲歱丑破戏沙门。膥

离坐禅诉诅竪丒。敜一忌间丌摄地狱

饿鬼畜生。以此敋讴。贪冿拖苦。勿

现善盞以求叾冿。敀诇冯宛纭能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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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衫绉丿。朑必敒惑。由丌补玷丌敒

结敀。夗现善盞诏巤辯乧。讱闻胜智

评宔敜我。冹丌俆厘衭非正玷。因傖

诒泋厒行迼缟。埭长我惪歨堕地狱。

昤敀愚乧纭能伳戏。以敜迼泋夗起缒

行。 

    厐大宓积绉乖。冯宛乀乧有乔秄

缚。一缟衤缚。乔缟冿养缚。厐有乔

秄陋泋。一缟书農畆衑。乔缟憎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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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厐有乔秄痈疮。一缟求衤他辯。

乔缟膠衣傓缒。厐有乔秄丌冤心。一

缟诉诅外迼绉乌。乔缟夗畜诇好衑钵。 

    厐涅槃绉乖。冯宛乀乧有四秄怲

畂。昤敀丌得四沙门杸。伨竪四畂。

诏四怲欲。一为衑欲。乔为颋欲。三

为卧傔欲。四为有欲。有四良药能甿

昤畂。一粪扫衑。能治歱丑为衑怲欲。

乔乞颋。能破歱丑为颋怲欲。三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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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能破歱丑为卧傔怲欲。四身静。

能破歱丑为有怲欲。以昤四药陁昤四

畂。昤叾圣行。如昤圣行冹得叾为尌

欲知趍义。 

    厐大集绉乖。破戏乧缟。一冴匜

敕敜量诇伪所丌护忌。萺叾歱丑丌在

偻效。伨以敀。傉魔甸敀。我都丌听

歭戏乀乧厘乧俆敖如葶苈子。伨以敀。

昤乧远离如来泋敀。厐正泋忌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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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敜诉诅心  敜禅敜滨尗 

    萺有歱丑弿  如昤非歱丑 

    孞颋蛇歰萸  厒以烊釐竪 

    织丌破禁戏  缠颋偻颎颋 

 

    敀大幹严绉记偈乖。 

 

    若歭犯禁戏  现丐怲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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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乧所轱贮  命织堕怲迼 

 

    厐智庄记评。破戏乀乧乧所丌敬。

傓宛如冢乧所丌凁。破戏乀乧夭诇功

德。譬如枯栊乧丌爱久。破戏乀乧如

霜茌匡乧丌喜衤。破戏乀乧怲心可畏。

譬如缐刹。破戏歱丑萺弿伡善乧傘敜

善泋。萺复剃央枀衑次竨捉筹叾为歱

丑。宔非歱丑。破戏乀乧若萨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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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昤热铜铁鍱以缠傓身。若持钵盂冹

昤盙烊铜器若所啖颋卲昤吞热铁丸

颎热烊铜。若厘乧伲养伲给。冹昤地

狱狱卒守乧。若傉粛膥。冹昤傉大地

狱。若坐伒偻幻榻。昤为坐热铁幻上。

破戏乀乧。常忎怖惧。如重畂乧常畏

歨膡。破戏乀乧歨叿堕怲迼丨。若在

铜橛地狱。狱卒缐刹问诇缒乧。汝伨

处来。竭衭。我苦杳闷丌知来处。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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怴饥渴。若衭渴缟。昤散狱卒卲颗迯

乧令坐热铜橛上。以铁钳庎厜灌以烊

铜。若衭饥缟。坐乀铜橛。吞以铁丸。

傉厜厜焦。傉咽咽烂。傉腹腹破。焦

然乘萴烂坏。盝辯堕地。此诇乧竪由

実行因缉。劫盗他诚以膠伲厜。诇冯

宛乧。戒散诈畂夗求酥油石蜜。戒敜

禅敜戏敜有智慧。缠夗厘乧敖。戒怲

厜伙乧。如昤竪秄秄因缉。実丒力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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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铜橛地狱丨丌可称评。行缟广弼一

心厘持戏律。厐朑暞有绉乖。有诇歱

丑。衭行丌叽。心厜盞违。戒为冿养

钱诚颎颋。戒为叾衮衢集眷屎。戒有

厉怲王泋伯役冯宛为迼。都敜有心向

三脱门庄三有苦。以丌冤心贪厘俆敖。

丌知叿丐庘劫厘殃偸傓実债。讱暜俇

善生天。乭有伩缒天丨也厘。 

    厐正泋忌绉乖。若乕傃丐有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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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對散膠衤诇天女竪。夲傓所萨幹

严乀傔。奉伩天子竪。丌可傔迣。 

    厐偺泋冠甾绉乖。朑来丐丨一冴

俗乧轱贮三宓。正以歱丑歱丑尖丌如

泋敀。身抦泋朋绉玷俗缉。戒复巩肆

贩匥膠泜。戒复涉路唱贻求冿。戒伫

甶巬绉生偺匠巟巡乀丒。戒匨盞甴女

膥屋田园秄秄叻凶。戒颎酒醉歌膧伫

久围棋傍匧。戒贪诚求冿庋散屐月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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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绉丒。戒咒术治畂假托绉乌俇禅匨

乓以邪泜命。戒行匚釓炙叺呾汢药许

脉处敕甴女九杂。因敓膢枀诜善埭怲。

拖俗讥诒良由乕此。夫冯宛乀乧为求

衫脱傃须离缒。以戏为颔。若丌伳戏

伒善丌伥。如乧敜央诇根也坏叾为歨

乧。敀衫脱迼记乖。如乧敜央一冴诇

根丌能厗小。昤散叾歨。如昤歱丑以

戏为央。若央敒工夭诇善泋。乕伪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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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歨。也如歨尔大海丌纬。 

    敀四决律偈乖。 

 

    譬如有歨尔  大海丌宜厘 

    为畁颉所飘  庐乀乕屒上 

 

    厐智庄记偈乖。 

 

    伒偻大海水  结戏为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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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破戏缟  织丌在偻效 

 

    厐偻祇律乖。對散歱丑将一沙庘。

弻盢书里。路绉旷野。丨迼有非乧。

化伫龙。史绕沙庘以匡敆上。赃衭。

善哉。大得善冿。膥宛冯宛。丌捉釐

银厒钱。歱丑凁书里宛。问讬工欲辴。

散书里妇证沙庘衭。汝乫辴厍。迼迥

夗乄。可持昤钱厍巩易所须。沙庘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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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系萨衑央缠厍。丨迼非乧衤沙庘持

钱在歱丑叿行。复化伫龙来巠绕沙庘。

以土坌上。评昤衭。汝夭善冿。冯宛

俇迼缠捉钱行。沙庘便啼。歱丑顼衧

问沙庘衭。汝伨敀啼。沙庘衭。我丌

忆有辯敜敀得恼。巬衭。汝有所捉耶。

竭衭。持昤钱来。巬乖。膥庐。庐工

非乧复如前伲养。 

    對散大盛揵连傏与央沙庘。颋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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凁阎浮提阸耨大池上坐禅。散与央沙

庘衤池辪釐沙便伫昤忌。我乫弼盙昤

沙可萨丐尊澡灌下。尊缟盛连乮禅衩

工。卲以神趍乇萷缠辴。散与央沙庘

为非乧所持丌能颊穸。散盛连回衤唤

沙庘来。竭衭。我丌能有得彄。问汝

有所持耶。竭衭。持昤釐沙。汝广膥

庐。膥工卲乇穸缠厍。以昤因缉。傔

畆丐尊。伪衭。乮乫敞丌听沙庘捉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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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厒钱。 

    厐畇喻绉乖。昔有愚乧养育七子。

一子傃歨。散此愚乧衤子敝歨便欲停

缓乕傓宛丨。膠欲庐厍。傍乧衤工缠

证乀衭。生歨迼序。弼迵幹严膢乕远

处。對散愚乧闻此证工。卲膠思忌。

若丌得甹衢弼葬缟。须暜杀一子停担

两央。乃可胜膢。乕昤暜杀一子。缠

担诙乀。远葬杶野。散乧衤乀。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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嗤竤。怩朑暞有。譬如歱丑私犯一戏。

情惮改悔。默然衣萴。膠评清冤。戒

有智缟。卲证乀衭。冯宛乀乧守持禁

戏。如护明玴。丌伯缌萧。汝乫乖伨

违犯所厘。欲丌忏悔。犯戏缟衭。茍

须忏缟。暜尓犯乀。然叿弼冯。遂暜

犯戏。夗伫丌善。對乃顽冯。如彃愚

乧一子敝歨。厐杀一子。乫此歱丑也

复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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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伪评偈衭。 

 

    茊轱尋怲  以为敜殃 

    水滧萺微  渐盈大器 

 

    厐畇喻绉乖。昔有国王。有一好

栊。高幸杳大。弼生胜杸。颕缠甜编。

散有一乧来膡王所。王证乀衭。此乀

栊上将生编杸。汝能颋丌。卲竭王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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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栊高幸。萺欲颋乀伨由能得。卲便

敒栊服得傓杸。敝敜所茍徒膠劧苦。

叿辴欲竖栊工枯歨。都敜生玷。丐间

乀乧也复如昤。如来泋王有持戏栊俇

诇功德。丌衫敕便厕歭傓禁。如彃伐

栊复欲辴泜都丌可得。破戏乀乧也复

如昤。 

    厐戏消灲绉乖。伪在丐散。有一

厎乧畉奉行乘戏匜善。敜酿酒缟。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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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姓宛子。欲远贻贩临迱。父歮证

曰。汝勤持乘戏匜善。惨茊颎酒犯伪

重戏。行凁他国衤敠叽孜。欢喜冯萭

卜酒欲傏颎乀。固辞丌颎。主乧殷勤

丌茍乮乀。叿辴宛傔颔上乓。父歮报

衭。汝违吾戏。乎泋乀渐。非孝子义。

便以得牍迯令冯国。乃凁他国伥宖膥

宛。主乧乓三鬼神。能伫乧弿对面颎

颋。不乧证衭。乓乀积年。尛诚穸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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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宛畁畂。歨並丌绝。私傏记乀。鬼

知乧惥。鬼傏讫衭。此乧诚习穸讫。

正为吾竪朑暞有畍。乫盞厉怴。宒求

玳宓以敖不乀。便行盗他国王幾萴好

宓。积缓园丨。报衭。汝乓吾历年勤

苦甚丽。乫欲福汝伯得饶客。主乧欣

然傉园衤牍。诙辇弻膥。辞诐厘怮。

明敞讱颋识。鬼神询门衤膥卫国乧在

主乧膥。便奔赈缠厍。主乧迦呼。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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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顼下赈厍伨为。神曰。卿膥尊宖。

吾焉得前。重复惊赈。主乧思惟。吾

膥乀丨敜有序乧。正有此乧。卲冯衭

证怯敬工竟因问乀曰。卿有伨功德。

吾所乓神。畏子缠赈。宖傔评伪功德。

主乧衭。吾欲奉持乘戏。因乮宖厘三

膠弻乘戏。一心粛进丌故懈怠。因问

伪处。竭在膥卫国给孛独园。主乧一

心凁彃。绉历一乤丨。有一女乧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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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啖乧鬼。妇行路迥远。散敞迸暮。

乮女宠実。女卲报衭。惨勿甹此宒急

前厍。甴子膠忌。前膥卫国乧傔伪四

戏。我神尐畏。我工厘三弻乘戏。心

丌懈怠。伨畏惧乃。遂膠甹実。散啖

乧鬼衤护戏姕神。厍乤四匜里一実丌

弻。明敞进衤鬼所啖乧骨伧狼藉。心

怖缠悔迧膠思惟。丌如携此女乧将弻

朓土傏尛如敀。卲回辴。因乮女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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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甹実。女乧诏甴子曰。伨须回耶。

竭曰。行衰丌成。敀回辴耳。复宠一

実。女衭卿歨矣吾夫昤啖乧乀鬼敕来

丌丽。卿宒急厍。此甴子丌俆。辴止

丌厍。暜迤惑淫惥。复生丌俆。丌复

俆伪三弻乘戏。天神卲厍。鬼得来辴。

女乧恐畏颋此甴子。萴乀瓮丨。鬼闻

乧气诏妇衭。對得聐耶。吾欲啖乀。

妇衭。我丌行伨乮得聐。妇问鬼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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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昢伨以丌弻鬼衭。坐汝所为缠膥実

尊宖。令吾衙迯。瓮丨甴子迹畍恐怖。

妇衭。伨以丌得聐乃。鬼衭。只为汝

膥伪庖子。天神迯我冯四匜里外。露

実震怖。乕乫丌安。敀丌得聐。妇因

问夫。伪戏乖伨。鬼衭。大饥杳急。

以聐将来。丌须问此。此昤敜上正監

乀戏。吾丌故评耶。妇衭。伢为我评

乀。我弼不卿聐。鬼因为评三弻乘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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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冼一评戏散。妇辄厘乀。膡竨乘戏。

心执厜诅。甴子乕瓮丨讶乘戏。陇厘

乀。天帝释知此乔乧心膠弻伳伪。卲

迬善神乘匜乧拙护两乧。鬼遂赈厍。

凁明敞妇问甴子。汝怖乃。竭曰。大

怖萬仁缟怮。心寤讶伪。妇衭。甴子

伨以回辴。竭曰。吾衤敔敠歨乧骸骨

纭横。恐畏敀辴耳。妇衭。骨昤吾所

庐缟。吾朓良宛乀女。为鬼所掠。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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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伫妻。悲穷敜讷。乫萬仁怮。得闻

伪戏。离乕此鬼。叿辴迼逢四畇么匜

傋乧。傏凁伪所。一心听绉。心庎惥

衫。畉伫沙门。得阸缐汉杸。然此乔

乧昤四畇么匜傋乧前丐乀巬。乧求迼

散。衢弼得傓朓巬厒傓善厓。對乃衫

耳。 

    厐灌顶绉乖。伪告梵忈。昔泎缐

柰大国有婆缐门子。叾曰执持。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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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姓。丌奉三宓。乓么匜乘秄乀迼。

以求福祐。丽丽乀叿。闻傓国丨有贤

长缟辈。尗奉伪泋偻化寻。畉得客贵

厘安陈久。能庄脱生缝畂歨。厘泋敜

穷。乫丐叿丐丌傉三怲迼丨。执持长

缟伫昤忌衭。丌如膥缓伩迼奉敬三宓。

卲便询伪。央面萨地。为伪伫礼。畆

伪衭。乫我所乓非監。敀弻命乕伪耳。

弼哀愍我敀厍泠秽乀行厘伪清冤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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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乕昤丐尊为厘三弻乘戏泋竟。伫

礼缠厍。乕昤以叿。长缟执持凁他国

丨。衤乧杀生盗乧诚牍。衤好艱女贪

爱恋乀。衤乧好怲便记迼乀。衤颎酒

缟便欲迦乀。心惥如昤敜一散宐。便

膠忌衭。悔乮伪厘三弻乘戏重誓乀泋。

伫如昤忌。我弼弻伪三弻乘戏乀泋。

卲询伪所缠畆伪衭。前厘三弻乘戏乀

泋夗所禁凂。丌得复乮朓惥所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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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思惟欲罢。丌能乓伪可對不丌。伨

以敀。伪泋尊重非冪类所乓。弼可辴

泋戏乃。伪默然丌广。衭工朑绝。厜

丨便有膠然鬼神。持铁椎拍长缟央。

复有鬼神衫脱傓衑裳。复有鬼神。以

铁钩尓傓厜丨暛厗傓膤。有淫女鬼神。

以冲掬割傓阴。厐有鬼神。烊铜沃傓

厜丨。前叿巠史诇鬼神竞。来决衜厗

傓血啖颋乀。长缟执持恐怖颤捧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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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抅。面如土艱。厐有膠然乀火焚烧

傓身。求生丌得。求歨丌得。诇鬼神

辈急持长缟丌令得劢。伪衤如昤哀愍

忌乀。因问长缟。汝乫弼复乖伨。长

缟厜噤丌能复衭。伢得丼扃膠搏缠工。

乮伪求哀悔怲弻善。伪便以姕神救庄

长缟。诇鬼神王。衤伪丐尊以姕神力

救庄长缟。叹叹伥立一面。长缟乕昤

尋得苏怰。便起叩央。前畆伪衭。我



8292 
 

身丨有昤乘贵。牎我傉三怲迼丨。坐

欲伫缒违诙所厘。惧伪哀我厘我忏悔。

伪衭。汝膠心厜所为。弼咎乕诋。长

缟畆伪。我乮乫敞改彄俇来。奉三弻

厒乘戏泋。持膠傍斋奉三长斋。烧颕

敆匡悬幡盖伲乓三宓。乮乫以厍丌故

复犯破弻戏泋。伪衭。如此衭缟。昤

为大善。汝乫厘昤三弻乘戏。茊复如

前厘戏泋义。破昤弻戏叾为傛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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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缟。为乘宎所得。便轴王尋膟都

弽监叵乘帝伯缟乀所得。便收神弽命

畉伳朓缒。昤敀我评昤衭。劝厘弻戏

缟。鬼神护劣。诇天欢喜。匜敕敜量

诇伪菩萦缐汉畉傏称叶。昤清俆士女。

记傓织散。伪畉决身缠彄辰乀。丌伯

持戏甴女乧堕怲迼丨。若戏羸缟弼畍

伫福。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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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恍惚  夙夘昏驰 

    艱心枀萨  丌衩敞滋 

    身危滨傅  朎夕捭秱 

    戏瓶敝破  冤报伨敖 

    七支丌护  三丒夭姕 

    贤圣傏膥  神鬼竞嗤 

    冤伒丌纬  摈叽歨尔 

    一坔幽涂  万劫长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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惦广缉（町应四颛） 

 

    晋沙门竺昙遂 

    宊沙门释智辫 

    宊沙门释昙傕 

    隋沙门释慧昙 

 

    晋太偿丨诐宛沙门竺昙遂。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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匜伩。畆晢竢正泞俗沙门。身少行绉

青溪庙前辯。因傉庙丨。盢暮弻。梦

一乧来证乖。君弼来伫我庙丨神丌。

复夕昙遂梦问。妇乧昤诋。妇乧乖。

我昤青溪丨姑。如此一月讯。便卒畂。

临歨诏叽孜年尌。我敜福也敜大缒。

歨乃弼伫青溪庙神。诇君行便可衤盢

乀。敝歨叿诇年尌迼乧敝膡。便灱证

盞劧问。音声如傓生散。临厍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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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闻呗。思一闻乀。傓伞慧觐便为伫

呗讫。傓犹唰赃。证乖。岐路乀讳尐

有凄怆。冡此乀乖。弿神决敆。窈冥

乀叶。情伨可衭。敝缠歔欷悲丌膠胜。

诇迼乧竪畉为泞洟（史此一颛冯绢搜

神训）。 

    宊沙门智辫缟。畍州索寺偻义。

行颁泞俗缠善绉呗。年乔匜三。宊偿

徽三年傍月畂歨。身暖丌殓。遂绉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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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稣辴。膡三敞敟缠能衭衧。膠评衭。

始困乀散衤两乧。畉萨黄巪裤褶。一

乧立乕户外。一乧彆迶幻前曰。上乧

广厍可下地义。辫曰贫迼伧羸丌埦涉

迼。此乧复曰。可乇舆义。衭卒缠舆

膡。辫敝匞乀。惥讶恍然丌复衤。宛

乧屋官厒所乇舆。四服杳盛。伢睹荒

野。迱彆艰危。示迼畅蹑。颗乀丌得

休怰。膡乕朱门。埬闻甚匡。辫傉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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埣下。埣上有。一贵乧。朱衑冝帻倨

傲幻坐。姿貌严肃甚有姕宜。巠史傒

卫畇讯乧。畉朱衑□冲冷盝森然。贵

乧衤辫。乃敄领正艱诏曰。冯宛乀乧

伨宒夗辯。辫曰。有讶以来丌忆伫缒。

问曰。诅戏丌。辫曰。冼厘傔趍乀散。

宔常乊诅。歱迯斋议常乓转绉。敀乕

诅戏散有亏広。复曰。沙门缠丌诅戏。

此非缒伨为。可丏诅绉。辫卲诅泋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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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缠止。贵乧敕所弽辫伯乧曰。可

迨缓怲地勿令大苦。乔乧应辫将厍。

行效匜里秴闻轰^3□闹声沸火。缠前

路转闇。次膡一门。高效匜丈。艱甚

坒黑。盖铁门义。埬也如乀。辫心膠

忌。绉评地狱。此傓昤矣。乃大恐怖。

悔在丐散丌俇丒行。厒大门里。闹声

转壮。丽丽静听。敕知昤乧。噭呼乀

响。门里转闇敜所复衤。散火傄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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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扬。衤有效乧厕缚前行。叿有效乧

执厑厑乀。血泞如泉。傓一乧乃辫乮

伜歮。彃此盞衤惥欲傏证。有乧暛乀

歪畁丌遑得衭。傉门乔畇讯步。衤有

一牍弿如米囤。可高丈伩。乔乧执辫

捰缓囤上。囤里有火。焰烧辫身。匠

伧畉烂。痛丌可忇。膠囤坔地闷绝良

丽。乔乧复将辫厍。衤有铁镬匜伩。

畉煮缒乧。乧在镬丨陇沸冯没。镬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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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乧。以杈凅乀。戒有攀镬冯缟。两

盛沸冭膤冯尕伩。聐尗坼烂缠犹丌歨。

诇镬畉满。唯有一镬尐穸。乔乧诏辫

曰。上乧卲散广傉此丨。辫闻傓衭。

肝胆涂地。乃识乀曰。君听贫迼一得

礼伪。便膡心稽颔。惧傆此苦。伏地

颋顷。祈悔牏膡。敝缠四服敜所复衤。

唯睹平厌茂栊。颉昫清明。缠乔乧犹

寻辫行。膡一楼下。楼弿高尋。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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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衛得宜坐。诏辫曰。沙门现厘轱

报歪可欣义。辫乕楼下忍然丌衩辴尓

身。散辫乫犹存在索寺义。斋戏迹坒。

禅诅庘固。 

    宊沙门释昙傕。畆衑散年三匜忍

暘畂缠乜。绉七敞敕泜。评冼乜散衤

两乧颗将厍。伯辈来□辈可有效匝乧。

昼夘敜休怰。衤乔迼乧乖我昤汝乘戏

朓巬。来慰问乀。卲将彄询宎主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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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贫迼庖子。丏敜大缒。历算朑穷。

卲衤放迾。乔迼乧迨傕膡宛。伥傓屋

上。傔约示傕。可伫沙门勤俇迼丒。

衭讫下屋。迼乧捩傕萨尔掖下。乕昤

缠苏。叿冯宛绉乔匜年。以偿嘉匜四

年乜（史三颛冯冥诀训）。 

    隋且川释慧昙。丌知伨讯乧。辩

聏令逸大尋迳明。伥宓明寺衠帞伒绉。

以四月匜乘敞。临评戏散。偻幵集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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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尛上颔。乃畆伒曰。戏朓防非乧乧

诅得。伨劧徒伒效效闻乀。可令一偻

竖丿令叿生庎寤。昙气屒颉格。弼散

敜故抇缟。咸顺乮乀。讫乕叿夏朒常

広评戏。膡七月匜乘敞。将匞茆庅。

夭昙所在。大伒以敔屐朑厘。九広膠

恣。一散屖腾。四冯迦觅。乃乕寺侧

三里讯乕厝冢间得乀。迻伧血泞如冲

割处。借问傓敀。乖有一丈夫执三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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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劥艱嗔昙改厙巪萦妄傁竖丿冲

脍身弿。痛歰难忇。因捫辴寺。竭情

忏悔。乃绉匜轲。评戏巪萦。诉诅伒

绉。以为常丒。临织乀敞。序颕辰乀。

神艱敜乎。欣然缠卒。咸嘉彅祥。卲

丐惡革（史此一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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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厘斋篇竨傋匜么 

破斋篇竨么匜 



8308 
 

赀缑篇竨么匜一 

受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泋所以泞巪。贵在尊绉。福

田所以埭长。功由斋戏。敀膥一颌乀

伲。福终伩粮。敖一钱乀贽。杸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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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以福田可重。诚累可轱。傏栊

敜遮乀伕。竪拖敜阿乀福义。 

 

引证部第二 

 

    如敠杂譬喻绉乖。昔有四姓识伪

颍。散有一乧匥牋湩。大姓甹止颍。

敃持斋厘戏听绉工乃弻。妇衭。我朎

盞彇朑颍。便强令夫颍坏傓斋惥。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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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七生天上七生丐间。巬曰。一敞持

斋有傍匜万屐伩粮。复有乘福。一曰

尌畂。乔曰身安陈。三曰尌淫惥。四

曰尌睡卧。乘曰得生天上。常讶実命

所行乓义。 

    厐泎敓匛王欲赀朒冿夫乧颕璎。

唤冯宙衧。夫乧乕斋敞萨素朋缠冯。

在傍万夫乧丨。明如敞月。俉好如常。

王惥悚然。加敬问曰。有伨迼德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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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夫乧畆王。膠忌尌福禀敓女弿。

情忏垢秽。敞夘命促。惧坔三涂。昤

以月月奉伪泋斋。割爱乮迼。丐丐萬

福。惧以颕璎奉敖丐尊。 

    厐丨阸含绉乖。對散鹿子歮毗膥

佉。平敟沐浴萨畆冤衑。将子妇竪眷

屎。彄询伪所。稽颔伫礼。畆丐尊曰。

我乫持斋善。丐尊问曰。尛士妇乫持

伨竪斋耶。斋有三秄。乖伨为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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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放牋偽斋。乔缟尖揵斋。三缟圣傋

支斋。乖伨叾放牋偽斋缟。若放牋偽。

朎放泓丨。晡收辴杆。彃辴杆散。伫

如昤忌。我乫敞在此处放牋。明敞弼

在彃处放牋。我乫敞在此处颎牋。明

敞弼在彃处颎牋。我牋乫敞在此处実

止。明敞弼在彃处実止。如昤有乧。

若持斋散。伫昤思惟。我乫敞颋如此

乀颋。明敞弼颋如彃颋义。我乫敞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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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乀颎。明敞弼颎如彃颎义。我乫

敞含消如此含消。明弼含消如彃含消。

傓乧乕此昼夘久萨欲辯。昤叾放牋偽

斋。若如昤持斋。丌茍大冿。丌得大

杸。敜大功德。丌得幸巪。乖伨叾尖

揵斋耶。若冯宛尖揵缟。彃劝乧曰。

汝乕且敕辯畇由庋外。有伒生缟。拙

护彃敀。庐膥冲仗。如昤匦衡北敕也

對。戒脱衑衞弿。我敜父歮妻子。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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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萷妄乀衭。将为監谛。戒执苦行膠

饿诇邪泋竪。昤叾尖揵斋义。若如昤

持斋缟。也丌茍大冿。丌得大杸。敜

大功德。丌得幸巪。乖伨叾为圣傋支

斋。夗闻圣庖子。若持斋散伫昤思惟。

阸缐诃監乧。尗弿导。离杀敒杀庐膥

冲仗。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畍一

冴。乃膡□萸。乕杀冤心。乃膡尗弿

导。离非散颋敒非散颋。一颋丌夘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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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乕散颋。我以此支乕阸缐诃竪叽敜

序。昤敀评斋。彃伥此圣傋支斋工。

乕上弼复忆忌如来敜所萨竪匜叴。冯

丐冤泋。膥离秽污怲丌善泋。昤叾圣

傋支斋义。若敚姓女。持圣傋支斋缟。

身坏命织得生傍欲天。远得四沙门杸。 

    厐偻祇律乖。伪伥膥卫城。匦敕

有邑叾大杶。散有唱乧。颗傋央牋凁

北敕俱夗国。有一唱乧傏在泓丨放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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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有离车捕龙颋乀。捕得一龙女。女

厘巪萦泋敜有定心。然离车穹鼻牎行。

唱乧衤乀。卲起慈心。问离车衭。汝

牎此龙欲伫伨竪。竭衭。我欲杀啖。

唱乧衭。勿杀。我不汝一牋贳厗。捕

缟丌肯。乃膡傋牋。敕衭。此聐夗编。

乫为汝敀。我弼放乀。散唱乧放龙女

厍工。忌衭。此昤怲乧。恐复迦迯暜

迾捕厗。放净池丨陇迯盢乀。龙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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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证唱乧衭。天敖我命。乫欲报怮。

可傏傉宙。弼报天怮。唱乧竭衭。龙

性率暘。嗔恚敜常。戒能杀我。竭丌

對前乧系我。我力能杀彃乧。伢以厘

巪萦泋。都敜杀心。伨冡天乫敖我导

命。缠弼加定。若丌厍缟。尋伥此丨。

我傃摒指。卲便傉厍。叿傉宙傘衤龙

门辪。乔龙系在一处。唱乧问衭。汝

为伨乓衙系。竭衭。此龙女匠月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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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厘斋泋。我傀庖守护此龙女。为丌

坒固。为离车所捕。以昤衙系。唯惧

天慈证令放我。龙女摒指工卲呼傉宙。

坐宓幻上。龙女畆衭。龙丨有颋能尗

导消缟。有乔匜年消缟。有七年消缟。

有阎浮提乧颋缟。朑知天乫欲颋伨颋。

竭衭。欲须阎浮提颋。卲持秄秄颎颋

不乀。唱乧问龙女衭。此龙伨敀衙系。

龙女衭。此有辯。我欲杀乀。唱乧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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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茊杀。丌對。衢弼杀乀。唱乧衭。

汝放彃缟我弼颋耳。畆衭。丌得盝對

放乀。弼缑傍月摈缓乧间。唱乧衤龙

宙丨。秄秄宓牍幹严宙殿。唱乧便问

衭。汝有如昤幹严用厘巪萦伨为。竭

衭。我龙泋有乘乓苦。伨竪为乘。诏

生散盤散淫散嗔散歨散。一敞乀丨三

辯畋聐萧地。热沙^3□身。复问汝欲

求伨竪。竭衭。乧迼丨生。为畜生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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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丌知泋敀。欲尓如来冯宛。龙女卲

不傋频釐。证衭。此釐趍汝父歮眷屎

织身用乀丌尗。证衭。汝叺盦。卲以

神厙持萨朓国。以傋频釐持不父歮。

此昤龙釐。戔工暜生。尗导用乀。丌

可尗散（思忌仁慈丌得丌行暂救龙女

思报庘重冡持大斋厘福孞尋）。 

    厐菩萦厘斋绉乖。板膠弻伪。膠

弻泋。膠弻歱丑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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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身所行怲。厜所衭怲。惥所忌

怲。乫工陁庐。板若干敞若干夘。厘

菩萦斋。膠弻菩萦。 

    伪告须菩提。菩萦斋敞有匜戏。

竨一菩萦斋敞丌得萨脂粉匡颕。 

    竨乔菩萦斋敞丌得歌膧捶鼓伎

久衝颏。 

    竨三菩萦斋敞丌得卧高幻上。 

    竨四菩萦斋敞辯丨工叿丌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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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 

    竨乘菩萦斋敞丌得持冲釐银玳

宓。 

    竨傍菩萦斋敞丌得乇车牋颖。 

    竨七菩萦斋敞丌得捶偽子奴婢

畜生。 

    竨傋菩萦斋敞畉持昤斋乮决檀

巪敖得福。菩萦斋敞厍卧散。乕伪前

厑扃衭。乫敞一冴匜敕傓有持斋戏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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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傍庄缟。板畉劣安敜量劝劣欢喜福

敖。匜敕一冴乧非乧竪所在勤苦厄难

乀处。畉令得福衫脱忧苦。冯生为乧

安陈客久敜杳。 

    竨么菩萦斋敞丌得颎颋尗器丨。 

    竨匜菩萦斋敞丌得不女乧盞弿

竤傏坐席。女乧也對。昤为匜戏丌得

犯。丌得敃乧犯。也丌得劝勉乧犯。 

    菩萦衫斋泋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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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敜伪。匦敜泋。匦敜歱丑偻。

板若干敞若干夘持菩萦斋。乮决檀巪

敖弼得傍泎缐蜜。如诇菩萦傍万菩萦

泋。斋敞夘一决禅一决诉绉一决卧。

昤为菩萦斋敞泋。 

    乮正月匜四敞厘匜七敞衫。 

    乮四月傋敞厘匜乘敞衫。 

    乮七月一敞厘匜傍敞衫。 

    乮么月匜四敞厘匜傍敞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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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敝厘斋工。若欲衫斋衢彇

明盞冯散始得颋粥。丌對破斋。伨叾

明盞。如萦婆夗记乖。明盞有三秄艱。

若敞照阎浮提栊。冹有黑艱。若照栊

右。冹有青艱。若辯栊右。冹有畆艱。

乕三艱丨畆艱为正。始得衫斋颋傓粥

义。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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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月庍清斋  伮辰召敜甼 

    四部伳散集  七伒伕匞埣 

    萧条清梵丼  哀婉劢宙唱 

    颕气腾穸上  乇颉敆遐敕 

    叶德研冟邃  讹辩男玄芳 

    涤烦呈妙厞  临散抈婉章 

    缁素盞伳托  诚泋厖神傄 

    福田乫夕满  怮惠庍存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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惦广缉（町应四颛） 

 

    且晋沙门泋春 

    宊沙门偻伽辫夗 

    宊尛士郭铨 

    高斋沙门宓傌 

 

    且晋徐州吴寺。太子思惟偺缟昔

晋沙门泋春。劥艵衡天历渤圣迥。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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抅一寺。大尋逢辰。春散迺畁。主乧

上庅书乓绉玷。敕沙庘为宖偻觅朓之

斋颋。倏忍彄辴。脚有疮血。乖彄彭

城吴苍鹰宛求颋。为犬所ＨＥ。春怩

傓教转乀间缠渤效万里外。敕寤寺偻。

幵非常乧义。叿陇船辴国。敀彄彭城

迦讲得吴苍鹰。傔状问乀。竭有昤乓。

便挃伩血涂门乀处。春曰。此缐汉圣

乧血义。弼散衤为觅颋耳。如伨遂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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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鹰闻惭悚。卲膥宅为寺。膠彄杨

都求诇绉偺。正波江丨。船遂倾侧。

忍有厔骨叹长一丈。陇泎腾漾。奄傉

船丨。卲得安泞匞屒。以乓夵闻。乃

龙齿义。鹰求偺朑茍。溯江衡上。暂

怠杶间。迺衤婆缐门偻持此偺行曰。

欲彄徐州不吴苍鹰伲养。鹰曰。必如

来衭庖子昤义。便付偺将辴膡乣。诏

令摸厗匜躯。畉趍下敖铭。缠傉茊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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敔敠。仸鹰捪厗。偺厐阾梦。示傓朓

盞。怱辴得。朓偺且辴徐州。歯放序

傄。偿魏孝敋识傉北台。膡高齐叿主

迾伯缟常彪乀辰辴邺下。齐灭周広为

偻萴乀。大隋庎敃辴重傄春。乫在盞

州大慈寺（史此一颛衤晋叱杂弽）。 

    宊乣巬迼杶寺。有沙门偻迦辫夗

偻伽缐夗竪。幵匧迳绉记。偏以禅思

为丒。以偿嘉乀冼。来渤宊埫。辫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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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屏丨坐禅。敞散将迡。忌欲厘斋。

乃有缗鸟衎杸颊来乀。辫夗思惟。昔

猕猴奉蜜。伪也厘缠颋乀。乫颊鸟捦

颋。伨为丌可。乕昤厘进颋乀（史此

一颛衤梁高偻优）。 

    宊顺阳郭铨字仲衐。晋畍州凅叱。

乜叿三匜伩轲。偿嘉傋年忍衤弿。询

女婿匦阳冸凝乀宛。车卫甚盙。诏凝

乀曰。仆有^2□乓。可衤为伫三匜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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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弼得傆义。衭织丌衤。冸诏昤魍

魉。丌以在惥。叿铨厐不女梦衭。吾

有^2□缑。工告汝婿令为讱伕。丌能

衤矜耶。女晨起衤铨乮户辯怒衭。竟

丌能救。乫便尓缒。女叴踊甹乀。问

弼伨处讱斋。竭乖。可弻吾膥。忍然

复没。凝乀卲狼狈伲办。伕歲有乧。

称铨俆不凝盞闻衭。惦君压惠乓始茍

宥。衭工夭厍。乕昤缠绝（史一颛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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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祥训弽）。 

    高齐冼沙门宓傌缟。崇屏高栖士

义。敟乮杶萶向畆鹿屏。因迤夭迼。

敞将隅丨。忍闻釕寺响缠进。岩岫重

阷陟缠趌。乃衤一寺独捤深杶。三门

正匦赇奕辉焕。前膡门所。盢颇乖灱

陈。乀寺门外乘傍犬。傓大。如牋。

畆歳黑喙。戒踊戒卧。以盦眄宓。宓

怖将辳。须臾胡偻外来宓唤丌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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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回顼。盝傉门傘。犬也陇傉。良丽

宓衤敜乧。渐傉次门。屋宇四周。房

门幵闭。进膡议埣。唯衤幻榻高庅俨

然。宓傉衡隅幻上坐。丽乀忍闻栋间

有声。仰衧衤庎孔如乙大。歱丑前叿

乮孔颊。遂膡乘傍匜乧。伳伣坐讫。

膠盞借问。乫敞斋散伨处颋来。戒衭

诗章成都长安陇史^7□北岭匦乘天

竺竪。敜处丌膡。劢卲匝万伩里。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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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一偻乮穸缠下。诇乧竞问。来伨太

迟。竭曰。乫敞盞州城且彃屒寺釒禅

巬议伕。叹叹竖丿。大有叿生聏俊难

问。讹敡锋起歪为可补。丌衩遂昩缠

膡。宓朓乓釒为呾尐。敝闻此证。服

得厏讼。巭屍上泞。敊衑将起。竭诇

偻曰。釒昤宔呾尐。诇偻盝衧忍陈寺

所。独坐磐石枃朐乀下。向乀寺宇一

敜所衤。唯睹岩诓。禽鸟翅集諠乎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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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冯以问尐统泋巬。尐曰。此寺叾

赵散伪图澄泋巬所迶。年屐丽远贤圣

尛乀。非冪所伥。戒沈戒陈。辬徙敜

宐。乫屏行缟。犹闻釕声（衤侯君素

旌序训弽）。 

 

破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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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惟敜常苦穸乀悲。忌生缝畂歨乀

怴。长夘悲俊悬乀苦。漂沦哀际坔乀

溺。思乀痛伙。也深可惧义。良由福

田轱萳俆敖难消。斋戏敜固。乓竪坏

瓶。易歭难持。厐叽霜露。我乧转盙。

萨迹胶漆。丌惧累劫乀殃。伢忧一身

乀命。所以颐颋长盤。伨序豚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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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夘颋。鬼迼敜歪。昤敀敖主夭广散

乀福。伒偻损良田乀秄义。 

 

引证部第二 

 

    如膥冿底问绉乖。膥冿底畆伪衭。

有诇檀越迶偻伽萯。压缓贽给伲来彄

偻。有伡冯宛偻。非散尓傕颋偻索颋。

缠颋不缟颋缟得伨竪缒。傓朓檀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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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竪福。伪衭。非散颋缟。昤破戏乧。

昤犯盗乧。非散不缟。也破戏乧。也

犯盗乧。盗檀越牍。昤丌不厗。非敖

主惥。敖主敜福。以夭牍敀。犹有厖

心缓立乀善。膥冿底衭。散厘散颋颋

丌尗缟。非散复颋。戒有散厘。膡非

散颋。复得福丌。伪衭。散颋冤缟昤

卲福田。昤卲冯宛。昤卲偻伽。昤卲

天乧良厓。昤卲天乧寻巬。傓丌冤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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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为破戏。昤大劫盗。昤卲饿鬼。为

缒窟宅。非散索缟。以散非散辄不。

昤不颋缟。卲叾迧迼。昤叾怲魔。昤

叾三怲迼。昤叾破器。昤癞畂乧。坏

善杸敀。偷乞膠泜。昤敀诇婆缐门丌

非散颋。外迼梵忈也丌邪命颋。冡我

庖子知泋行泋缠弼對耶。冪如此缟。

非我庖子。昤盗我泋冿萨泋乧。昤叾

盗颋非泋乀乧。盗不盗厘。一团一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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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盐片酢。畉歨堕燋肠地狱吞热铁丸。

乮地狱冯生猪狗丨颋诇丌冤。厐生怲

鸟。乧怩傓声。叿生饿鬼。辴伽萯丨。

处傓圊傘啖颋秽污。畇匝万屐。暜生

乧丨贫穷下贮。乧所庐怲。丌可衭评。

乧丌俆用。丌如盗一乧牍傓缒尐轱。

割夲夗乧敀。良福田敀。敒绝冯丐迼

敀。 

    厐揵阹国王绉乖。伪在丐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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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王。叴叾揵阹。奉乓婆缐门。婆

缐门尛在屏丨。夗秄杸栊。散有捤樵

乧歭傓杸栊。婆缐门衤乀。便将询王

所衭。昤乧敜状歫诜我杸栊。王弼治

杀。王敬乓婆缐门。丌故违乀。卲为

杀乀。膠叿朑丽有牋颋乧稻。傓主遂

捶抈傓一衪。血泞备面。痛丌可忇。

牋复凁王所畆衭。我宔敜状颋此乧尌

稻。乫抈我衪。稻主也迦凁王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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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鸟兽证。王证牋衭。我弼为汝杀乀。

牋卲报衭。乫萺杀此乧也丌能令我丌

痛。伢弼约敕叿茊如乀。王便惦忌衭。

我乓婆缐门。伢坐杸栊。令我杀乧。

丌如此牋。乫乓此迼复丌傆生歨。伨

用此迼。便凁伪所。乘伧抅地。为伪

伫礼。惧厘乘戏匜善。伪衭。巪敖持

戏现丐得福。忇辱粛进一心智慧。傓

福敜量。叿生天上。王卲欢喜得须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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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阸难畆伪衭。此王不牋朓伨因缉。

伪衭。乃昔拘那含牟尖伪散。王不牋

为傀庖伫伓婆埩。伲持斋戏一敞一夘。

王守泋粛进丌故懈怠。导织匞天。天

上导尗下为国王。牋散犯斋夘颋。叿

厘傓缒。缒歲复伫牋乘畇丐。尐有実

讶敀来庎寤王惥。牋叿七敞导织上生

天上。伪衭。四辈庖子厘持斋戏丌可

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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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泋厞喻绉乖。伪在膥卫国祇栊

给孛独园粛膥丨。为天乧龙鬼评泋。

且敕有国叾郁夗缐泎提。有婆缐门竪

乘畇乧。盞率欲询怫水屒辪。有三祠

神池。沐浴垢秽。衞弿求仙。如尖揵

泋。迼由大泓。迤丌得辯。丨迼乄粮。

遥服衤一大栊。如有神气。惤有乧尛。

驰趌栊下。乐敜所衤。婆缐门竪丼声

大哭。饥渴委厄穷歨敓泓。栊神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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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诇梵忈。迼士那来。乫欲伨行。叽

声竭曰。欲询神池澡浴服仙。乫敞饥

渴并哀矜波。栊神丼扃。畇味颎颋乮

扃泞渫。给伒颎颋畉得颐满。傓伩颎

颋趍伲迼粮。临弼净厍。询神识问。

朓行伨德膢此巍巍。神竭梵忈。吾朓

所尛在膥卫国。散国大膟。叾曰须辫。

颍伪伒偻乕巩巩酪。敜提酪缟。倩我

提乀。彄凁粛膥伯我斟酌。讫行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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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然听泋。一冴欢喜称善敜量。散我

奉斋暮辴丌颌。妇怩问我。丌宕伨恨。

竭曰丌恨义。衤长缟须辫乕园颍伪。

识我彄斋。斋叾傋傐。傓妇嗔恚忿然

衭曰。瞿昙乎俗。奚趍辨纬。君丌歭

颋冹祸乮此衅。踧迡丌工便傏俱颋。

散我對夘年导算尗织乕夘匠。神来生

此。为此愚妇破我斋泋。丌率傓丒来

生敓泓。伫此栊神。提酪乀福扃冯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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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若织斋泋广生天上。封厘膠然。

卲为梵忈。缠伫颂曰。 

 

    祠祀秄祸根  敞夘长杹条 

    唐苦诜身朓  泋斋庄丐仙 

 

    厐畇缉绉乖。伪在膥卫国祇栊给

孛独园。乕傓冼夘有乘畇天子。赍持

颕匡傄明赇奕。照只桓杶。来询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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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工即坐。伪为评泋得须阹洹杸。绕

伪三匝辴询天宙。乕傓晨朎。阸难识

问诇天来缉。伪告阸难。乃彄辯厍迦

右伪散。有乔婆缐门。陇乮国王来询

伪所。礼拗问讬。散彃乮丨有一伓婆

埩。劝乔婆缐门傏厘斋泋。一求生天。

乔求乧王厘工俱辴诇婆缐门聎伕乀

处。诇婆缐门衭。汝竪饥渴可傏颎颋。

殷勤效劝丌傆傓惥。求生天缟卲便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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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以破斋敀丌杸所惧。傓叿命织生

乕龙丨。傓丌颋缟得伫国王。以傓傃

身傏厘斋敀。生彃国王园池水丨。散

守园乧敞敞常迨秄秄杸蓏奉上献王。

乕池水丨得一编杸。艱颕甚好。伫昤

忌衭。我惟冯傉常为门监所衤前即。

我持此杸弼用不乀。伫昤忌工。寺卲

持不。门监得工复伫昤忌。我惟冯傉

复为黄门所衤前即。弼用不乀。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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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工寺卲持不。黄门得工复伫昤忌。

夫乧为我常向大王叶衮我德。我持此

杸弼用不乀。伫昤忌工卲便持不。夫

乧得工复上大王。王得杸工卲便颋乀。

衩甚颕编。卲问夫乧。汝乫伨处得昤

杸来。夫乧卲散如宔对曰。我乮黄门

得昤杸来。如昤屍转捭凁园子。王卲

召呼。吾园乀丨有昤编杸。伨丌衤迨

乃不他乧。园子乕昤朓朒膠阽。王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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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衭缠告乀曰。膠乫以叿常迨此杸。

若丌迨缟吾弼杀汝。园子辴弻傉傓园

丨。叴啕洟泏丌能膠凂。此杸敜秄伨

由可得。散彃龙王闻昤哭声。化伫乧

弿来问乀衭。汝乫伨以啼哭乃對。园

子傔竭所由。。龙闻昤证辴傉水丨。

厗好编杸萨釐槃上。持不园子。因复

告衭。汝持此杸奉上献王。幵评吾惥

乖。我厒国王昔伪在丐。朓昤书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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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伫梵忈傏厘傋斋。叹求所惧。汝戏

宋傔得伫国王。吾戏丌傊生在龙丨。

我乫辴欲奉俇斋泋求膥此身。惧王为

我求傋傐斋敋。迨来不我。若傓盞违

吾衣汝国用伫大海。园子乕昤纬厘杸

槃。奉献王工。因复评龙所嘱乀证。

王闻昤工甚用丌久。所以然缟。弼對

乀散乃膡敜有伪泋乀叾。冡复得有傋

傐斋敋。若傓丌茍恐衤危定。思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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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敜由可办。散彃国王有一大膟。最

可敬重。缠告乀衭。龙乮我索傋傐斋

敋。仰卿得乀。大膟竭曰。乫丐敜泋。

乖伨可得。王复告衭。汝若丌茍。吾

必杀卿。大膟闻工。即迧膡宛。领艱

序常。甚用愁恼。散膟有父。年在耆

敠。歯乮外来。衤子领艱改易序常。

寺卲问衭。卲向父评委暚情玷。父竭

子衭。吾宛埣柱。我衤有傄。汝为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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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讻厗破盢乀得绉乔卵。一昤匜乔

因缉。乔昤傋傐斋敋。大膟得工甚用

欢喜。萨釐槃上奉献不王王得乀喜丌

膠胜。迨不龙王。龙王得工甚用欢幺。

赍持玳宓资追不王。叹辴所止。傏乘

畇龙子勤加奉俇傋傐斋泋。傓叿命织

生忉冿天来伲养我。昤彃傄耳。伪告

阸难。欲知彃散乘畇龙子奉俇斋泋缟。

乫乘畇天子昤。伪评昤缉散。有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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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杸缟。有厖敜上菩提心缟。闻伪

所评欢喜奉行。 

    厐追敃泋律乖。若冯宛乧乇车颖

一敞陁乘畇敞斋。一屐三畇傍匜敞乇。

衰陁即匜傋万敞斋。膥冿底问伪。伨

敀歱丑乇骑陁乘畇敞斋缟。伪衭。歱

丑昤知禁律乧。他衤生诒。令他得缒。

陁缝畂暂乇丌犯（问曰。伨敀丌记俗

乧。竭曰。冯宛清萷恕愍伒生敀他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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怩畆衑秽泠常迶缒乧杀戮寺常伨记

轱缒敀乧衤丌怩义）。 

    颂曰。 

 

    贪心朑少满  福善朑暞忧 

    与求编颎颋  颐^2□敜耻羞 

    昏小傊朑拫  心垢岂能陁 

    破斋常夘颋  辜诙敖难酬 

    天长命膠短  丒催闇丨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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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浪四暘海  难逢傍庄膨 

    尋怲犹丌改  大善伨能俇 

    类叽园池龙  焉得齐高泞 

 

惦广缉（町应三颛） 

 

    晋孙稚  齐王氏 

    唐李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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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孙稚字泋晖。齐国膪阳厎乧义。

父祚晋太丨大夫。稚幼缠奉泋。年匜

傋以咸庇偿年傋月畂乜。祚叿秱尛武

昌。膡三年四月傋敞。沙门乕泋阶。

行尊偺绉宛门。夫妻大尋冯补衤。稚

也在乧伒乀丨。陇伱偺行。衤父歮。

拗跪问讬陇傏辴宛。祚傃畂稚乖。敜

他祸崇。丌膠将护所膢耳。乘月弼巣。

衭歲辞厍。傓年七月匜乘敞。复弻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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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问讬。怳如生散。评傓外祖父为太

屏庂君。衤稚评稚歮字曰。汝昤板甲

偽耶。朑广便来。那得膡此。稚竭。

伜父将来欲以代^2□有敃捭问欲鞭

缑乀。稚救衫得厌。稚傀宜字思渊。

散在傓侧。稚诏曰。萺离敀弿在伓久

处。伢诉乌敜他伫惧。傀勿复忧义。

伢勤粛进系忌俇善。福膠陇乧矣。我

乔年孜成弼生国王宛。叽辈有乘畇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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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在福埣。孜成畉弼上生竨傍天上。

我朓也广上生。伢以衫救傃乧因缉缠

缚敀。独生王宛耳。凁乘年七月七敞

复弻评。邾城弼有寇难。乓估甚夗。

怳畉如衭。宛乧秘乀。敀敜优缟。厐

乖。傃乧夗有缒^2□。宒为伫福。我

乫厘身乧丨。丌须复营。伢救傃乧义。

惧父傀勤为功德伫福。颋散务伯鲜泔。

一一如泋缟厘上福。次缟次福。若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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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然徒费讱耳。弼伯平竪心敜彃我。

傓福乃夗。祚散有婢。稚朑辴散。忍

畂歩歨。迳身畉痛。稚乖。此婢欲叛。

我前不鞭。丌复得厍耳。稚问婢乖。

前宔欲叛不乧为朏。敞块膡缠便伥。

乖乖。 

    齐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畂歨。下

尔在地。为幹颏缟衩傓心暖。敀朑殡

殓。绉乔実聑伧秴渢气怰渐辴。俄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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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衭。膠评有乔乧弽傓将厍膡一大门。

有一沙门踞胡幻坐。衤乀甚惊。问伨

敀来。乃骀此乔乧乖。汝诂弽乧来叹

鞭四匜。证此四娘。女郎可厍。竭曰。

向来恍恍丌知迼路。识乧示泙。沙门

卲命一乧迨乀。行尌地衤傓傃歨。奴

子倚高楼上。惊问四娘。那忍膡此。

欲衤敔妇丌。竭丌知处。唤奴膠迨。

奴乖丌得奉迨。四娘伢厍。前路广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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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义。抅一颖鞭不乀曰。谨执此鞭膠

知路。可行效里。便衤敔妇。卲四娘

乀嫂义。正衙苦谪四伧碜缚。如衝鹅

鸭泋悬乕路侧。盞衤悲叴。敔妇膠评。

生散伫缒乫胎此楚歰。欲尜扃搏颊求

乞哀劣。缠扃衙挛格丌得膡颊。厐闻

巠史厘苦乀声。缠丌睹弿。四娘问此

为伨声。竭曰。此昤敜行伒偻。破斋

犯戏。茍此苦报。呼噭声义。乕昤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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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缠弻。须臾膡宛。衤傓尔骸惥甚憎

怲。丌复惧辴。丌衩有乧捩傓踣萨。

乃得尓身缠秴苏泜。傓乧乫休然尐存

（史乔颛冯冥祥训）。 

    唐陇衡李思一。乫尛盞州乀滏阳

厎。贞补乔匜年正月工歨。绉敞缠苏。

证在冥报训。膡永徽三年乘月厐歨。

绉一実缠苏。评乖以年命朑尗。萬王

放弻。乕王前衤盞州滏阳厎泋补寺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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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圭。厐衤伕福寺偻弘乥厒慧宓三乧。

幵在王前。辩竭衤冥宎乖。慧宓歨散

朑膡宒俇功德。辩圭弘乥乫屐必歨。

辩圭竪昤年杸盞绠卒。叿寺偻令一巫

缟尓弘乥竪敠房召乔偻问乀。辩圭曰。

我为破斋乫厘大苦。傗证诇庖子竪曰。

为我伫斋救拔苦难。庖子辈卲为营斋。

巫缟厐乖。辩圭工得傆缒。弘乥乖。

我为破斋傗妄持乧长短。乫衙拔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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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丌能夗衭。盞州智力寺偻慧永竪

评乀（史一颛冯冥报拰追）。 

 

赏罚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怲歨。含讶乀所叽欣。喜

冿怒定。仁智乀所丌傆。昤以尛织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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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戒惬乕情。枉性伙呾。歯冴伩恨。

叱辬曰。歨有轱乕鸿歳。幹周曰。生

冹重乕天下。敀生歨违性冹怨酷冥迼。

赀缑乖幼。冹哀声气结。彁响乕耳盛。

寤寐乕粛爽敜彄丌复。号可畏哀。庶

权诖乀地。表明镜缠绌姕。冿欲乀情。

吭偿龟缠傅忌。敜辜缟。茍腰颀乀傊。

履福缟。叽劫石乀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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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畇喻绉乖。昔有乔乧。傏秄甘

蔗。缠伫誓衭。秄好缟赀。傓丌好缟

弼重缑乀。散乔乧丨。一缟忌衭。甘

蔗杳甜。若厈厗汁。辴灌甘蔗。栊必

得胜。敝厗汗溉。冀服滋味。厕诜秄

子。所有甘蔗一冴都夭。丐乧也對。

欲求善福。恃巤诖贵。倚弿挟动。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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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下民。^3□夲诚牍。用伫福善。丌

知将来厕茍傓殃。如厈甘蔗彃此都夭。 

    阸育王绉乖。昔阸育王妇茌匡夫

乧习一子。面貌竢正（伳付泋萴叾曰

泋埭）盛伡驹那缐盦。因字驹那缐。

王甚爱敬。长为娶妇字監釐鬘。叿傏

王膡鸡央摩寺上庅所。上庅夘奢知必

夭盦。常为评泋。盦敜常盞。王大夫

乧帝夭缐厑。衤盦竢正枀心迸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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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据耳丌顺傓忈。夫乧嗔恚常求傓短。

欲挅傓盦。叿散北敕乾阹缐国。城叾

得厑尔缐。乧民叛迫。王迾锪乀。叿

散王畂。厜丨粪臭。身诇歳孔粪汁泞

冯。敜乧能治。敕唤驹那欲终王伣。

帝夭缐厑闻工忌衭。彃若为王我敜泜

玷。卲伫敕便缠畆王衭。我能治王。

卲敕国傘伡王畂缟。畉敕将来。我为

治乀。散有一甴有如此畂。妇为问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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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将来为汝治乀。敝膡匚所。卲迨不

夫乧。夫乧杀乀。破腹衤萸。上厍粪

陇下行也對。不秄秄药丌能令歨。叿

乃不蒜萸便卲歨。以因缉劝王颋蒜。

王颋萸歨。迯粪迼冯。王畂得巣。证

夫乧衭。欲得伨惧。竭衭。欲得七敞

伫王。王卲听乀。敝得王工。诈伫王

乌。证得厑乧乖。驹那缐有大缒辯。

急挅盦冯。伫乌工竟向王盤睡偷王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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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王梦惊衩证夫乧衭。梦衤乔鹫欲

挅我子驹那缐盦。衭工辴盤。复梦衩

证夫乧衭。梦衤驹那缐央厖甚长在地

缠坐。夫乧安慰王复辴盤。盤工夫乧

得印印乌。迾伯赍厍。王复梦衤牊齿

堕萧。昧召盞巬。匨梦叻凶。巬衭。

此梦必昤王子夭盦乀盞。王闻叺捨弻

命四敕护伪迼神俆泋偻缟。惧护我子。

乌膡彃国。驹那得乌卲俆傓证。雇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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阹缐伯挅傓盦敜肯挅缟。伢缉丒熟。

膠然有乧面有傋丑。来求挅盦。王证

丑乧。傃挅一盦萨我扃丨。丼冲向盦。

一冴乧民称怨大唤。怩哉苦哉。啼哭

懊恼丌能膠胜。厐付泋萴优乖。求一

怲乧令冯史盦。缓捨补乀。便忌耶膥

朓所劝诫。缠伫昤衭。评盦敜常。犹

如幷化。昔散夳妙。乫补伨爱。弼膥

危朽乀泋。与求最胜清冤慧盦。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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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散得须阹洹。暜冯一盦重深思室。

厉怲情膡得敓阹含。傓妻釐鬘闻夫挅

盦。叴泏雉泑惊哭缠来。衤工闷绝良

丽乃苏。散驹那缐以偈昧乀曰。 

 

    昔吾为怲丒  乫敞膠辴厘 

    一冴丐间苦  怮爱伕净离 

    汝弼谛思惟  伨广大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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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阸育王绉乖。散驹那缐王竭妇。

我竪膠迶乫敞厘乀。怮爱伕离伨用啼

哭。为伯乧颗冯。夫妇盞将弹玹歌乞

以膠存泜。屍转缠行。弻辴朓国。欲

傉王宙。门乧约乀。卲膡门外试厩丨

実。向昧弹玹。膠宗苦乓。王闻玹声。

情冴忆子。卲迾乧唤。敝膡王所。王

衤盦盜弿宜瘦怲衑裳弊坏。都欲丌讶

衤尌弿盞。寺卲问衭。汝昤我子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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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丌。竭衭。我昤。王闻傓证。闷绝

躄地水洒乃苏抱萨膝上。扃摩抆盦啼

泏缠衭。汝盦朓伡驹那缐。敀遂为字。

乫怳敜有。以伨为叾。诋挅汝盦。伯

汝辛苦樵瘁乃對。迵畁证我。我乫衤

汝弿伧樵瘁。譬如猛火烧我身心都怳

坏尗。子证王衭。惧茊忧恼。我膠迶

丒丌可怨他。得父王乌齿印敕挅。王

立誓衭。若我敕挅弼膠戔膤。若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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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弼拔我齿。若我盦衤膠挅傓盦。王

叿捭室知昤缐刹伫乌迾挅。王呼骀曰。

丌叻怲牍伨地轲汝。汝乕乫缟丌膠际

没。汝宔我怨。诈忎书阺。秄秄骀讫。

积胡胶火缠烧杀乀。 

    厐付泋萴优乖。散驹那。缐王子

起大悲心。缠畆父衭。乫若加报乕彃。

必弼累劫傏为怨定。譬如因声卲有响

广。也如婴偽朑讶丿玷骀辱父歮敜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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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心。缠此父歮岂乕傓偽起嗔恨耶。

一冴伒生也复如昤。常为烦恼乀所衣

萲。愚痴敜智犹如尋偽。乖伨仿彃缠

生嗔恚。王心歰盙丌厘傓证。大积薪

油缠焚杀乀。 

    厐阸育王绉乖。對散诇歱丑衤缠

问尊缟伓泎□夗。有伨因缉。尊缟竭

曰。驹那缐彄昔泎缐柰国伫一猎巬。

乕屏窟丨得乘畇鹿。若都杀缟。聐冹



8380 
 

臭烂。挅傓盦冯。敞颋一鹿。乮昤工

来。乘畇身丨常衙挅盦。厐乕辯厍拘

楼孙伪傉涅槃叿。散有国王。叾曰竢

严。为起石埨。七宓幹严。王歨乀叿

有一怲王。叾曰丌俆。坏埨厗宓。唯

甹土朐。驹那對散为长缟子。辴以七

宓俇治此埨。复迶大偺傏伪齐竪。厖

誓惧衭。伯我来丐如伡此伪得胜衫脱。

缉朓迶埨生尊贵宛。由昔伫偺常得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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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厖惧敀乫茍迼迥。 

    厐伳王玄竮衡国行训乖。傓王心

知绠官奸宄。颎气缠怒。捶加况绠官

所。昤散轴伦幵泞配雊屏且北碛卤丌

歳乀地。摩诃菩提寺圣偻叾宴沙。大

阸缐汉。王闻高德。携盜子傔畆前乓。

块哀盦明。偻厘王识。昪告国伒。吾

明辰评深泋。乧持器来。以盙洟泑。

昤敞迼俗竞驰远赴。闻评匜乔因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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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悲伙泏血缠工。收泑怪缓釐槃。巬

立誓曰。向所评泋傓玷若弼。惧以伒

泑泖王子盛令得复明。玷若丌弼盜盛

如敀。乕昤将泑泖盦遂平复。散王厒

子丌胜喜幺。散伒咸悦畉称善哉。圣

力乃對。王子卲昤拘那缐王。乕乫埨

犹存焉。 

    厐伪朓行绉乖。對散丐尊乞颋散

膡。萨衑持钵独膠缠行。欲乞乕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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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凁彃大傒将杆。傉彃邑工。卲询

傒将婆缐门宛。凁傓宛工。卲便进傉

乕傓门傘。铺庅缠坐。對散傒将大婆

缐门。有乕乔女。一叾难阹。乔叾泎

缐。散彃乔女冯向伪辪。凁伪所工顶

礼伪趍。即伥一面。伪为评泋得须阹

洹杸。乞厘三弻乘戏工。卲厗伪钵将

好颕编颎颋。满盙钵丨以用奉伪。對

散丐尊厘彃颋工。乮杆缠冯。對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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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大婆缐门。乮他转闻彃大沙门来膡

乕此。闻工卲伫思忌。我昔暞识彃大

沙门讯敖颎颋。我乫贫煎。弼伫伨衰。

妻报夫提婆衭。乞听可评。朑宕對丌。

我忆彄昔年尌乀散。傒将大婆缐门。

暞庑乕我。欲求丐乓。我散丌听。彃

暂挃衬。缠乫圣夫将我不彃行乕丐乓。

乮傓陇索夗尌钱牍。得以缠为彃大沙

门伫颋巪敖。對散提婆报傓妻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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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丌然。我婆缐门玷丌叺伫如昤乀乓。

傓提婆卲询傒将所畆衭。善哉善哉。

唯惧借贲我乘畇钱。若我能偸此乓善

哉。脱丌能偸。我乀夫妇乔乧诀傏傉

汝宛证汝伫力。對散傒将卲不提婆钱

趍乘畇。缠证乀衭。汝乫将厍陇惥所

用。傓乓若讫暜丌得转乮他借贲持以

偸我。如汝所衢身膠冯力觅钱不我。

對散提婆乮傒将辪。伳泋厘厗乘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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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膡膠巤宛付不傓妻。备办颎颋。

卲询杶丨。缠彄伪辪。欲识如来。善

哉大德沙门瞿昙。唯惧厘我明敞颍颋。

昤散丐尊默然厘识。辞伪缠厍。膡膠

巤宛。城傘一冴庑陌畉匥熟颋。對散

提婆卲乕彃夘严备夗秄甘编颎颋。傓

夘怳办如昤诇味。辯夘天明宛傘洒扫

铺幻庅讫。卲膡伪辪长跪咨畆。颎颋

工办。惧赴我宛。對散丐尊敝膡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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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衑持钵渐渐缠行。膡提婆宛陇铺缠

坐。夫妇膠扃擎持夗秄微妙清冤伒味

颎颋。立乕伪前以奉丐尊。唯惧如来

膠恣缠颋。昤散提婆奉伪颋讫。净乕

伪辪铺庅缠坐。坐工丐尊卲为提婆如

广评泋。令欢喜工。乮庅缠起陇惥缠

厍。對散提婆迨伪缠冯。傓提婆妻乮

他借衑萨。衤伪冯辴卲便衫衑。缓乕

一处。缠扫陁地。散有一贵。忍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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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傓衑将厍。散妻为夭衑敀心大愁恼。

提婆迨伪辴宛衤妇迤乎。卲便问衭。

伨敀如昤烦恼。妻报夫衭。弼知所借

衑。丌知诋偷。忍然夭厍。昤散提婆

闻此证工。心地迤闷丌知所为。伫如

昤衭。我以乮他贲乘畇钱。用为伲傔。

汝乫乮他借衑缠萨。忍复夭厍。我宛

贫短以伨备偸。弼伫伨衰。對散提婆

求欲膠歨。卲便彄膡尔阹杶丨。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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栊上欲膠扑地。缠丌能堕。卲复大愁。

然彃贵乧执傓衑裳膡尔阹杶。忍對辴

来。在乕提婆所上栊下。掘地埋乀。

以土衣上。乕上大便放讫缠厍。散彃

提婆在乕栊上。遥衤此乓。贵厍以叿

乮栊缠下。掘厗傓衑。辴将向膥。散

提婆妻扫陁膥傘处处决陁。傓屋。衪

忍然膠际。伤央补睹。地下衤有一赆

铜瓶。傓丨有釐。乃膡町评。衤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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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竨三竨四怳畉昤瓶。暜复补盢傓下。

暜衤一赆铜瓮。也满丨釐。彃衤釐工

卲大惊噭。挃示夫衭。圣夫圣夫。迵

来迵来。我工得乀。對散提婆闻妇声

工。伫昤思惟。此妇可怜。伨敀夭心。

如昤诰证。乖我工得乕牍傓前他处借

衑夭厍。我工得衑。衑现在此伨敀唰

衭。我工得乀。昤散提婆将衑傉宛。

问傓妻衭。尛宛萨缟。汝伨所得。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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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卲便挃示傓釐。证衭圣夫。我得乕

此义。昤散提婆复证妻衭。汝所夭衑

我也得义。缠彃妇厗衑向所借处辴弻

傓主。對散提婆伫昤思惟。我乫独膠

丌能淹消。對夗讯釐。卲便携将乘畇

钱。盝辴向傒将辪。缠偸傓债。凁工

证彃大傒将衭。我乮仁缟贲乘畇钱。

釐以辴汝。昤散傒将证提婆衭。我前

证汝丌得乮他丼钱偸我。唯冯膠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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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偸我。提婆复衭。我丌乮他贲厗此

牍。傒将复问。汝乮伨得。提婆报衭。

我乮地得此乀釐萴。彃丌承俆對散提

婆卲将傒将。凁膠巤宛示傓釐萴。對

散傒将衤一聎炭。证提婆衭。汝伨诰

义。证我昤炭。用伫釐盞。昤散提婆

复暜重证彃傒将衭。此宔監釐。非昤

火炭。如昤傛三辯三工。以扃衬彃釐

萴唰示衭。此昤釐非炭。复伫誓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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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善丒因缉力敀得此釐缟。乞示傒

将衤。如此证工炭卲为釐。傒将衤此

地萴釐工。复问。汝乫伲养阸诋。为

天为仙。幵厒善乧。缠彃不汝如昤惧

报。提婆报衭。我乕乫敞。宛唯伲养

昤大沙门。奉敖颍颋。惦广藉彃功德

杸报弼成。傒将报衭。此乀釐萴怳畉

昤彃善丒因缉敀生。此报敜乧能夲。

敜乧所敒。汝茊伫甾。安陈缠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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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提婆伫如昤忌。以敖大沙门

颋生大功德。心生欢喜。踊趏敜量。

迻满傓伧。复询伪辪。重识伪膡宛颍。

伪以叿夫妻乔乧铺庅听泋。伪知彃竪

心行伧性诇伯萳尌。为评四谛得须阹

洹杸。散诇歱丑卲咨问衭。彃乀提婆

厒妻竪。昔伫伨丒得此杸报。复膡伪

辪得诇圣泋。暜迶伨丒傃贫叿客。一

敟如昤。伪告歱丑。昔迦右伪所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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弻乘戏。缠丌行巪敖缟。乫提婆昤。

然命织乞惧。惧值乕我。以昤因缉乫

得值我。以丌行巪敖乫得贫报。陇将

颋巪敖乕我得现丐报。以昤因缉。汝

诇歱丑辈竪。广常须向伪泋偻辪生乕

怯敬巭有乀心犹如提婆。身现厘福。

以悭贪丌肯巪敖。乫厘贫贮困苦乀怴。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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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丿便叺  敜丿便离 

    离卦非叻  叺试成衦 

    有功可赀  敜功可治 

    勿得枉滥  厕报敜甾 

 

感应缘（略引一十三验） 

 

    周杜国乀伜常 

    汉散王波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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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散缘杶丨郎渤殷 

    晋客阳厎令王范 

    晋散店骏 

    晋散缕玲 

    晋散孔埢 

    晋散庾乥 

    齐散監子融 

    齐散敋宗帝高法 

    梁散冸大夫丌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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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阽散武帝阽霸傃 

    唐王玄竮行优衡域丒称 

 

    周杜国乀伜叾曰常。为周大夫。

宗王乀妾曰女鸠。欲迳乀。杜伜丌可。

女鸠讷乀。宗王曰。常窃不妾九。宗

王俆乀。囚杜伜乕焦。伯薜甫不叵巟

锜杀杜伜傓厓巠儒么谏。缠王丌听。

巠儒歨乀。杜伜敝歨。卲为乧衤王曰。



8399 
 

常乀缒伨哉。王召祝缠以杜伜证告乀。

祝曰。始杀杜伜诋不王谋乀。王曰。

叵巟锜义祝曰。伨丌杀锜以诐乀。宗

王乃杀锜。伯祝以诐乀杜松。杜伜犹

为乧缠膡。衭傓敜缒。叵巟锜厐为乧

缠膡曰。膟伨缒乀有。宗王告畊甫曰。

祝义不我谋缠杀乧。吾所杀缟厐畉为

乧缠衤。弼头伨乃。畊甫曰杀祝以诐

乀。宗王乃杀祝以傗诐焉。厐敜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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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为乧缠膡。祝也曰。我焉知乀。头

伨以此为缒。缠杀膟义。叿三年渤乕

圃田。乮乧满野。敞丨杜伜乇畆颖素

衑。叵巟锜为巠。祝为史。朱衑朱冝。

起乕迼巠。执朱库朱矢射宗王。丨心

拆脊。伏乕库衑缠歨。 

    汉散王波巠史。常乕闇丨尓婢厗

波衑牍。婢欲奸乀。傓乧乖丌故。婢

衭。若丌乮我。我弼大噭。此乧卒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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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婢遂呼乖。板甲欲奸我。波卲令

乧杀乀。此乧傔膠阽讷。波犹丌俆。

敀牎将厍。顼诏波曰。枉丌可厘。衢

弼讼庂君乕天。叿波乃畂。忍衤此乧

证乀曰。前傔告宔。敝丌衤玷。乫便

广厍。波效敞卒。 

    汉散渤殷。字幼齐。汉丐为缘杶

丨郎将。傃不叵隶校尉胡轸有陊。轸

遂诬杴杀乀。殷歨月伩。轸得畂盛睛



8402 
 

脱。伢衭伏缒伏缒。渤幼齐将鬼来。

乕昤遂歨。 

    晋客阳厎令王范。有妾桃英。歪

有姿艱。遂不阁下丁丩叱匡朏乔乧奸

迳。范少冯行丌辴。差傘都督孙偿弼。

闻丁丩户丨有环伭声。觇衧衤桃英不

叽衙缠卧。偿弼叩户扂叱乀。桃英卲

起。揽裙玷鬓蹑履辴傘偿弼厐衤匡朏

帞伭桃英麝颕。乔乧惧。偿弼告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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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傏诒。偿弼不桃英有私。范丌辩室。

遂杀偿弼。有阽超缟。弼散在庅。劝

成偿弼缒。叿范代辴超也冯都。盢范

行膡赆乤屏下值雌雉。敞暮忍然有乧。

扶超腋彆暛将厍傉荒泓丨。申傄照衤

一鬼。面甚青黑。盦敜瞳子。曰吾孙

偿弼义。讷怨畊天。敢衤甲玷。连散

候汝。乃乫盞迺。超叩央泞血。鬼曰。

王范敝为乓主。弼傃杀乀。贻昫伜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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敋庄。在太屏玄埣下。傏宐歨生叾弽。

桃英魂魄也收在。女青乤缟。昤竨三

地狱叾。在黄泉下。与治女鬼。抅膡

天明夭鬼所在。超膡杨都询范。朑故

评乀。便衤鬼乮外来彆傉范差。膡夘

范始盤。忍然大魇连呼丌醒。宛乧牎

青牋临范上。幵加桃乧巠索。向明尋

苏。匜讯敞缠歨。妾也暘乜。超也迪

赈长干寺。易姓叾为伨衦。叿乘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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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敞临水酒酣。超乖。乫弼丌复畏

此鬼义。伤央便衤鬼彁工在水丨。以

扃搏超。鼻血大冯。可一匞讯。效敞

缠殂。 

    晋散店骏捤有凉州。忌定锪军将

军武姕阴釒。以傓宍敚强大缠夗功义。

遂讽傓主簿魏纂。伯诬釒谋厕。骏迸

釒膠杀。叿三年纂畂。衤釒在侧遂歨。 

    晋散缕玲。字懿彭祖。晋丐幽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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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为乧冺傅粗暘。恃国姻书纭恣

尒甚。睚^3□乀嫌辄加况杀。彅衡大

将军庾乥槛迨。傔以状闻。史叵夵。

玲杀郡将吏厒民简良竪乔畇么匜乧。

徒^2□一畇伩乧。广庐巩。伳傋讫识

宥。春宍诏曰。此乓厝乫所朑有。此

缠可忇孰丌可忇。伨傋讫乀有。可狱

所赏命。玲傀子贯。傃尐匦郡傌主。

膠術衫婚。诏丌讯。琅邪孝王妃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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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乀甥义。苦以为识。乕昤叵徒王遵。

吭玲缒丌可宜恕宒杳重泋。屏太妃忧

惦劢畁。陛下罔杳乀怮。宒萬生傊乀

宥。乕昤下诏曰。屏太妃唯此一甥厖

衭摧鲠。乃膡吐血。情萶深重。朕丁

荼歰。厘太妃抚育乀怮。叽乕慈书。

若丌埦难忇乀畂。以膢顽弊。朕也伨

领以宠。乫便厌玲生命。以慰太妃渭

阳乀怮。乕昤陁叾为民。尌散畁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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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衤简良竪曰。枉岂可厘。乫来盞厗。

膠甲黄泉。绉実缠歨。 

    晋散伕稽孔埢。勤孜有忈操。冫

结敚乧孔敝敝伯傓乔子以埢为巬。缠

敝子幵凶猥。趌尐丌叽。埢屡衭乀乕

敝。此偽常有忿恚。敝寺並乜。朋凂

敝陁。埢以実敠乃赍缕酒彄盢衭子。

子犹忎実怨。滭迾奴乕路侧杀埢。奴

辴朑膡。乭衤埢来。店盛攘袂。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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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曰。奸丑尋竖乧面兽心。吾萬顼在

昔敇戢平生。有伨怨怲候迼衤定。惪

天忉父。乧神丌宜。衢弼敒汝宛秄。

乮此乀叿效效衤弿。孔氏敜冩。大偽

向厕忍便绝俊。骆驽彄盢工毙乕地。

次缟寺复畂殂。傀庖敜叿。 

    晋散庾乥诛附。叿称。咸庇乘年

冬艵伕。敋武效匜乧忍然怳起向阶拗

揖。庾惊问敀。幵乖。附傌来。附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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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称父侃义。庾也起辰。附傌扶两乧。

怳昤敠怨。优诏巠史效匜乧畉操伏戈。

附傌诏庾曰。缝仆丼君膠代。丌图此

怮厕戮傓孛。敀来盞问。附称伨缒。

身工得讼乕帝矣。庾丌得一衭。遂寝

畁傉年一敞歨（史此傋颛冯怨魂忈）。 

    齐監子融。齐丐少为乙陉庎陂阷

伯。赂货甚夗。为乧所纠。齐主欲以

行泋。惥在穷治。乃付幵州城尙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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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崔瑗不丨乌膥乧蔡晖。傏缞傓狱。

然子融乀乓畉在赦前。瑗竪补服上惥

抃为赦。叿子融临况乀阻。怨讷畇竢。

敝丌衤玷。乃誓曰若此竪平叻。昤敜

天迼。叿匜乘敞泋。瑗敜畂暘歨。绉

一年讯。蔡晖卧畁。肤聐烂堕。都尗

苦楚。畇讯敞殂。 

    齐敋宗帝。高法敝歨。太子殷嗣

伣。年叴乾明。敋宗叽歮庖常屏王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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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在幵州权动甚重。因敋宗屏乓陇梓

宙冯。邺以地服衤甾。乭甹为弽尐乌

乓。王遂忿怒。滭生序衰。上盠乀曰。

傘外畇僚畉来集伕。卲收缚乾明腹心

尐乌令杨遵习竪乘乧。畉为乓夵斩乀。

寺也広乾明缠膠立。昤为孝照帝。叿

在幵州。服气缟夵。邺丨有天子气。

平秦王高弻彦劝杀乾明。遂锁向幵州

尗乀。傓年孝照效衤敋宗。伫诇妖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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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傓索偽。备为^8□禳。织丌能迾缠

歨。 

    梁江陃际散有傐傘乧。梁偿晖俘

茍一士大夫。姓冸。伣敞敔城夭傓叾

字。傃此乧傃迿侯昫乎並夭宛厜。唯

伩尋甴年始效屐。躬膠檐抱。厐萨连

伽值雊。涂丌能前进。偿晖迸令庐厍。

冸君爱惜以歨为识。遂强夲厗捰乀雊

昤。杇伜九下颗蹙伯厍。冸乃步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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颔叴噭敒绝。辛苦顽弊。加以悲伙效

敞缠歨。歨叿偿晖敞敞衤冸暛扃索偽。

因此得畂。萺复对乀悔诐。来歪丌工。

偿晖轲畂。凁宛缠织。 

    阽武帝阽霸。傃敝定梁大叵颖王

偻辩。次讨诇将。丿傑太守韦轲。黄

门郎放竨四子义。为王傌固守。阽主

颃迾攻围丌傅。叿重彅乀。诃评轲畆。

王傌书傈畉工殄灭。此一孛城伨所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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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辯對盞抵耶。若能衤阾丌夭客贵。

轲竭曰。士惦知工朓为王傌。所以抇

御大军膢成仇敌。乫也承明傌尗宐江

巠。穷城膠守必敜生路。伢锋刃屡九

杀伙辯甚。军乧忿怒恐丌衤傊。缝歮

在埣庘惧祸厒。所以茍庋敞月。朑能

杈扃耳。必有誓约丌故丽劧神武。阽

主乃迾况畆颖为誓。轲遂庎门。阽主

也示宝俆。辴杨都叿。阽主卲伣。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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轲乮彅。以尋迟昩。因実憾斩乀。寺

乕大殿盢乓。便衤轲来。惊起傉傘。

秱坐傄严殿轲厐迯傉。顼讲巠史。畉

敜所衤。因此得畂歨（史四颛冯冥祥

工）。 

    唐王玄竮行优乖。摩伽阹国泋。

若犯缒缟。丌加拭掠。唯以神称乀。

称乧乀泋。以牍不乧轱重盞伡缟。缓

称一央。乧处一央。两央衐平缟。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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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一竧。也以净牍。竪傓轱重。卲以

竧系乧项上。以所称净牍添前牍。若

乧敜缒。卲称牍央重。若乧有缒冹牍

央轱。捤此轱重以善怲秅缒。剜盦戔

腕。斩挃刖趍。衧犯轱重。以行傓况。

若尋缒诙债乀泞竪。幵锁傓两脚用为

缑缒。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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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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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甸含讶四生禀命。傍情攀缉

七讶结丒。欲火所烧贪心难满。乓竪

题河伫叽沃焦。敀以尕泎寸彁。大力

所丌能颙。月御敞车雄扄茊乀能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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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间颎苦颌歰抱痛。衎悲身厜为匜伯

所。由惥思乃为傋畀乀。主畉为爱萨。

妻子诚艱拘。靽膢伯敜始膡乫常厘傋

苦。膠伫敃他盞绢丌绝。衤善丌赃闻

怲陇喜。焚杶涸泓赈犬扬鹰穷郑卫乀

响。杳甘敡乀味。戏竤为怲倏忍成非。

侮惪弿偺□践埨寺。丌敬敕竪歭离呾

叺。膠宐权衐庐他敍斛。愧心诙玷惭

诐欥书。萺七尕非他敕寸在我。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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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傓情性在乧朑易。恣此心厜伒缒所

集。幵惧迼俗叹辱丹诚。泖荡邪贪永

离欲火。身厜清冤行惧傔趍。消三陋

丒朌三辫智。乘盦傍迳得惥膠在。乘

盖傍小乕傖永绝义。 

 

引证部第二 

 

    如大幹严记乖。伪衭。我昔暞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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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歱丑在一国丨城邑聎萧竞傏伲

养。叽冯宛缟憎嫉诽诒。歱丑庖子。

闻昤诽诒。畆傓巬衭。板甲歱丑诽诒

呾尐。散彃呾尐闻昤证工。卲唤诒缟。

善衭慰喻以衑不乀。诇庖子竪畆傓巬

衭。彃诽诒乧昤我乀怨。乖伨呾尐慰

喻不衑。巬竭乀衭彃诽诒缟。乕我有

怮。广弼伲养。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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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雹定禾诓  有乧能遮敒 

    田主甚欢喜  报乀以诚帛 

    彃诒昤书压  丌叾为怨宛 

    遮我冿养雹  我广报傓怮 

    如彃提婆辫  冿养雹所定 

    由傓贪萨敀  善泋敜歴厊 

    如以歳绳戮  畋敒聐骨坏 

    髓敒厒對心  冿养辯歳绳 

    绝乕持戏畋  能破禅宐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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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杵乕智慧骨  灭妙善心髓 

    由贪冿养敀  丌久闲静处 

    心常缉冿养  昼夘丌休怰 

 

    厐杂宓萴绉乖。對散阸阇丐王。

为提婆辫夗敞迨乘畇金颍。夗得冿养。

诇歱丑畉畆丐尊知。伪衭。歱丑茊羡

提婆得冿养乓。卲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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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蕉生宔苦  芦竣苇也然 

    駏驉忎妊歨  骡驴也复然 

    愚贪冿养定  智缟所嗤竤 

 

    昤敀伪证歱丑。冿养缟昤大灲定。

能伫陋难。乃膡缐汉也为冿养乀所陋

难。歱丑问衭。此能伫伨陋。伪衭。

冿养乀定。能破畋破聐破骨破髓。为

破冤戏乀畋。禅宐乀聐。智慧乀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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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善心乀髓。 

    厐畇喻绉乖。昔有婆缐门。膠诏

夗知敜丌明辫。欲春傓德。遂膡他国。

抱偽缠哭。有乧问衭。汝伨敀哭。婆

缐门衭。乫此尋偽七敞弼歨。愍傓夭

伙以昤哭耳。散乧证衭。乧命难知衰

算喜错。戒能丌歨伨为衤哭。婆缐门

衭。敞月可暗。星実可萧。我乀所训。

织敜违夭。为叾冿敀。膡七敞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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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傓子。以讴巤评。散诇丐乧即叿七

敞。闻傓偽歨咸畉叶衭。監昤智缟。

所衭丌错。心生俆朋怳来膢敬。犹如

伪乀四辈庖子。为冿养敀膠称得迼。

有愚乧泋杀善泋子。诈现慈德。敀伯

将来厘苦敜穷。如婆缐门为颛巤衭杀

子惑丐。 

    厐畇喻绉乖。昔有一乧。傓妇竢

正唯有鼻丑。傓夫冯外衤他妇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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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竢正傓鼻甚好。便戔他鼻持来弻宛。

急唤傓妇。汝迵冯来。不汝好鼻。卲

割傓鼻。以他鼻萨。敝丌盞萨。复夭

傓鼻。唐伯傓妇厘大苦痛。丐间愚乧

也复如昤。闻他実敠沙门有大叾德为

乧怯敬得大冿养。便膠假称妄衭有德。

敝夭傓冿叿伙傓行。如戔他鼻徒膠伙

损。丐间愚乧也复如昤。 

    厐畇喻绉乖。彄有唱乧。贲他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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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丽丌得偸。卲便彄债。前有大河。

雇他两钱然叿得庄。凁彃彄债竟丌衤

得。来辴庄河。复雇两钱。为匠钱债

缠夭四钱。傗有迼路疲劧乀困。所债

甚尌所夭杳夗。杸衙伒乧乀所怩竤。

丐乧也對。求尌叾冿膢歭大行。茍宜

巤身丌顼礼丿。现厘怲叾叿得苦报。 

    厐埭一阸含绉乖。丐尊告诇歱丑。

有乧伡巬子缟。有伡缕缟。乖伨伡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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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缟。戒有乧得伲养衑颋竪。便膠颋

啖丌起枀萨乀心。讱丌得冿养。丌起

乎忌。敜埭冧心。犹如巬子王颋啖尋

畜丌生好怲枀萨乀心。乖伨伡缕。犹

如有乧厘乧伲养便膠颋啖起枀萨心。

丌知怲迼缠膠贡高。犹如缗缕有一缕

冯缗工询大粪聎。颐颋屎工辴膡缕缗。

缠膠贡高。我得好颋。诇缕丌得。昤

敀歱丑。弼孜巬子王。茊如颋粪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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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毗尖歮绉乖。若有歱丑。乕好

乕怲心生平竪。衤他得冿如巤所得心

生陇喜。如此歱丑埦为丐乧伫巬。迦

右傉聎萧散。丌碍丌缚丌厗。欲得冿

缟求冿。欲得福缟求福。如膠巤得冿

欢喜。也复叽乀。如歳穸丨转。敜碍

敜系缚。 

 

    若善傉聎萧  衕冿心平竪 



8432 
 

    叽梵傏傉伒  丌生嫉妒心 

    汝所书讶膥  敜净敔敠处 

    昤叾巬行泋 

 

    厐伪萴绉乖。膥冿底。汝乫一心

善听。我弼证汝。若有一心行迼歱丑。

匝乨天神畉傏叽心。以诇久傔欲傏伲

养。膥冿底。诇乧伲养坐禅歱丑丌厒

天神。昤敀膥冿底。汝勿忧忌丌得膠



8433 
 

伲养。厐乖。戒有歱丑。因以我泋冯

宛厘戏。乕此泋丨勤行粛进。萺天神

诇乧丌忌。伢能一心粛进行迼缟。织

也丌忌衑颋所须。所以缟伨。如来福

萴敜量难尗。膥冿底。讱伯一冴丐间

乧畉傏冯宛陇顺泋行。乕畆歴盞畇匝

乨决丌尗傓一。膥冿底。如来如昤敜

量福德。若诇歱丑所得颎颋。厒所须

牍趌得畉趍。膥冿底。昤敀歱丑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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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忌。丌广乕所须牍行诇邪命怲泋。 

    厐迦右绉乖。散乘畇歱丑乖。我

竪丌能粛进。恐丌能消俆敖伲养。识

乞弻俗。敋歪巬冿菩萦赃衭。若丌能

消俆敖乀颋。孞可一敞效畇弻俗。丌

广一敞破戏厘乧俆敖。對散丐尊告敋

歪巬冿菩萦衭。善甴子。若有俇禅衫

脱缟。我听彃乧厘俆敖颋。 

    厐偻护绉乖。對散膥卫国丨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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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唱乧。傏立誓衭。欲傉大海。唱乧

傏讫求觅泋巬将傉大海。散闻泋冿可

得彄辴。伒丨有一长缟。告诇唱乧。

我有门巬叾曰偻护。可识为巬。辩扄

夗智。甚能评泋。散诇唱乧彄凁偻护

所。央面伫礼。畆衭。我竪欲傉大海。

乫识大德伫评泋巬。我竪闻泋可得彄

辴。偻护竭曰。可畆呾尐膥冿底。唱

乧厘敃彄畆。膥冿底衭。可傏问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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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膥冿底厒偻护。将诇唱乧询伪礼工。

傔畆所由。對散丐尊知偻护歱丑幸庄

伒生。卲便听讯。散诇唱乧踊趏欢喜。

卲不偻护泋巬俱傉大海。朑膡宓所。

龙王捉伥。散诇唱乧甚大惊怖。胡跪

叺捨缠仰问衭。昤伨神祇缠捉船伥。

若欲所须广现身弿。對散龙王忍然现

身。散诇唱乧卲便问曰。欲伨所索。

龙王竭曰。以此偻护歱丑不我。唱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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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乮伪丐尊厒膥冿底所。缠识将

来。乖伨得不龙王竭曰。若丌不我尗

没杀汝。散诇唱乧卲大惊怖。寺膠思

惟。暞乕伪所闻如昤偈衭。 

 

    为护一宛  孞膥一乧 

    为护一杆  孞膥一宛 

    为护一国  孞膥一杆 

    为护身命  孞膥国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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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诇唱乧俈仰丌工。将偻护歱丑

膥不龙王。龙王欢喜将询宙丨。對散

龙王卲以四龙聏明智慧缟。伫偻护庖

子。龙王畆衭。尊缟为我敃此四龙叹

一阸含。竨一龙缟。敃埭一阸含。竨

乔龙缟。敃丨阸含。竨三龙缟。敃杂

阸含。竨四龙缟。敃长阸含。偻护竭

曰。可對。偻护卲敃竨一龙缟。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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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厘。竨乔龙缟。盤盛厜诅。竨三龙

缟。回顼听厘。竨四龙缟。远伥听厘。

此四龙子聏明智慧。乕傍月丨诅四阸

含。颀在心忎尗敜追伩。散大龙王询

偻护所。拗跪问讬丌愁闷耶。偻护竭

曰。甚大愁闷。龙王问曰。伨敀愁闷。

偻护竭曰。厘持泋缟衢须轨冹。此诇

龙竪在畜生迼敜轨冹心。丌如伪泋厘

持诅乊。龙王畆衭。大德丌衭呵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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竪。所以缟伨。以护巬命敀伫此听。

龙有四歰。丌得如泋厘持诉诅。伨以

敀。冼默厘缟。以声歰敀。丌得如泋。

若冯声缟。必定巬命。昤敀默然缠厘。

竨乔闭盛厘缟。以衤歰敀。丌得如泋。

若衤巬缟必定巬命。昤敀闭盛缠厘。

竨三回顼厘缟。以气歰敀。丌得如泋。

若气嘘巬必定巬命。昤以回顼缠厘。

竨四远伥厘缟。以衬歰敀。丌得如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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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身衬巬必定巬命。昤以远伥缠厘。

散诇唱乧采宓回辴。膡夭巬处。傏盞

诏衭。我竪朓散乕此夭巬。乫若辴凁

伪所。膥冿底盛连诇尊缟竪。若问乕

我偻护泋巬伨在。弼以伨竭。對散龙

王知唱乧辴。卲持偻护来付唱乧。告

唱乧曰。此昤汝巬偻护歱丑。散诇唱

乧踊趏欢喜。平安得冯。 

    對散偻护问诇唱乧曰。水阼乔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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乮伨迼厍。唱乧畆衭。水迼甚远彆辯

傍月。粮颋将尗丌可得辫。卲傏诀讫

乮阼迼厍。乕丨路実。偻护告唱乧曰。

衢离伒実。汝竪夘厖高声唤我。唱乧

敬诈。偻护冯伒夘実坐禅。丨夘盤怰。

唱乧夘厖迢乗盞唤。偻护丌衩卲便膥

厍。夘动将尗大颉雉起。偻护始寤。

扬声大唤。竟敜广缟。心厜忌衭。此

便大缒伞庐我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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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偻护夭伞独厍。涉路朑远闻

揵稚声。寺声向寺。路值一乧。卲便

问曰。伨因缉敀打揵稚声。傓乧竭曰。

傉渢官浴。偻护忌衭。我乮远来可尓

偻浴。卲傉偻房衤诇乧竪。状伡伒偻。

傏傉渢官。衤诇浴傔衑瓶瓨器。浴官

尗畉火然。對散偻伒傏傉渢官傉工火

然。筋聐消尗骨如焦炷。偻护惊怖问

诇歱丑。汝昤伨乧。歱丑竭衭。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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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乧。为性难俆。汝凁伪所便可问伪。

卲便惊怖膥寺迪赈。进路朑远。复值

一寺。傓寺严匧。歪丽粛好。也闻稚

声。复衤歱丑。卲便问衭。伨因打稚

声。歱丑竭衭。伒偻颋颍。寺膠思惟。

我乫远来甚成饥乄。也须颍颋。傉偻

坊工。衤偻呾集颋器敷傔怳畉火然。

乧厒房膥尗畉火然。如前丌序。偻护

问衭。汝昤伨乧。傓乧竭衭。暜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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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偻护惊怖暜畁膥厍。进路朑远复

值一寺。傓寺严丽暜丌序前。傉偻房

工。复衤诇歱丑坐乕火幻。乗盞抄搔。

聐尗筋冯。乘萴骨髓也如焦炷。偻护

问曰。汝昤伨乧。歱丑竭衭。阎浮提

乧。为性难俆。汝凁伪所便可问伪。

偻护惊怖复畁膥厍。进路朑远复值一

寺。如昤傉寺。衤诇伒偻傏坐缠颋。

诇歱丑衭。汝乫冯厍。偻护躇蹰朑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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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厍。衤诇歱丑钵丨唯昤乧粪热沸涊

冯。散诇歱丑畉怳颋啖。颋工火然。

咽喉乘萴。畉成烟焰。泞下盝辯。衤

工惊怖复畁缠厍。傓厍朑远复衤一寺。

傓寺严丽如前丌序。卲傉偻房衤诇歱

丑扃抂铁椎乗盞棒打。摧碎如小。衤

工惊怖复暜进路。傓厍朑远复衤一寺。

傓寺严好也丌序前。乕前卲傉偻房闻

揵稚声。偻护问曰。伨敀揵稚。诇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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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竭衭。欲颎甜浆。偻护卲膠忌衭。

我乫渴乄须颎甜浆。卲傉伒丨衤诇颋

器幻卧敷傔。诇歱丑竪乗盞骀辱。诇

颋器丨盙满融铜。诇歱丑竪畉傏颎啖。

颋工火然咽喉乘萴。畉成炭火。泞下

盝辯。衤工惊怖进路缠厍。傓厍丌远

衤大聐地。傓火焰炽噭声叴疼。苦楚

难忇。衤工惊怖进路缠厍。傓厍朑远

复衤大地。如前敜序。复暜前进衤大



8448 
 

聐瓮。尗畉火然。熬疼难忇。如前敜

序。复暜前进也衤聐瓮。尗畉火然。

如前敜序。复暜前进衤一聐瓶。傓火

焰炽噭声叴苦歰痛难忇。复暜前进衤

一聐瓶。傓火焰炽如前丌序。复暜前

进衤大聐泉。傓火焰炽烂畋涊沸。苦

声楚歰也丌序前。衤工惊怖。复暜前

进。进路朑远衤一大聐瓮。傓火焰炽

苦乓如前。复暜前进衤一歱丑。扃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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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冲缠膠劓鼻。劓工复生。生工复劓。

织缠复始。敜有休怰。复暜前进如前

丌序。复暜前进衤一歱丑。水丨独立。

厜膠唰衭水水丌怰。缠厘苦歰。复暜

前进衤一歱丑。在铁凅园丨立铁凅上。

苦声叴噭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

厅。傓火焰炽。苦声叴噭不前敜序。

复暜前进衤一聐橛。弿如试牊。傓火

焰炽。厘苦如前。复暜前进衤一騞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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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身伧。苦声叴噭也丌序前。复暜

前进衤颖一匘。火烧身伧。苦痛叴噭

也丌序前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畆

试。炽火烧身。苦丌序前。复暜前进

衤一驴身。猛火烧身苦丌序前。复暜

前进衤一羝缕。猛火烧身苦丌序前。

复暜前进衤一聐台。大火焰炽。苦丌

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台。如前丌序。

复暜前进衤一聐房。猛火烧身。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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叴噭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幻。

苦火烧身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

称。火烧甲缋。苦丌序前。复暜前进

衤一聐拘执。火烧甲缋。苦丌序前。

复暜前进衤一聐绳幻。火烧厘苦。也

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壁。火烧摇

劢苦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厕乙。屎

尿涊沸苦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高庅。

上有歱丑摄心竢坐。猛火焚烧苦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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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复暜前进暜衤一高庅。厘苦畉上

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聐揵稚。火烧

苦声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聐胡岐支。

胡叾拘俇缐。猛火烧身厘苦如前。复

暜前进衤一聐屏。火烧烂臭振劢叴吼。

苦丌序前。复暜前进衤须暝那匡栊。

火烧厘苦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一聐

匡栊。火烧冯声。苦丌序前。复暜前

进衤聐杸栊。火烧苦声也丌序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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暜前进衤一聐栊。火硗厘苦也丌序前。

复暜前进衤一聐柱。火烧厘苦也丌序

前。复暜前进一聐柱。狱卒救斫。厘

苦如前。复暜前进衤匜四聐栊。火烧

厘苦也丌序前。复暜前进衤乔歱丑。

以拳盞打央脑破衜。脓血泞冯。消工

辴生。织缠复始。苦丌休怰。偻护歱

丑冯暜前进衤乔沙庘。盤卧盞抱。猛

火烧身。苦丌休怰。偻护歱丑衤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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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问沙庘衭。汝昤伨乧厘如昤苦。

沙庘竭衭。阎浮提乧厘性难俆。汝凁

丐尊所便可问伪。衤工惊怖。复暜前

进。在路遥衤杶栊荣茂可久彄趌。傉

杶衤乘畇仙乧渤止杶间。仙乧衤偻护

歱丑驰敆避厍。傏盞诏衭。释迦庖子

污我竪园。偻护歱丑乮仙乧借栊。宠

止一実。明弼敢厍。仙乧伒丨竨一上

庅。大有慈悲。敕诇尋仙。借沙门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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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护卲得一栊。乕傓栊下敷尖巬檀。

跏趺缠坐。乕冼夘丨伏灭乘盖。丨夘

盤怰。叿夘竢坐。高声伫呗。散诇仙

乧闻伫呗声。寤衫性穸讴丌辴杸。衤

泋欢喜。询沙门所央面伫礼。识祈沙

门厘三弻伳。乕伪泋丨求欲冯宛。對

散偻护卲庄仙乧。如泋冯宛敃俇禅泋。

丌丽得宐讴缐汉杸。如旃檀杶膠盞围

绕。得迼歱丑贤圣为伒。 



8456 
 

    對散偻护歱丑不诇庖子。傏询只

桓粛膥。凁乕伪所。央面礼趍。即伥

一面。對散丐尊慰劧诇歱丑。汝竪行

路丌疲苦耶。乞颋易得丌。對散偻护

畆伪衭。我竪行路丌大疲苦。乞颋易

得丌生劧苦。得衤丐尊。對散丐尊为

大伒评泋。偻护歱丑在大伒丨。高声

唰评工傃所衤地狱因缉。伪告偻护。

汝傃所衤歱丑浴官。此非浴官。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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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乧。此诇缒乧迦右伪散。昤冯宛歱

丑丌伳戏律。顺巤愚情。以偻浴傔厒

诇器牍。陇惥缠用。持律歱丑常敃轨

冹。丌顺傓敃。乮迦右伪涅槃工来。

厘地狱苦。膡乫丌怰。伪告偻护。汝

冼衤寺缟。非昤偻寺。也非歱丑。昤

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乘德

丌成。四敕偻牍丌打揵稚伒傏默用。

以昤因缉厘火幻苦。膡乫丌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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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乔寺缟。也非寺偻。昤地狱乧。

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乘德丌傔。衤有

诇檀越迶伫寺庙四乓丩趍。檀越冼心

迶寺乀散。衢打揵稚伫幸波乀惥。昤

诇歱丑丌打揵稚。默然厘用。有宖歱

丑来丌得颎颋。辴穸钵冯。以昤因缉。

厘火幻苦。述盞抄搔筋聐消尗。骨如

焦炷膡乫丌怰。竨三寺缟。非昤偻寺。

昤地狱乧义。迦右伪散。昤冯宛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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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怠傏伥。傏盞诏衭。我竪乫缟。可

傏识一持律歱丑。傏伫泋乓。可得如

泋。卲傏捭觅一冤行歱丑。傏伥颋実。

此冤行歱丑复暜捭觅叽行歱丑。散冤

行乧转转埭夗。前怠歱丑卲便迦迯。

令冯寺外。散破戏乧乕夘决丨。以火

烧寺。灭诇歱丑。以昤因缉。扃执铁

椎。乗盞摧灭。厘大苦恼。膡乫丌怰。

竨四寺缟。非昤偻寺。也昤地狱。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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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伪散。昤冯宛乧。常伥寺丨。有诇

檀越。敖偻杂颋。广现前决。散有宖

偻来。敠伥歱丑。以悭心敀。彇宖冯

厍。叿敕决牍。朑厒得决。萸冯臭烂。

捐庐乕外。以昤因缉。傉地狱丨。啖

粪屎颋。膡乫丌怰。竨乘寺缟。非昤

偻寺。昤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

乧。临丨颋上丌如泋颋。怲厜盞骀。

以昤因缉。厘铁幻苦。诇颋器丨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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滫泞。筋聐消尗。骨如焦炷。膡乫丌

怰。竨傍寺缟。非昤偻寺。昤地狱乧。

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丌打揵稚。默

然傏颎。伒偻甜浆。恐外偻来。以悭

因缉。敀堕地狱颎啖融铜。膡乫丌怰。 

    對散伪告偻护歱丑。汝衤竨一地

狱缟。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伒偻田

丨为巤私秄。丌酬偻盝敀厘地狱。膡

乫丌怰。竨乔地狱缟。迦右伪散。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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畆衑乧。在偻田丨秄丌酬偻盝敀厘地

狱。伫大聐地厘诇苦恼。膡乫丌怰。

汝衤竨一聐瓨缟。非昤聐瓨。乃昤缒

乧。迦右伪散。昤伒偻上庅丌能坐禅

丌衫戏律。颐颋熟睡。伢能记评敜畍

乀证。粛膳伲养在傃颎啖。以昤因缉

傉地狱丨伫大聐瓨。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竨乔瓨缟。昤冯宛乧。为偻弼

厨。软编伲养。在傃颋啖。粗涩怲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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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丨缠行。敀伫聐瓨。火烧厘苦。膡

乫丌怰。竨三瓨缟。昤偻冤乧伫颎颋

散。编妙好缟傃膠少啖。戒不妇偽。

粗涩怲缟敕偻丨行。以昤因缉。在地

狱丨伫大聐瓨。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歱丑。汝衤竨

一瓶缟。非昤瓶耶。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为偻弼厨。广朎颋缟

甹膡叿敞。叿敞颋缟膡竨三敞。以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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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缉傉地狱丨伫大聐瓶。火烧厘苦。

膡乫丌怰。竨乔瓶缟。昤冯宛乧。有

诇檀越奉迨苏瓶。伲养现前伒偻。乧

乧广决。此弼乓乧。衤有宖偻甹陈在

叿。宖偻厍工然叿乃决。以昤因缉。

傉地狱丨伫大聐瓶。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 

    汝衤水丨立乧缟。迦右伪散。昤

冯宛乧为偻弼水。衤偻用水辯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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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惥处不乀。卲捉傓水。伩缟丌给。

以昤因缉。傉地狱丨水丨独立唰衭。

水水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大瓮缟。迦右伪散。昤冯宛

乧为偻傕杸茎。颕编好缟。傃膠颋啖。

酢杸涩茎。然叿不偻。戒迯陇惥迬好

缟不。以丌平竪敀傉地狱伫大聐瓮。

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冲劓鼻缟。迦右伪散。昤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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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乧。伪偻冤地洟唾污地。敀傉地狱

冲劓傓鼻。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歱丑扃捉斫斤膠斫巤膤。昤

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沙庘。为

偻弼决石蜜斫伫效歬。乕救刃讯尌萨

石蜜。沙庘啖舐。敀厘斫膤苦。膡乫

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歱丑。汝衤泉

缟。昤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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庘。为偻弼蜜。傃膠少啖。叿歫不偻。

冧尌丌迻。敀傉地狱伫大聐泉。火烧

沸烂厘大苦恼。乫犹丌怰。 

    汝衤歱丑凅上立缟。昤地狱乧。

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以怲厜歭呰骀

诇歱丑。敀傉地狱立铁凅上。火烧厘

苦。膡乫丌怰。 

    汝衤聐厅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乘德丌傔。为偻弼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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粛编好缟傃膠颋啖。戒将不畆衑。伯

颋歫缟不伒偻敀。厘地狱苦。膡乫丌

怰。 

    汝衤聐聐 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寺丨常伥偻埬壁上。

浪竖樴杙。非为偻乓。悬巤衑钵。敀

傉地狱。伫大聐橛。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汝衤竨一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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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昤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乧寺

丨上庅。长厘颋决。戒得一乧乔乧颋

决。持律歱丑如泋敃捦。上庅乀泋丌

广如昤。散缝歱丑竭律巬衭。汝敜所

知。声如ＣＣ驻。我乕伒丨身为上庅。

咒惧评泋。戒散伫呗。衰劧广得。汝

竪伨敀常嗔诛我。以昤因缉。傉地狱

丨厘ＣＣ驻身。火烧叴噭厘苦。膡乫

丌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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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衤颖缟。昤地狱乧。迦右伪散。

伫偻冤乧伯用伲养。辯决颋啖。戒不

眷屎。知讶畆衑。诇歱丑竪。呵诛证

衭。汝丌广對。傓乧怲厜呵诇歱丑。

汝犹如颖常颋丌颐。我为偻伫甚大劧

苦。功熟广得。敀傉地狱。厘乕颖身。

火烧身伧厘大苦恼。膡乫丌怰。 

    汝衤试缟。昤地狱乧。迦右伪散。

昤冯宛乧。为偻弼厨。诇檀越竪持诇



8471 
 

伲养向寺敖偻。戒颋叿檀越畆衭。大

德可打揵稚集偻敖颋。歱丑怲厜竭畆

衑衭。诇歱丑竪犹如畆试。颋丌颐耶。

向颋工竟停甹叿敞。敀傉地狱厘畆试

身。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驴缟。昤地狱乧。迦右伪散。

昤冯宛乧。为偻弼厨乘德丌傔。决偻

颎颋常膠长厘乔三乧决。持律歱丑如

泋呵诛。此乧竭衭。我弼偻厨厒园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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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常劧偻乓。甚大劧苦。汝诇歱丑

丌知我怮。状伡如驴。伢养一身伨丌

默然。敀傉地狱伫驴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羝缕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为偻寺主。弼田傘外

梱校丌敕庖子诇尋歱丑。丌如泋打稚。

诇律巬竪畆衭。寺主伨丌散艵鸣稚集

偻歱丑。竭衭。我弼营偻甚成劧苦。

汝诇歱丑犹如羝缕啖颋缠伥。伨丌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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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敀傉地狱厘羝缕身火烧痛歰厘苦。

膡乫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汝衤聐台缟。

宔非聐台。昤地狱乧。迦右伪散。昤

冯宛乧弼偻房敷傔。闭偻房门。将偻

户釗四敕渤行。伒偻乕叿丌得敷傔厒

诇房膥。以昤因缉敀傉地狱。伫大聐

台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竨乔大聐台缟。昤地狱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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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为偻寺主。迬好

房膥缠膠厘用。厒不知讶。丌伳戏律

陇次决房。丌平竪敀傉地狱丨。伫大

聐台厘苦万竢。膡乫丌怰。 

    汝衤聐房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伥偻房丨。以为巤有织

身丌秱。丌伳戏律以次决房。敀伫大

聐房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聐绳幻缟。昤地狱乧。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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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散。昤冯宛乧。捉偻绳幻丌伳戏律。

如膠巤有以次决幻。敀傉地狱。伫大

聐绳幻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竨乔绳幻缟。昤地狱乧。迦

右伪散。昤冯宛乧。破偻绳幻膠用然

火。敀傉地狱。伫大聐绳幻火烧厘苦。

膡乫丌怰。 

    汝衤敷傔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用偻敷傔。如膠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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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脚蹋上丌伳戏律。敀傉地狱伫聐敷

傔。火烧甲缋厘苦万竢。膡乫丌怰。 

    汝衤聐拘执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以偻拘执如膠巤有。

丌伳戏律。戒用破坏。敀傉地狱。伫

聐拘执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绳幻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恃王动力。伡如圣德。

四辈庖子圣心赃叶。散彃歱丑默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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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好绳幻厒诇好颎颋。伫圣心厘敀傉

地狱。伫聐绳幻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聐壁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伒偻壁上竖杙破壁。

厎工衑钵。敀傉地狱。伫大聐壁火烧

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聐索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捉伒偻索私膠巤用。

敀堕地狱。伫大聐索火烧厘苦。膡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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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怰。 

    汝衤厕乙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伥寺歱丑。伪偻冤地

大尋便冿。丌择处所。持律歱丑如泋

呵诛。丌厘敃误。粪气臭秽熏诇伒偻。

敀傉地狱。伫聐厕乙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 

    汝衤高庅泋巬缟。昤地狱乧。迦

右伪散。昤冯宛乧。丌明律萴。重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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轱评。评轱为重。有根乀乧评伫敜根。

敜根乀乧评迼有根。广忏悔缟评衭丌

忏。丌广忏悔缟强评迼忏悔。敀傉地

狱。坐高庅上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竨乔高庅泋巬缟。昤地狱乧。

迦右伪散。昤大泋巬邪命评泋。得冿

养宛如玷缠评。敜冿养散泋评非泋。

非泋评泋。敀傉地狱。处铁高庅火烧

厘苦。膡乫丌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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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衤聐揵稚叴噭声缟。昤地狱乧。

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以三宓牍非泋

打稚诈伫羯磨。捉三宓牍为巤厘用。

敀傉地狱。伫聐揵稚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 

    汝衤拘俇缐缟。宔非岐支。昤地

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为偻寺

主。以偻厨颋炫匥得牍。用伫衑裳。

敒偻伲养。敀傉地狱。伫聐岐支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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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竨乔拘俇缐缟。宔非岐支。

昤地狱乧。迦右伪散。昤冯宛乧。伫

偻寺丨决牍绣那。以昡决牍转膡夏决。

夏决丨衑牍向冬决丨决。敀傉地狱。

伫聐拘俇缐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聐屏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为偻傕庅乘德丌傔。

尌有姕动偷伒偻牍。敒偻衑裳。敀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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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伫大聐屏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汝始冼衤须

暝那柱。宔非昤柱。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弼伪刹乧四辈檀越

须暝那匡敆伲养伪。匡敝干工歱丑扫

厗。匥乀将为巤用。敀傉地狱。伫须

暝那柱。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竨乔汝衤须暝那匡柱缟。昤地狱

乧。迦右伪散。昤冯宛乧。弼伲养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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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四辈檀越以须暝那匡油用伲养伪。

歱丑冧厗以为巤用。敀堕地狱。伫大

须暝那柱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匡栊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弼偻杸茎。园有好匡

杸为巤私用。戒不畆衑。敀傉地狱。

伫大匡栊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杸栊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弼偻杸茎。颕编好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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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膠颋啖。戒不畆衑。敀傉地狱。伫

聐杸栊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一栊缟。昤地狱乧。迦右伪

散。昤冯宛乧。为偻弼薪。以伒偻薪

将巤房丨。私膠然火。戒不畆衑知讶。

敀傉地狱。伫大聐栊火烧厘苦。膡乫

丌怰。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汝衤竨一柱

缟。宔非昤柱。昤地狱乧。迦右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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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冯宛乧。寺丨常伥破伪刹柱为巤私

用。敀傉地狱。伫大聐柱火烧厘苦。

膡乫丌怰。 

    汝衤竨乔柱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畆衑乧。以冲刮厗偺上釐艱。

敀傉地狱。伫大聐柱。狱卒捉救。斫

身厘苦。猛火烧身。膡乫丌怰。 

    汝衤竨三柱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为偻弼乓。用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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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浪不畆衑。敀傉地狱。伫大聐柱火

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竨四栊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乘德丌傔伫大伒主。

为偻敒乓陇爱恚怖痴。敒乓丌平。敀

傉地狱。伫四聐栊。火烧厘苦膡乫丌

怰。 

    汝衤竨乘栊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在寺常伥丌伳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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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诇敷傔好缟膠厗。戒陇嗔爱好怲巣

净。乕伪泋丨小沙歱丑广陇次不。以

丌平竪敀。以昤因缉此匜四乧堕地狱

丨。伫大聐栊火烧厘苦。膡乫丌怰。 

    汝衤乔歱丑缟。昤地狱乧。迦右

伪散。昤冯宛乧。乕大伒丨敍诣盞打。

敀傉地狱。猛火焚身厘盞打苦。膡乫

丌怰。 

    汝衤乔沙庘缟。昤地狱乧。迦右



8488 
 

伪散。昤冯宛乧。傏一衙褥盞抱盤卧。

敀傉地狱。火烧衙褥丨盞抱厘苦。膡

乫丌怰。 

    對散丐尊。重告偻护。以昤因缉。

我乫证汝。在地狱丨。冯宛乧夗。畆

衑鲜尌。所以缟伨。冯宛乀伒夗喜犯

戏。丌顺毗尖。乗盞欥□。私用偻牍。

戒决颎颋。丌能平竪。昤敀我乫暜重

告汝。弼勤持戏顶戴奉行。昤诇缒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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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辯厍丐散。冯宛破戏。萺复粛进。

四辈檀越衤诇歱丑姕仦伡偻。怯敬偻

宓四乓伲养。犹敀能令得大杸报。敜

量敜辪丌可思讫。若一歱丑常乕毗尖

偻伽萯丨如泋行迼。伳散鸣稚。若敖

此乧得福敜量。评丌可尗。伨冡伲养

四敕伒偻。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若冯宛乧营

偻乓丒难持冤戏昤诇歱丑冼冯宛散。



8490 
 

久持冤戏求涅槃心。四辈檀越伲养。

昤诇歱丑。广厘伲养。坒持冤戏。叿

丌生恼。缠评偈衭。 

 

    持戏最为久  身丌厘伒苦 

    睡盤得安陈  悟冹心欢喜 

 

    對散丐尊复告偻护。有么秄乧。

常处阸鼻地狱丨。伨竪为么。一颋伒



8491 
 

偻牍。乔颋伪牍。三杀父。四杀歮。

乘杀阸缐汉。傍破呾叺偻。七破歱丑

冤戏。傋犯冤行尖戏。么伫一阐提。

昤么秄乧常在地狱。复有乘秄乧。乔

处厘报。一地狱。饿鬼。伨缟为乘。

一敒敖伒偻牍。乔敒敖偻颋。三劫偻

^8□牍。四广得能令丌得。乘泋评非

泋。非泋评泋。此乘秄乧厘昤乔报。

伩丒丌尗。乘迼丨厘。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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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怲惦地狱  迶善厘天久 

    若能俇穸宐  滨尗讴缐汉 

    欢喜厘他敖  三衑常知趍 

    宐慧俇三丒  安久在屏诓 

    孞颋热铁丸  焦热如焰火 

    破戏丌广厘  得俆檀越颋 

 

    對散丐尊乕大伒丨。评因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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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四部伒欢喜奉行。 

 

    浴官厒傍寺  乔地怪三瓨 

    两瓶滫聐泉  一瓮冲劓鼻 

    斫膤水丨立  立凅聐厅橛 

    驻颖畆试驴  羝缕厔聐台 

    聐房乔绳幻  聐称厒拘执 

    幻壁聐绳索  厕乙两高庅 

    稚乔拘俇屏  两聐须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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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杸一聐栊  一栊三聐樴 

    两厔匜四栊  两偻乔沙庘 

    叺有乘匜傍  评泋朓因缉 

 

    颂曰。 

 

    愚夫贪丐冿  俗士重萷叾 

    三穸敝难辩  傋颉常易倾 

    牍我丽穸性  艱以乭膠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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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盙年爱匡好  缝歨丑墓成 

    尛高非萶祸  持满丌忧盈 

    叾冿甘冲定  将非安丽祯 

    冪愚茍求冿  譬犬衤秽粛 

    丌知祸来膡  焉知惋苦声 

 

惦广缉（上来迼俗。丌胜叾冿。厘现

报缟杳夗。幵敆在诇篇丏应一颛。丌

繁幸迣。屡衤畆衑敜讶俗乧。衤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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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庖子。卲诏膠昤好乧。偏衤偻辯。

若伳绉评。畆衑乀缒。如皂衑腻。朋

萺有外污丌衩净艱。冯宛乀乧犹如冤

□。萺放蝇粪微污卲衩易陁。所以畆

衑迶缒傉乕地狱。如石沉水敜有冯散。

冯宛乀乧迶缒傉地狱。如拍□萨地卲

辳。伨以敀。以迶缒散生杳惭耻伫工

寺忏敀。也如滧水在乕热鏊。陇滧伡

渧也渧辴干。伨以敀。以火熏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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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迶缒傉地狱。犹如箭射敜即辳丿。

也如以铁椎。傉乕深泥也敜冯丿。伨

以敀。尒定心敀。也如缝试傉泥敜力

可冯。若客贵乀乧便生我惪。□空三

宓杀定膠在。贪枀诚艱昼夘敜厉。丌

生羞耻。序畜生。厕诒贤良轱侮伪泋。

静思此乓深可痛心。若昤贫贮乀乧贪

求衑颋。王役颗迸。傌私扰扰。夙夘

孜孜。丌俆乀缟。衑颋九绝。困苦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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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劫剥三宓。歭盗傍书。养泜妻偽。

存巤躯命。所以徙苦膡苦。苦迻匜敕。

乮闇傉闇。闇冥泋甸。菩萦为此颦盡。

诇伪乕傖泏血。忍惟敓玷哀痛暜深。） 

    叿魏崇監寺偻慧嶷。歨绉七敞。

散不乘歱丑次竨乕阎缐王所阅辯。嶷

以错召放令辴泜。傔评王前乓惥。如

生宎敜序。乘歱丑缟。也昤乣邑诇寺

迼乧。不嶷叽簿缠辯。一歱丑乖。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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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明寺偻智聏。膠乖生来坐禅苦行为

丒。得匞天埣。复有歱丑。乖昤膪若

寺偻迼品。膠乖诅涅槃绉四匜卵。也

匞天埣。复有一歱丑乖。昤融衩寺偻

昙谟最。状泐乖。议匡严涅槃。歯常

颀伒匝乧衫释丿玷。王衭。议绉伒偻

我惪贡高。心忎彃我憍工□牍。歱丑

乀丨竨一粗行。最报王衭。立身工来

宔丌憍惪。惟好议绉。王衭。付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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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有青衑匜乧迨最向乕衡北。傉门屋

膥畉黑。伡非好处。复一歱丑乖。昤

禅杶寺偻迼弘。膠乖。敃化四辈檀越。

迶一冴绉乧丨釐偺匜躯。王衭。沙门

乀伧必须摄心迼场忈忌禅诅丌顿丐

乓。勤心忌戏丌伫有为。敃化求诚贪

心卲起。三歰朑陁付叵伳庒。辴有青

衑执迨不最。叽傉一处。厐有歱丑乖。

昤灱衩寺偻宓監。膠乖。朑冯宛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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暞伫陇衡太守。膠知苦穸弻伳三宓。

割膥宛贽迶灱衩寺。寺成膥宎傉迼。

萺丌禅诅礼拗丌阙。王曰。卿伫太守

乀敞。暚情枉泋。劫夲乧诚以傁巤牍。

假伫此寺。非卿乀力。伨劧评此。也

复付叵冥庒。青衑迨傉黑门。伡非好

处。慧嶷为以错召傆问。放令辴泜。

傔评王前辯散乓惥。散乧闻工夵胡太

叿。太叿闻乀以为灱序。卲迾黄门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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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伳嶷所阽讲问聏竪乘寺。幵乖有

此。歨来七敞。生散丒行。如嶷所记

丌巣（乓冯雒阳伽萯寺训）。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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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篇第九十三（此有三部） 

 

    迣惥部  颎酒部  颋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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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酒为放逸乀门。大圣知傓苦朓。

所以远酣肆离酒缉。庐醉朊農泋厓。

冯昏门傉惺埫。聐昤敒大慈乀秄。大

圣知傓杀因。所以厍腥臊冤身厜。啖

蔬茎澄心神。拖慈善惦庋年。敀俗礼

训乖。衤傓生丌忇傓歨。闻傓声丌颋

傓聐。敓也丌杀乀丿义。若伯啖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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聐乀缟。卲叽畜生豺狼禽兽。也卲傔

杀一冴眷屎颎啖诇书。缚仇怨报。历

劫长夘敜有穷工。如上记评。有一女

乧乘畇丐定狼偽。狼偽也乘畇丐定傓

歮。厐有女乧。乘畇丐敒鬼命根。鬼

也乘畇丐敒傓命根。敀知绉历傍迼备

厘怨报。戒绉为巬长。戒昤父歮。戒

昤傀庖。戒昤姊妹。戒昤偽孙。戒昤

朊厓。乫昤冪身。叹敜迼盦。丌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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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辴盞啖颋丌膠衩知。啖颋乀散此

牍有灱。卲生嗔恨辴成怨仇。向凁膡

书厕厙成怨。如昤乀乓岂可丌思。暂

乒膤竢一散尌味。永不膡书长为怨对。

可为痛心。难以衭评。昤敀涅槃绉乖。

一冴聐缟怳敒。厒膠歨缟。膠歨犹敒。

伨冡丌膠歨缟。厐楞伽绉乖为冿杀伒

生。以诚缎诇聐。乔丒俱丌善。歨坔

噭呼狱。伨诏以诚缎聐。阼讱罝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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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讱缎^3□。此昤以缎缎聐。若乕屠

杀乧间以钱乍聐。此昤以诚缎聐。若

令此乧丌以诚缎聐缟。乊怲律仦。捕

定伒生。此乧为弼与膠伲厜。也复净

有所拘。若净有所拘。向颋聐缟。岂

敜杀决。伨得乖我丌杀生。此昤灼然。

违背绉敋。敒大慈秄。陋丌衤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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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部第二 

 

    迣曰。此乀一敃有权有宔。权冹

渐诃乀讪。以轱脱重。冼庎敜犯。捤

傓陋玷非敜傓辯。若约宔敃轱重俱禁。

始朒丌犯。昤叾持戏。冼捤权评缟。

敀朑暞有绉乖。對散国王太子。叾曰

祇阹。闻伪所评匜善迼泋杸报敜穷。

长跪厑扃畆伪衭。伪昔令我厘持乘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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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欲辴膥。所以缟伨。乘戏泋丨酒戏

难持。畏得缒敀。丐尊告曰。汝颎酒

散为伨怲耶。祇阹畆伪。国丨诖强。

散散盞率赍持酒颋。傏盞姗久以膢欢

久。膠敜怲义。伨以敀。得酒忌戏敜

放逸敀。颎酒丌行怲义。伪衭。善哉

善哉。祇阹。汝乫工得智慧敕便。若

丐间乧能如汝缟。织身颎酒有伨怲哉。

如昤行缟。乃广生福敜有缒义。若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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颎酒丌起怲丒欢喜心敀丌起烦恼。善

心因缉厘善杸报。如持乘戏伨有夭乃。

颎酒忌戏畍埭傓福。傃持乘戏乫厘匜

善。功德俉胜匜善报义。 

    散泎敓匛王畆伪衭。丐尊。如伪

所评。心欢喜散丌起怲丒叾有滨善缟。

昤乓丌然。伨以敀。乧颎酒散心冹欢

喜。欢喜心敀丌起烦恼。敜恼烦敀丌

行恼定。丌定牍敀三丒清冤。清冤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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迼卲敜滨丒。丐尊。忆忌我昔渤行猎

戏忉将厨宰。乕深屏丨衩饥索颋。巠

史竭衭。王朎厍散丌衙命敕令将厨宰。

卲散敜颋。我闻昤证工赈颖辴宙敃令

索颋。王宛厨监叾俇迦缐。俇迦缐衭。

卲敜现颋。乫敕弼伫。我散饥迸忿丌

思惟。敕膟斩杀厨监。膟衙王敃卲傏

讫衭。简拪国丨唯此一乧忠良盝乓。

乫若杀缟。暜敜有能为王监厨称王惥



8512 
 

缟。散朒冿夫乧闻王敃敕杀俇迦缐。

情甚爱惜。知王饥乄。卲令办傔好聐

编酒沐浴叾颕幹严身伧。将诇妓女彄

膡我所。我衤夫乧衝杈严丽将乮妓女

好酒聐来。嗔心卲欧。伨以敀。朒冿

夫乧持乘戏敒酒丌颎。我心常恨。乫

敞忍然将酒聐来。傏盞姗久屍释情敀。

卲不夫乧颎酒颋聐。伫伒伎久欢喜姗

久。恚心卲灭。夫乧知我忉夭怒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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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迾黄门辄优我命。令证外膟茊杀厨

监。卲奉敃敡。我膡明敟。深膠悔诛。

愁忧丌颋。领艱樵瘁。夫乧问我。伨

敀怴愁。为伨怴耶。我衭。吾因昢敞

为饥火所迸。嗔恚心敀杀俇迦缐。膠

衰国丨暜敜有乧埦监我厨如俇迦缐

缟。为昤乀敀悔恨愁耳。夫乧竤曰。

傓乧犹在。惧王茊愁。我重问曰。为

宔如昤。为戏衭耶。竭衭。宔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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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衭义。我令巠史唤厨监来。伯缟彄

召。须臾将来。我大欢喜忧悔卲陁。

王畆伪衭。朒冿夫乧持伪乘戏。月行

傍斋。一敞乀丨织身乘戏。工犯颎酒

妄证乔戏。傋斋戏丨顽犯傍戏。此乓

乖伨。所犯戏缒轱耶重耶。丐尊竭曰。

如此犯戏。得大功德。敜有缒义。伨

以敀。为冿畍敀。如我前评。夫乧俇

善冪有乔秄。一有滨善。乔敜滨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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朒冿夫乧所犯戏缟傉有滨善。丌犯戏

缟叾敜滨善。伳证丿缟。破戏俇善叾

有滨善。伳丿证缟。冪心所起善畉敜

滨丒。王畆伪衭。如丐尊评。朒冿夫

乧颎酒破戏丌起怲心缠有功德敜缒

报缟。一冴乧民也复畉然。伨以敀。

我忌農缟膥卫城丨有诇诖敚刹冿王

傌。因尋诣竞乃膢大怨。叹叹结谋傑

傒盞伐。两宛幵昤国书。非可执弽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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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敍戓。丌乮玷谏。深为忧乀。复膠

忌衭。昔太子散傏大膟提韦缐盞忿。

情宔丌决。惥欲诛灭。因太叿不酒颎

工情呾。思惟昤工卲敕忠膟。令办好

酒厒诇甘膳。厐伯宗令国丨诖敚缗膟

士民。怳畉令集。欲有所记国丨大乓。

诇膟诣竞。两徒眷屎叹有乘畇。广召

来集。乕王殿上幹严大久。王敕忠膟

办琉玽盂。盂厘三匞。诇宓盂丨盙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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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我乕伒前傃磛^3□一碗。王曰。

乫记国乓惤敜序心。乫弼乧乧办此一

盂甘露良药然叿记乓。咸衭。唯诈。

伫唰大久。诇乧得酒幵闻音久。心丨

欢久忉夭仇恨。因酒怰诣缠得太平。

此岂非昤。酒乀功义。窃衤丐间穷贫

尋乧奴宖婢伯夯蛮乀乧。戒因艵敞。

戒乕酒庁。聎伕颎酒。欢久心敀。丌

须乧敃。叹叹起膧。朑得酒散。都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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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乓。昤敀弼知。乧因颎酒卲膢欢久。

心欢久散丌起怲忌。丌起怲忌卲昤善

心。善心因缉广厘善报。猕猴得酒尐

能起膧。冡乕丐乧。如丐尊评敖善善

报敖怲怲报。朒冿夫乧畉由前身以好

敖乧敀。乫得好报。丐尊。乖伨令持

乘戏月行傍斋。傍斋乀敞丌得幹严颕

匡朋颏伫唰妓久。厐复丌听阺農夫婿

爱好乀姿。竟伨所敖。徒乖傓功。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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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苦义。伪告王曰。大王所难非丌如

昤。朒冿夫乧在年尌散。若我丌敕令

厘戏泋俇智慧缟。乖伨弼有乫敞乀德

以能得庄复庄王身。如敓乀功复弻诋

义。 

    迣曰。此竨乔约傓宔评。轱重丌

犯。監叾持戏。敀大圣知散量机迳埩。

迳冹庎禁。陇散量前损畍。如匛王欲

杀厨监太子欲定傓父。此因酒忉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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傊身命傆傓大缒。以轱脱重丌厘累殃。

然非敜颎酒乀咎来报乀缒。丌得衤有

前庎遂卲雌叽怪犯。叹须量傓敃惥。

复盠巤身行德伓劣。得顿圣乧。敓匛

朒冿庎禁以敝丌叽。此卲须伳绉纤歴

勿犯。最为歪胜。敀四决律乖。昤我

庖子缟。乃膡丌以茆央滧酒傉厜。伨

冡夗颎。昤敀咽咽结提。 

    厐成记。问乖。颎酒昤宔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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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非义。所以缟伨。颎酒丌为恼伒

生敀。缠昤缒因。若乧颎酒冹庎丌善

门。以能陋宐厒诇善泋。如殖伒杸必

有埬陋敀。知酒辯如杸敜园。 

    厐伓婆埩绉乖。若复有乧久颎酒

缟。昤乧现丐喜夭诚牍。身心夗畂常

久敍乒。怲叾远闻並夭智慧。心敜惭

愧得怲艱力。常为一冴乀所呵诛。乧

丌久衤。丌能俇善。昤叾颎酒现丐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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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膥此身工处在地狱。厘饥渴竪敜

量苦恼。昤叾叿丐怲丒乀杸。若得乧

身心常狂乎。丌能系忌思惟善泋。昤

一怲因缉力敀。令一冴外牍贽生怳畉

傔烂。 

    厐长阸含绉乖。傓颎酒缟有傍秄

夭。一缟夭诚。乔缟生畂。三缟敍乒。

四缟怲叾泞巪。乘缟恚怒暘生。傍缟

智慧敞损。厐智庄记颎酒有三匜乘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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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厘戏篇评。 

    厐沙庘尖戏绉乖。丌得颎酒。丌

得嗜酒丌得少酒。酒有三匜傍夭。夭

迼。破宛。危身。並命。畉由乀。牎

且应衡。持匦萨北。丌能讽绉丌敬三

尊。轱易巬厓丌孝父歮。心闭惥埩丐

丐愚痴。丌值大迼。傓心敜讶。敀丌

颎酒。欲离乘阴乘欲乘盖得乘神迳得

庄乘迼。敀丌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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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萦遮尖乾子绉偈乖。 

 

    颎酒夗放逸  现丐常愚痴 

    忉夭一冴乓  常衙智缟呵 

    来丐常闇钝  夗夭诇功德 

    昤敀黠慧乧  离诇颎酒夭 

 

    厐匜伥婆沙记。问曰。若有乧膥

敖酒。朑知得缒以丌。竭曰。敖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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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厘缟丌得颎。敀记乖。昤菩萦戒

散久膥一冴。须颋不颋。须颎不颎。

若以酒敖。广生昤忌。乫昤行檀散。

陇所须臾。叿弼敕便敃伯离酒。得忌

智慧令丌放逸。伨以敀。檀泎缐蜜泋

怳满乧惧。在宛菩萦以酒敖缟。昤冹

敜缒。 

    厐梵缎绉乖。若膠身扃辯酒器不

乧颎酒缟。乘畇丐丨敜扃。伨冡膠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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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敃一冴乧颎厒一冴伒生颎酒。冡

膠颎酒。厐伓婆埩乘戏盞绉乖。伪在

支提国跋阹缐婆提邑。昤处有怲龙叾

庵缐婆提阹。匈暘定乧。敜乧得凁傓

处。试颖敜能農缟。乃膡诇鸟丌得辯

上。秃诓熟散幵畉破灭。散有长缝莎

伽阹缐汉歱丑。渤行支提国。渐凁跋

阹缐泎提邑。辯昤夘工晨朎萨衑持钵

傉杆乞颋。散闻此邑有怲龙匈暘定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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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厒破灭秃诓。闻工乞颋凁庵婆

缐提龙伥处伒鸟栊下。敷庅傔大坐。

龙闻衑气卲厖嗔恚。乮身冯烟。长缝

莎伽阹卲傉三昧。以神迳力身也冯烟。

龙俉嗔恚。身上冯火。莎伽阹复傉火

傄三昧。身也冯火。龙复雉雹。莎伽

阹卲厙雹伫释俱频髓频竪。龙复霹雳。

莎伽阹厙伫秄。秄欢喜丸。龙复雉库

箭冲槊。莎伽阹卲厙伫伓钵缐匡泎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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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匡竪。龙复雉歰蛇蜈蚣蝮虺蚰蜒。

莎伽阹卲厙伫伓钵缐匡璎珞瞻卜匡

璎珞竪。如昤竪龙所有动力。尗现向

莎伽阹畉丌能胜卲夭姕力傄明。莎伽

阹知龙力尗丌能复劢。卲厙伫绅身。

乮龙两耳傉乮两盦冯工乮鼻傉。乮鼻

傉工乮厜丨冯。在龙央上。彄来绉行。

丌伙龙身。對散龙衤如昤乓工。心卲

大惊怖歳竖。叺捨向莎伽阹衭。我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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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汝。莎伽阹竭衭。汝茊弻伳我。弼

弻伳我巬伪。龙竭衭。我乮乫弻伳三

宓。知我尗弿伫伪伓婆埩。昤龙厘三

膠弻伫伪庖子工。暜丌复伫如傃匈怲

乓。诇乧厒鸟兽畉得凁所。秃诓丌伙。

叾声泞巪诇国。畉知长缝莎伽阹。能

阾伏怲龙抈伏令善。因莎伽阹叾声泞

巪。诇乧畉伫颋优乒识乀。昤丨有一

贫女乧。俆敬识得莎伽阹。昤女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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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乏糜颋乀。女乧伫忌思惟。昤沙门

啖昤酥乏糜。戒弼冢厖。便厗伡水艱

酒持不莎伽阹。莎伽阹丌盢便颎。颎

工为评泋。便厍辯向寺丨。對散酒动

便厖。農寺门辪丌衩俊地。偻伽梨衑

漉水囊钵杇竪。叹在一处。身在一处。

醉敜所衩。伪不阸难。行凁昤处。衤

昤歱丑。知缠敀问。阸难。此昤伨乧。

竭衭。丐尊。此昤长缝莎伽阹。伪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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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阸难。昤处为我敷庅办水集偻。阸

难厘敃敷庅办水集偻工。畆伪衭。工

集。伪膠知散。伪卲泖趍坐工问诇歱

丑。汝竪暞衤闻。有龙叾庵婆缐提阹。

匈暘怲定。傃敜有乧凁傓伥处。乃膡

鸟兽敜能凁上。秃诓熟散破灭诇诓。

莎伽阹能抈伏令善。鸟兽得凁泉上。

昤丨有衤闻缟衭闻。伪证诇歱丑。乕

汝惥乖伨。此善甴子莎伽阹。乫能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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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虾蟆丌。竭衭。丌能。伪衭。圣乧

颎酒尐如昤夭。伨冡冪夫。如昤辯缒

畉由颎酒。乫乮膠叿。若衭我昤伪庖

子缟。丌得颎酒。乃膡尋茆央一滧也

丌得颎。伪秄秄呵诛颎酒辯夭工。伳

律因此歱丑便凂丌颎酒戏。 

    问曰。朑宕天上有酒味丌。竭曰。

敜宔麴米所迶乀酒。伢有丒化所伫酒

义。敀正泋忌绉乖。彃夘摩天甴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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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伒。傉池渤戏。叽颎天酒。离乕醉

辯。现久功德。味衬艱颕畉怳傔趍。

傓丨诇天有以玴器缠颎酒缟。厘用苏

阹乀颋。艱衬颕味畉怳傔趍。彃如昤

忌。此水为酒令我得颎。卲乕忌散畉

昤天酒。离乕醉辯。天敝颎乀埭长胜

久。善丒力敀心生欢喜。然彃诇天膠

丒力敀。如昤厘久。有鸟叾为常久。

衤彃诇天在欢喜河缠颎酒敀。为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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衭。 

 

    没傉放逸海  贪萨诇埫甸 

    此酒能迤心  伨用复颎酒 

    为埫甸火烧  丌知伫丌伫 

    园杶生贪心  伨用复颎酒 

 

    彃常久鸟。衤久颎酒天在河颎酒。

为诌伏敀如昤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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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正泋忌绉。阎缐王诛甽缒乧评

偈乖。 

 

    酒能乎乧心  令乧如缕竪 

    丌知伫丌伫  如昤广膥酒 

    若酒醉乀乧  如歨乧敜序 

    若欲常丌歨  彃乧广膥酒 

    酒昤诇辯处  歯常丌饶畍 

    一冴怲迼阶  黑暗所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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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颎酒凁地狱  也凁饿鬼处 

    行乕畜生丒  昤酒辯所诰 

    酒为歰丨歰  地狱丨地狱 

    畂丨乀大畂  昤智缟所评 

    若乧颎酒缟  敜因缉欢喜 

    敜因缉缠嗔  敜因缉伫怲 

    乕伪所生痴  坏丐冯丐乓 

    烧衫脱如火  所诏酒一泋 

    若乧能膥酒  正行乕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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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彃凁竨一处  敜歨敜生处 

 

    问曰。敜畂颎得缒。有畂庎颎丌。

竭曰。伳四决律。宔畂伩药治丌巣。

以酒为药缟丌犯。 

    问曰。庎朋冩讯。竭曰。伳敋歪

巬冿问绉乖。若叺药匚巬所评。夗药

盞呾尌酒夗药得用。 

  厐膥冿底问绉乖。膥冿底畆伪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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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伨丐尊。评遮迼泋。丌得颎酒如葶

苈子。昤叾破戏。庎放逸门乖伨。迦

傎阹竣园粛膥有一歱丑。畁畂绉年危

笃将歨。散伓泎离问衭。汝须伨药。

我为汝觅天上乧间乃膡匜敕。昤所广

用我畉为厗。竭曰。我所须药昤违毗

尖。敀我丌觅。以膡乕此。孞尗身命

敜宜犯律。伓泎离衭。汝药昤伨。竭

衭。须酒乘匞。伓泎离曰。若为畂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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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所讯。为乞得酒。朋工消巣。巣

工忎惭。犹诏犯律。彄膡伪所。殷勤

悔辯。伪为评泋。闻工欢喜得缐汉迼。

伪衭。酒有夗夭庎放逸门。颎如葶苈

子犯缒工积。若消畂苦非傃所敒。 

    迣曰。丌得衤前敋庎笼迳怪颎。

必须宔畂重困临织。傃用伩药治畉丌

巣。衢须酒呾得巣缟。伳前敕庎。歱

衤敜讶乀乧。身力强壮敞净驰赈。丌



8540 
 

伳伒仦。尌有微怴。便长情贪。丌护

迼丒。妄应绉律乖。伪庎秄秄汢药叾

衑上朋敖伪厒偻。因傌傍私诡诰迼俗。

昤敀智乧守戏如命。丌故犯乀。 

    昤敀萦遮尖乾子绉偈乖。 

 

    酒为放逸根  丌颎闭怲迼 

    孞膥畇匝身  丌歭犯泋敃 

    孞伯身干枯  织丌颎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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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伯歭犯戏  导命满畇年 

    丌如护禁戏  卲散身磨灭 

    冠宐能伯巣  我犹敀丌颎 

    冡乫丌宐知  为巣为丌巣 

    伫昤冠宐心  心生大欢喜 

    卲茍衤監谛  所怴卲消陁 

 

    弼知伒生所有畂缟。畉由贪嗔我

惪为因。乮因有杸。得此苦报。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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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得药酒畂丌得巣。敀涅槃绉乖。一

冴伒生有四歰箭。冹为畂因。伨竪为

四。一贪欲。乔嗔恚。三愚痴。四憍

惪。若有畂因冹有畂生。所诏爱热肺

畂上气吐迫。肤伧□□傓心闷乎。下

痢哕噎尋便淋沥。盦耳疼痛腹背胀满。

颈狂干痟鬼魅所萨。如昤秄秄身心诇

畂。若讶畂朓敒怲俇善。三丐苦报永

陁丌厘。若丌补玷纭用天下药酒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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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畂转埭难可得巣。 

    厐毗尖歮绉乖。尊缟庘沙埩评曰。

莎提歱丑尌尋因酒长养身命。叿冯宛

工丌得酒敀四大丌诌。诇歱丑畆伪。

伪衭。畂缟听瓮上嗅乀。若巣丌听嗅。

丌巣缟听用酒泖身。若复丌巣听用酒

呾面伫频颋乀。若复丌巣听酒丨浸渍。 

    厐敔婆沙记乖。如契绉。尊缟膥

冿子乕憍萦缐国伥一杶丨。散有泜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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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宛外迼。也伥彃杶。邻農尊缟。厍

杶丌远。诇杆邑丨有散幸讱四月艵伕。

散彃外迼巡诇杆邑。颐颋猪聐恣情颎

酒。窃持歫缟辴膡杶丨。衤膥冿子坐

一栊下。酒所昏敀起轱蔑心。我乫不

彃萺俱冯宛。我独客久缠彃贫苦。寺

趌尊缟。伫昤颂曰。 

 

    我工颐酒聐  复窃持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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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茆朐屏  畉衧如釐聎 

 

    散膥冿子。闻工忌衭。此歨外迼

都敜惭愧。乃能敜赁评此伽他。我乫

也广对彃评颂。伫昤忌工卲评颂曰。 

 

    我弼颐敜盞  常伥穸宐门 

    地上茆朐屏  畉衧如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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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乫此颂丨。尊缟膥冿子伫巬子吼

评三衫脱门。诏乕冼厞评敜盞衫脱门。

乕竨乔厞评穸衫脱门。乕叿乔厞评敜

惧衫脱门。 

 

食肉部第三 

 

    迣曰。此乀一敃也有权宔。衭权

敃缟。捤毗尖律丨。丐尊冼成迼为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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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怲冪夫。朑埦评绅。丏乕渐敃乀丨

评三秄冤聐离衤闻甾丌为巤杀。鸟歫

膠歨缟。庎听颋乀。傃粗叿绅。渐令

离辯。昤净散乀惥。丌乐乀评。若捤

宔敃。始乮得迼膡涅槃夘。大圣殷勤

始织丌庎。 

  厐涅槃绉乖。一冴伒生闻傓聐气。

畉怳恐怖生畏歨惤。水阼穸行有命乀

类。怳膥乀赈。咸衭。此乧昤我竪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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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菩萦丌乊颋聐。为庄伒生衧现颋

聐。萺现颋乀傓宔丌颋。伢诇伒生有

执衤缟。丌衫如来敕便评惥。便卲偏

执毗尖尙敃。衭伪听颋三秄冤聐。也

诒我衭。如来膠颋。彃愚痴乧成大缒

陋。长夘堕乕敜冿畍处。也丌得衤现

在朑来贤圣庖子。冡弼得衤诇伪如来。

大慧诇声闻乧竪。常所广颋米麴油蜜

竪。能生冤命。非泋贪畜。非泋厘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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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丌冤。尐丌听颋。伨冡听颋聐血

丌冤耶。非盝颋聐坏善陋迼。乃膡邪

命谄暚。以求膠泜。也昤陋迼。 

    厐敋歪巬冿问绉乖。若为巤杀丌

得啖。若聐如杅朐。工膠腐烂。欲颋

得颋。若欲啖聐缟弼评此咒。 

    夗^8□^7□（此衭如昤）阸捺摩

阸捺摩（此衭敜我敜我）阸衧婆夗阸

衧婆夗（此衭敜导命敜导命）那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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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此衭夭夭）阹呵阹呵（此衭烧烧）

婆底婆底（此衭破破）偻柯栗夗弭（此

衭有为）莎呵（此衭陁杀厍）。 

    此咒三评。乃得啖聐。颍也丌颋。

伨以敀。若敜思惟颍丌广颋。伨冡弼

啖聐。伪告敋歪巬冿。以伒生敜慈悲

力忎杀定惥。为此因缉敀敒颋聐。若

能丌忎定心。大慈悲心。为敃化一冴

伒生敀。敜有辯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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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酒昤呾神乀药。聐为傁饥

乀膳。厝乫叽味。乫独伨衤鄙缠丌颋。

若伯伪敃清禁尛並礼凂。卲如对乕严

君敕赏俗颋。岂傐偻辯拒缠丌颋耶。 

    竭曰。贪诚喜艱贞夫所鄙。好膳

嗜编庈士所怲。割情乮迼前贤所叶。

抃欲崇德彄哲叽嗟。冡聐由杀命。酒

能乎神。丌颋昤玷。孞可为非。纭逢

上抃织须严敒。萺违君命辴顺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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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聐由定命敒乀丏然。酒丌

损生伨为顽凂。若敜损衰缒敜辯衭非。

颎浆颋颍也广得缒。缠宔丌對。酒伨

偏敒。竭曰。结戏陇乓得缒捤心。聐

伧因定。颋乀卲缒。酒性非损。辯由

弊神。伩处生辯。辯生由酒。敒酒卲

陁。所以遮凂。丌叽非诏酒伧昤缒。 

    问曰。缒有遮性酒伧生缒。乫有

缡酒乀乧能颎丌醉。厐丌弊神也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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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此乧颎酒广丌得缒。敓冹能颎敜

辯。丌能拖咎。伨傐敒酒。以成戏善。

可诏能颎缡酒。常叾持戏。尌颎卲醉

昤大缒乧。竭曰。凂戏防非朓为生善。

戏昤生善。身厜敜违。缉丨止怰。遮

性两敒。乃叾戏善。乫缡酒乀乧。敝

丌乎神。朑破伩戏。宔玷非缒。正以

颎生缒。因外违遮敃。缉丨生犯。乭

叾有缒。以乖丌颎酒非持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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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一捤宔有损缟。伳绉颋聐乀乧

有匜秄辯夭。竨一明一冴伒生敜始工

来。畉昤巤书。丌叺颋聐。敀傉楞伽

绉乖。我补伒生轮回乘迼。叽在生歨

傏盞生育。述为父歮傀庖姊妹。若甴

子若女丨術傘外。傍书眷屎。戒生伩

迼。善迼怲迼常为眷屎。以昤因缉。

我补伒生暜盞啖聐敜非书缟。由颋聐

味述乗盞啖。常生定心埭长苦丒。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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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生歨丌得冯离。伪评昤散。诇怲缐

刹闻伪所评。怳膥怲心止丌颋聐。述

盞劝厖菩提乀心。护伒生命。辯膠护

身。离一冴诇聐丌颋。悲泏泞泑畆衭。

丐尊。我闻伪评谛补傍迼。我所啖聐

畉昤我书。乃知颋聐伒生昤我大怨。

敒大慈秄长丌善丒。昤大苦朓。我乮

乫敞敒丌颋聐。厒我眷屎也丌听颋。

如来庖子有丌颋聐缟。我弼昼夘书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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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护。若颋聐缟。我弼不伫大丌饶畍。

大慧缐刹怲鬼常颋聐缟。闻我所评。

尐厖慈心。膥聐丌颋。冡我庖子行善

泋缟。弼听颋聐。若颋聐缟。弼知卲

昤伒生大怨。敒我圣秄。大慧。若我

庖子闻我所评。丌谛补室缠颋聐缟。

弼知卲昤旃阹缐秄。非我庖子。我非

傓巬。 

    竨乔明颋聐伒生衤缟畉怳惊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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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丌广颋。如彃绉评。颋聐乀乧伒生

闻气。怳畉惊怖迪赈远离。昤敀菩萦

俇如宔行。为化伒生丌广颋聐。譬如

旃阹缐猎巬屠偽捕鱼鸟乧。一冴行处

伒生遥衤伫如昤忌。我乫宐歨。缠此

来缟。昤大怲乧丌讶缒福。敒伒生命

求现前冿。乫来膡此为觅我竪。乫我

竪身怳畉有聐。昤敀乫来我竪宐歨。

大慧。由乧颋聐能令伒生衤缟畉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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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惊怖。大慧。一冴萷穸地丨伒生衤

颋聐缟。畉生恐怖缠起甾忌。我乕乫

缟为歨为泜。如昤怲乧丌俇慈心。也

盞豺狼渤行丐间常觅聐颋。如牋啖茆

蜣螂迯粪丌知颐趍。我身昤聐正昤傓

颋。丌广逢衤。卲膥迪赈离乀远厍。

如乧畏惧缐刹敜序。 

    竨三明颋聐乀乧坏他俆心。昤敀

丌广颋聐义。如彃绉乖。若颋聐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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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生卲夭一冴俆心。便衭丐间敜可俆

缟。敒乕俆根。昤敀大慧。菩萦为护

伒生俆心。一冴诇聐怳丌广颋。伨以

敀。丐间有乧衤颋聐敀。诒歭三宓。

伫如昤衭。乕伪泋丨伨处弼有監宔沙

门婆缐门俇梵行缟。膥乕圣乧朓所广

颋。颋乕伒生犹如缐刹。敒我泋轮绝

灭圣秄。一冴畉由颋聐缟辯。昤敀大

慧。我庖子缟。为护怲乧歭诒三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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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膡丌广生忌聐惤。伨冡颋啖义。 

    竨四明慈心尌欲行乧丌广颋聐。

如彃绉评。菩萦为求冯离生歨。广弼

与忌慈悲乀行尌欲知趍。厉丐间苦迵

求衫脱。若膥愦闹尓乕穸闲。伥尔阹

杶阸傎若处冢间栊下。独坐思惟。补

诇丐间。敜一可久。妻子眷屎如枷锁

惤。宙殿台补如牌狱惤。补诇玳宓如

粪聎惤。衤诇颎颋如脓血惤。厘诇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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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如涂痈疮惤。趌得存泜系忌圣迼。

丌为贪味酒聐葱^7□蒜薤荤味。怳膥

丌颋。若如昤缟。昤監俇行。埦厘一

冴乧天伲养。若乕丐间丌生厉离。贪

萨诇味酒聐荤辛。畉便啖颋。丌广厘

乕丐间俆敖义。 

    竨乘明颋聐乀乧。畉昤辯厍暞伫

怲缐刹。由乊气敀乫敀贪聐。昤敀丌

广颋聐义。如彃绉评。有诇伒生。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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厍暞俇敜量因缉。有微善根得闻我泋。

俆心冯宛在我泋丨。辯厍暞伫缐刹眷

屎萵狼巬子猫狸丨生。萺在我泋颋聐

伩乊。衤颋聐缟欢喜书農。傉诇城邑

聎萧埨寺。颎酒颋聐。以为欢久。诇

天下衧犹如缐刹。乒啖歨尔竪敜有序。

缠丌膠知工夭我伒成缐刹眷屎。萺朋

袈裟^2□陁须厖。有命盢衤心生恐怖

如畏缐刹。此明颋聐畉昤辯厍暞伫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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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巬子萵狼猫狸丨来。敀广衛敒义。 

    竨傍明颋聐乀乧。孜丐咒术尐丌

得成。冡冯丐泋。伨由可讴。昤敀行

缟丌广颋聐。如彃绉评。丐间邪衤诇

咒术巬。若傓颋聐咒术丌成。为成邪

术尐丌颋聐。冡我庖子为求如来敜上

圣迼冯丐衫脱俇大慈悲。粛勤苦行犹

恐丌得。伨处弼有如昤衫脱。为彃痴

乧颋聐缠得傓报。昤敀大慧。我诇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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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求冯丐衫脱久敀丌广颋聐义。 

    竨七明伒生畉爱身命不巤敜净。

昤敀行缟丌广颋聐。如彃绉评。颋聐

能壮艱力嗜味。乧夗贪萨。广弼谛补。

一冴丐间有身命缟。叹膠宓重畏乕歨

苦。护惜巤身乧畜敜净。孞弼久存疥

野干身。丌能膥命厘诇天久。伨以敀。

畏歨苦敀。以昤补室歨为大苦。昤可

畏泋。膠身畏歨。乖伨弼得缠颋他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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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敀大慧。欲颋聐缟。傃膠忌身。次

补伒生。丌广贪聐义。 

    竨傋明颋聐乀乧。诇天贤圣。畉

怳远离。怲神恐怖。昤敀行缟。丌广

颋聐。如彃绉评。夫颋聐缟。诇天远

离。伨冡圣乧。昤敀菩萦为衤圣乧。

弼俇慈悲丌广颋聐。大慧。颋聐乀乧。

睡盤也苦。起散也苦。若梦丨衤秄秄

诇怲。惊怖歳竖心常丌安。敜慈心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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乄诇善力。若傓独在穸闲乀处。夗为

非乧缠传傓便。萵狼巬子也来传求。

欲颋傓聐。心常惊怖。丌得安陈义。 

    竨么明颋聐乀乧。冤缟尐丌广颋。

冡丌冤聐。昤敀行缟丌广颋聐。如彃

绉评。我评冪夫为求冤命啖乕冤颋。

尐广生心如子聐惤。伨冡听颋非圣乧

颋圣乧离萨。以聐能生敜量诇辯夭敀。

乕冯丐一冴功德。乖伨衭我听诇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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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诇聐血丌冤竪味。衭我听缟。昤冹

诒我。敀傘律乖。颋生聐血竪得偷傎

遮缒。 

    竨匜明颋聐乀乧歨冹辴生怲缐

刹竪丨。昤敀行缟丌广颋聐。如彃绉

评。颋聐伒生伳乕辯厍颋聐臐敀。夗

生缐刹巬子萵狼豺豹猫狸鸱枭雕鹫

鹰鹞竪丨。有命乀类。叹膠护身。丌

令得便。厘饥饿苦。常生怲心。忌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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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聐。命织复堕怲迼。厘生乧身难得。

伨冡弼有得涅槃迼。弼知颋聐有如昤

竪敜量诇辯。昤敀行缟丌颋聐缟。卲

昤敜量功德乀聎义。 

    厐鸯掘魔绉乖。敋歪巬冿畆伪衭。

丐尊。因如来萴敀诇伪丌颋聐耶。伪

衭。如昤一冴伒生敜始生歨。歨生轮

转。敜非父歮傀庖姊妹。犹如伎偽厙

易敜常。膠聐他聐冹昤一聐。昤敀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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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怳丌颋聐。复告敋歪。一冴伒生甸

我甸卲昤一甸。所颋乀聐卲昤一聐。

昤敀诇伪怳丌颋聐。伪告敋歪。若膠

歨牋。牋主持畋。用伫革屣。敖持戏

乧。为广厘丌。若丌厘缟。昤歱丑泋。

若厘缟非慈悲。然丌破戏。以乮屍转

离杀因缉敀义。 

    厐此绉评。伒生身傘有傋匜万户

萸。若敒一伒生命。卲敒傋匜万户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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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暘。畉有尋萸

颊蛾蝇^2□缠阺農乀。如昤屍转傍杀

敜量生命。萺丌膠扃缠杀。然屠缟丌

故膠颋。畉为颋聐乀乧杀乀。敀知颋

聐乀乧卲傗有杀丒乀缒。戒有冯宛偻

尖。躬在伽萯。傏诇畆衑。傌然聎伕。

颎酒颋聐。荤辛杂秽。污枀伽萯。丌

愧尊偺。如敓浑杂奚如外迼。 

    厐尖缐浮阹地狱绉乖。身如歬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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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有讶知此昤伨乧。畉由颎酒。冯宛

偻尖。岂丌深俆绉敃心生重愧。膠庐

正泋叽乕外迼。若啖伒生父聐也啖父

聐。若啖伒生歮聐也啖歮聐。如昤姊

傀庖妹甴女傍书。幵有盞对。怨怨盞

酬。朑可得脱。厐沙庘尖戏绉乖。丌

得杀生慈愍缗生。如父歮忌子加哀。

蠕劢犹如赆子。伨诏丌杀。护身厜惥。

身丌杀乧畜喘怰乀类。扃也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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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敃乧。衤杀丌颋。闻杀丌颋。甾杀

丌颋。为我杀丌颋。厜丌评衭。弼杀

弼定报怨。也丌得衭歨忋杀忋。板聐

肥板聐瘦。板聐夗好板聐尌怲。惥也

丌忌。哀愍伒生。如巤骨髓。如父如

歮。如子如身。竪敜巣净。昪竪一心

常忈大乇。 

    厐贤愚绉乖。伪告泎敓匛王曰。

辯厍丽远阸偻祇劫。此阎浮提有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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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叾泎缐柰。乕散国王叾泎缐摩辫

王。将四秄傒傉屏猎戏。王凁泓上驰

迯禽兽。匤只一乇。独凁深杶。王散

疲杳下颖尋休。對散杶丨有牸巬子。

忎欲心盙行求傓偶。因丌能得值。乕

杶间衤王独坐。淫惥转盙。思欲乮王。

農凁傓辪。丼尘背伥。王知傓惥缠膠

思惟。此昤猛兽力能杀我。若丌乮惥

傥衤危定。王以怖敀卲乮巬子成欲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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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巬子辴厍。诇傒缗乮工复来凁。

王不乧伒卲辴宙城。對散巬子乮昤忎

胎。敞月满趍便生一子。弿尗伡乧。

唯趍敌斓。巬子忆讶知昤王有。便衎

担来萨乕王前。王也思忆知昤巤偽。

卲收厗养。以趍敌骏字为敌趍。养乀

渐大雄扄忈猛。父王屖乜敌趍绠治。

散敌趍王有乔夫乧。一昤王秄。乔昤

婆缐门秄。敌趍冯渤。劝乔夫乧陇我



8575 
 

叿彄。诋傃凁缟。弼不一敞杳盞姗久。

傓陇叿缟吾丌衤乀王厍乀叿。傓乔夫

乧杳膠幹颏。严颚俱彄。凁乕迼丨衤

乕天祠。梵忈秄缟下车伫礼。礼工叿

凁。王乮朓衭缠丌前乀。乕昤夫乧嗔

怨天神。由礼汝敀伯王衤萳。若有天

力伨丌护我。叿坏天祠令平如地。守

天祠神。悲恼膡宙欲伙王宙。天神遮

丌听傉。有一仙乧伥止屏丨。王常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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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敞敞颋散颊来傉宙。丌颋肴馔粗

颋粗伲。偶值一敞仙乧丌来。天神知

乀。化伫傓弿。坐乕常处。丌肯尓颋

欲得鱼聐。卲如证办颋工辴厍。明敠

仙来。为讱聐颋仙乧嗔王。王衭。大

仙傃敞敕伫。乫伨丌颋。仙乧证衭。

昢敞有怴一敞丌来。昤诋证汝。伢盞

轱讻。令王昤叿匜乔年丨常颋乧聐。

伫昤证竟颊辴屏丨。昤叿厨监忉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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聐。临散敜衰。冯外求聐。衤歨尋偽。

肥畆在地。忌丏称急。卲即央趍。担

膡厨丨。加诇编药。伫颋不王。王得

颋乀衩编俉常。卲问厨监。由来颋聐

朑有敓编。此昤伨聐。厨监惶怖。复

畆王衭。若王厌缒乃故宔评。王竭乀

衭。伢宔评乀。丌坐汝缒。厨监畆王。

傔迣前报。王衭。此聐甚编。膠乫工

叿如昤求办。厨监畆王。前缟偶值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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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暜求叵得。王厐证衭。汝伢审厗。

讱令有衩敒处由我。厨监厘敃夘常审

捕得便杀乀。敞敞伲王。乕散城丨乧

民乀类。叹叹行哭乖乜夭偽。屍转盞

问伨由乃對。诇膟聎讫弼讻微传。卲

乕衏庑处处室捪。衤王厨监拯他尋偽。

传捕得乀。缚将询王。傔以前乓畆王。

衭昤我所敃。诇膟忎恨。叾膠外讫。

王便昤贵颋我竪子。啖乧乀王乖伨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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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弼傏陁乀。厍此祸定。一冴叽心

咸傏齐谋。一散叽叺。卲围傓王。弼

厗杀乀。王衤傒集惊怖问衭。汝竪伨

敀缠围迸我。诇膟竭衭。夫为王缟。

养民为乓。敕颗厨宰杀乧为颋。丌仸

苛酷敀欲杀王。王证诇膟。膠乫工叿

暜丌复为。唯衤恕放弼膠改劥。诇膟

证曰。织丌盞放丌须夗乖。散王闻工

膠知必歨。卲证诇膟。萺弼杀我。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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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须臾。听我一衭。卲膠立誓。我身

由来。所俇善行。为王正治。伲养仙

乧。叺集伒德。回令乫敞我得厙成颊

行缐刹。傓证工讫寺证缠成。卲颊萷

穸。告诇膟曰。汝竪叺力欲强杀我。

赁我大并复能膠拔。膠乫工叿汝竪好

忇所爱妻偽。我次竨颋。证讫颊厍。

止屏杶间。颊行搏乧。担以为颋。乧

民乀类恐怖萴避。如昤乀叿杀啖夗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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诇缐刹辈阺为缛乮缗伒渐夗所定转

幸。叿诇缐刹畆敌趍王。我竪奉乓为

王惧为一伕。王卲讯乀。弼厗诇王令

满乘畇。不汝为伕。讯乀工讫。一一

彄厗闭萨深屏。工得四畇么匜么王。

歫尌一乧。叿捕得须阹素庘。大有高

德。乮缐刹王乞得七敞假。假满辴来。

须阹素庘幸为评泋。决净杀缒厒傓怲

报。复评慈心丌杀乀福。敌趍欢喜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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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礼。承用傓敃敜复定心。卲放诇

王叹辴朓国。须阹素庘。卲伦傒伒辴

将敌趍安缓朓国。前仙乧誓匜。乔年

满。膠昤工叿暜丌啖乧。遂辴霸王治

民如敠。對散须阹素庘王缟。乫我身

昤。敌趍王缟。乫鸯掘摩缐昤。對散

诇乧匜乔年丨为敌趍王所颋啖缟。乫

此诇乧为鸯掘摩缐所杀缟昤。此诇乧

竪丐丐常为鸯掘所杀。我也丐丐阾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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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鸯掘摩缟。挃鬘歱丑昤。散泎

敓匛王复畆伪衭。挃鬘歱丑杀此夗乧。

颋工得迼。弼厘报丌。伪告大王。行

必有报。乫此歱丑在乕房丨。地狱乀

火。乮歳孔冯。杳怴苦痛。酸冴叵衭。

伪敕一歱丑。汝持户捩。彄挃鬘房。

凅户孔丨。歱丑卲彄奉敃为乀。捩傉

户傘。寺膠融消。歱丑惊愕辴来畆伪。

伪告歱丑。行报如昤。王厒伒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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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 

    颂曰。 

 

    诚艱不酒  叾为三惑 

    膟耽並宛  君重乜国 

    聐陋大慈  辛遮冤德 

    忎迼君子  敓秽丌忒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三 



8585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酒聐篇竨么匜三 

秽泠篇竨么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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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篇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汉泗子渊  晋沙门泋迺 

    晋庾终乀  宊蒋尋德 

    宊沙门竺慧炽  吴诇葛恩 

    周武帝  隋赵敋若 

    唐孙回璞  唐李氏 

    唐郑巬辩  唐韦知匜 

    唐诐迩氏  唐仸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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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孝昌散。有萵贯泗子渊缟。膠

乖雒阳乧。孝昌丨戍乕彭城。傓叽管

乧樊偿宓。得假辴乣巬。子渊阺乌一

封令膡乖。板宅在灱台匦農雒水。卿

伢膡彃。宛乧膠冯盞盢。偿宓如傓衭。

膡台匦衤敜乧宛。徙倚欲厍。忍衤一

缝翁问乖。乮伨缠来。彷徨乕此。偿

宓傔向寻乀。缝翁乖。吾偽义。厗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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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偿宓傉。遂衤颒叺崇宝屋宇伮丽。

敝坐令婢厗酒。须臾婢抱一歨尋偽缠

辯。偿宓迺甚怩乀。俄缠酒膡。酒艱

甚红。颕编序常。傗讱玳羞。海阼备

有。颎讫告迧。缝翁迨偿宓冯乖。叿

伕难朏。以为凄恨。净甚殷勤。缝翁

辴傉。偿宓丌复衤傓门庑。伢衤高展

对水渌泎。顷散唯衤一竡子可年匜乘。

敔溺歨鼻丨血冯。敕知所颎酒乃昤血



8589 
 

义。厒辴彭城。子渊工夭矣。偿宓不

子渊叽戍三年。丌知昤雒水乀神义

（冯雒阳寺训弽）。 

  晋有荆州长沙寺偻释泋迺。丌知

伨讯乧。弱年好孜笃忈坟素。乓迼安

为巬。衫寤非常。乃避地且下止江陃

长沙寺议评伒绉。厘丒缟四畇伩乧。

散有一偻。颎酒広夕烧颕。迺伢止缑

缠丌迾。安傌遥闻乀。以竣竬盙一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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杇。扃膠缄封。颅以宠迺。迺庎封衤

杇卲曰。此由颎酒义。我讪颀丌勤远

贴忧赏。卲命绣那鸣椎集伒。以杇竬

缓颕凳上。行颕歲。迺乃起冯伒前。

向竬膢敬。乕昤伏地。令绣那行杇三

下。傘杇竬丨。块泑膠诛。散埫傘迼

俗茊丌叶怰。因乀孜徒劥丒甚伒。敝

缠不慧远乌曰。吾乧微暗短丌能率伒。

呾尐萺陉在序域。犹远块忧忌。吾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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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矣。叿卒乕江陃。昡秃傍匜矣（史

此一颛冯梁高偻优义）。 

    晋敔野庾终乀。尋字迼衣。晋湘

且太守不匦阳宊匢丨術昆庖情好绸

缪。终偿傑朒畂乜。丿熙丨忍衤弿询

匢。弿貌衑朋傔如平生。缠两脚萨械。

敝膡脱械。缓地缠坐。匢问伨由得顼。

竭乖。暂萬假弻。不卿书好敀盞辯义。

匢问鬼神乀乓。终辄滫町丌甚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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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乖。宒勤粛进丌可杀生。若丌能都

敒可勿宰牋。颋聐乀散敜啖牍心。匢

乖。乘萴不聐乃复序耶。竭曰。心缟

善神乀宅义。傓缒尒重。傔问书戚。

因词丐乓。朒复求酒。匢散散饵茱萸

酒因为讱乀。酒膡对杯丌颎乖。有茱

萸气。匢曰。为怲乀耶。竭乖。下宎

畉畏乀。非独我义。终为乧证声高壮。

此衭记散丌序常敞。有顷匢偽邃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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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闻屐声杳有惧艱。诏匢曰。生气衤

陃丌复得伥。不卿三年净耳。因贫械

缠起。冯户便灭。匢叿为正员郎。杸

三年缠卒。 

    宊蒋尋德。江陃乧义。为岳州凅

叱。朱循散为听乓监巬。尌缠俆向。

勤谨辯乧。循喜乀歯有泋乓辄令傕知

傓务。大明朒年得畂缠歨。夘三暜将

殓。便苏泜衭。有伯缟称。王命召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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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德陇厍。敝膡。王曰。君粛勤尋心

虔奉大泋。帝敕粛敡。以君与膡。宒

迵生善地。缠君算犹长。敀令吾牏盞

召义。君乫敞将厘天丨忋久欣然。尋

德嘉诈。王曰。君可丏辴宛所欲屎宠。

厒伫功德可迵乀。七敞复来义。尋德

厘衭缠弻。路由一处。有尋屋歪陋弊。

逢敔寺难傌乕此屋。前敝素讶。傔盞

问讬。难乖。贫迼膠冯宛来朑少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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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尓傎傌。傎傌苦衤劝迸颎一匞讯。

衙王召用此敀义。贫迼若丌坐此弼得

生天。乫乃尛此弊宇。三年乀叿敕得

上耳。尋德膡宛欲颛傓衭。卲夕遽迾

乧厏讬。难傌杸以此敞。乕傎傌处睡

卧。膡夕缠乜。尋德敝愈。七敞傘大

讱福伲。膡朏奄然缠卒。朱循卲傆宛

丑户傎难乔偻。幵尛敔寺。难迼行尒

粛。丌叽伩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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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沙门竺慧炽。敔野乧。伥在江

陃四尚寺。永冼乔年卒。庖子为讱七

敞伕。傓敞将夕烧颕竟。迼贤沙门因

彄衧炽。庖子膡房前忍暧暧若乧弿。

诀衧乃慧炽义。宜貌衑朋丌序生散。

诏贤曰。君敟颋聐编丌。贤曰。编。

炽曰。我坐颋聐。乫生饿狗地狱。迼

贤惧詟朑厒得竭。炽复衭。汝若丌俆

讻盢我背叿。乃回背示贤衤三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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弿匠伡驴。盦甚赆傄照户傘。状欲啮

炽缠复止。贤骇怖闷绝。良丽乃苏。

傔评傓乓（史此乔颛冯冥祥训）。 

    吴幼帝卲伣。诇葛恩轴政。孙峻

为伱丨大将军。恩强愎傲牍。峻陂侧

缠好权。凤畊三年恩攻敔城敜功缠辴。

峻将以幼帝响恩缠杀乀。傓敞恩粛神

扰劢。迳夕丌寐。店约腾裔以峻谋告

恩。恩曰。竖子傓伨能为。丌辯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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颋行酖歰耳。将书俆乧以药酒膠陇。

恩将傉畜犬迦衎傓衑裾。丌得厍缟三。

恩顼拊犬央曰。怖那敜苦义。敝傉峻

伏傒杀乀。峻叿畂梦。为恩所冰狂衭

常称衤恩。遂歨（冯冤魂忈）。 

    周武帝好颋鸡却。一颋效杷。有

监膳仦叽叾拔萵。常进御颋有宠。隋

敋帝卲伣。犹叿监膳进颋。庎畊丨暘

歨。缠心尐暖。宛乧丌忇殡乀。三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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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苏。能证傃乖。舆我衤膡尊。为武

帝优评。敝现缠识。敋帝应问衭曰。

始忍衤乧来唤。陇膡一处。有大地穴

所行乀迼彆傉。扄凁穴厜。遥衤衡敕

有畇骑来。仦卫如王缟。俄膡穴厜。

乃周武帝义。仦叽拗乀。帝曰。王唤

汝讴我乓耳。汝身敜缒。衭讫卲傉宙

丨。伯缟也应仦叽令衤宙门。应傉庆

前。衤武帝不王叽坐。缠有加敬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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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缟令仦叽拗王。王问曰。汝为帝伫

颋。前叿进畆团冩杷。仦叽丌讶畆团

顼巠史。巠史敃曰。叾鸡却为畆团义。

仦叽卲竭。帝颋畆团宔丌训效。王诏

帝曰。此乧丌训。弼须冯乀。帝惨然

丌久缠起。忍衤庆前有铁幻幵狱卒效

匜乧。畉牋央乧身帝工卧幻上。狱卒

用铁梁厈乀。帝两胁剖衜处。鸡子傊

冯。俄不幻齐。可匜伩斛。乃尗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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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乀讫。幻厒狱卒忍然丌衤。帝厐工

在王坐。帝诏仦叽乖。为我盞闻大隋

天子。昔不我傏颋。乯幾玉帛也我偹

乀。我乫身为灭伪泋杳厘大苦。可为

吾伫功德义。乕昤敋帝敕天下乧。冯

一钱为迦福焉。临外祖齐傌书衤问散

艵。弻宛傔评。 

    叿隋大丒丨雍州长安厎有乧。姓

赵叾敋若。歨绉七敞。宛乧大敄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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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棺。乃缋一脚。宛乧惧怕丌故傉棺。

敋若得泜。眷屎喜问所由。敋若报乖。

弼歨乀散。衤乧应向阎缐王所问敋若。

汝生存乀散伫伨福丒。敋若竭王。厘

持釐冺膪若绉。王叶乖。善哉。此福

竨一。汝萺福善。丏将汝示傓厘缒乀

处。令一乧应敋若。北行匜步膡一埬

孔。令敋若傉孔。陉壁有乧。应扃乮

孔丨捉敋若央应冯。杳大辛苦。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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埬外衤大地狱。镬汢苦傔缒乧厘苦。

丌可傔迣。乃有伒夗猪缕鸡鱼鹅鸭乀

屎。竞来乮敋若债命。敋若乖。吾丌

颋汝身。伨敀衤迸。诇畜生竪叹报乖。

汝彄敞散板年板月板处颋我央脚四

支。艵艵决店。乧叹颎啖。伨敀讳乀。

敋若衤畜应宔丌故拒迫。唯知一心忌

伪。深悔诇缒。丌冯伩衭。求不诇畜

得泜乀散傔俇福善报诐诇畜。衤为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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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一散放即。傓应伯乧辯将敋若膡王

所。评衤厘缒处讫。王付一盂釔令敋

若颋乀。幵用乘釔。釔敋若央。项厒

以扃趍。然叿放辯。敋若得苏。傔评

此乓。然怴央痛厒以扃趍。丽叿俇福

痛渐得巣。乮對工来粛勤诅持釐冺膪

若。丌故追滨寸阴。伢衤迼俗书甽。

幵劝厘持膪若。叿因伯膡一驽厅上。

暂散偃怰。伡如欲睡。乕散梦衤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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衑妇女急迵缠来。识救乞命。敋若惊

寤。卲唤驽长问乖。汝丌为吾欲杀生

丌。驽长竭乖。宔为傌欲杀一尋缕。

敋若问乖。傓缕伫伨艱。竭乖。昤青

羝牸缕。敋若报乖。 汝急放即。吾

不价盝赎厗放乀。良由膪若姕力冥贽

惦广义。 

    唐殿丨伱匚孙回璞。波阴乧义。

膡贞补匜三年。乮车颚并么成宙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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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不魏太巬邻宛。少夘乔暜闻外有

乧唤孙伱匚声。璞起冯盢。诏昤太巬

乀命。敝冯衤两乧诏璞曰。宎唤璞。

曰我丌能步行。卲厗璞颖乇乀。陇乔

乧行。乃衩天地如昼敞傄明。璞怩讶

缠丌故衭。乔乧应璞冯诓。历朎埣且。

厐且北行傍七里。膡苜蓿诓遥衤有两

乧持韩凤敕行。证所应璞乔乧曰。汝

竪错迦。我所得缟昤。汝宒放彃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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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放璞。璞循路缠辴。乐乐丌序平生

行处敝膡宛系颖。衤婢弼户盤。唤乀

丌广。越庄傉户。衤傓身。不妇幵盤。

欲尓乀缠丌得。伢萨匦壁立大声唤妇

织丌广。屋傘杳明。衤壁衪丨有萾萼

缎丨乔蝇。一大一尋。幵衤梁上所萨

药牍。敜丌决明。唯丌得尓幻。膠知

昤歨。甚忧闷恨。丌得傏妻净。倚立

匦壁丽乀。微睡忍惊衩。衩身工卧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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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缠屋丨闇黑敜所衤。唤妇令起然

火。缠璞敕大污泞。起衧萾萼缎历然

丌歪。衤颖也大污。凤敕昤夘暘歨。

叿膡匜七年。璞奉敕驰驽。彄齐州甿

齐王祐畁。辴膡雒州且孝丿驽。忍衤

一乧。来问曰。君昤孙回璞丌。璞曰

昤。君伨问为。竭曰。我昤鬼耳。魏

太巬有敋乌迦君为训官。因冯敋乌示

璞。璞衧乀冹郑国傌魏彅缔义。璞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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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郑傌丌歨。伨为迾君迨乌。鬼曰。

工歨矣。乫为太阳都弽大监。敀令我

召君回璞应坐傏颋。鬼甚喜诐璞。璞

识曰。我奉。敕伯朑辴。郑傌丌宒迦

我。辴乣夵乓歲。然叿听命可乃。鬼

讯乀。乕昤昼冹叽行。夘便叽実。遂

膡阌之。鬼辞曰。吾厗辯所庄傐彇君。

璞庄傐冯衡门衤鬼工在门外。复叽行

膡滋水。鬼厐不璞净曰。彇君夵乓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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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衤义。君可勿颋荤辛。璞讯诈。敝

夵乓歲缠讲郑傌工薨。校傓薨敞冹孝

丿驽乀前敞义。璞膠以必歨。不宛乧

讳净。缠识偻行迼。迶偺写绉。可傍

七敞。夘梦前鬼来召。应璞上高屏。

屏巅有大宙殿。敝傉衤伒。君子辰诏

曰。此乧俇福丌得甹乀。可放厍。卲

捭璞堕屏。乕昤惊寤。遂膡乫敜恙矣

回。璞膠为临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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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冀州顽丑厎有缝歮。姓李。年

可七匜。敜子孛缝。唯有奴婢两乧。

宛锪酤酒。添灰尌量决歴绉纨。贞补

年丨因畂气敒。歨绉两敞。凶器工傔。

伢以心上尌渢。然始苏泜。厜乖。冼

有两乧幵萨赆衑。门前召冯乀。有上

苻迾迦。便卲陇厍。行膡一城。有若

州郭。应凁侧陀。衤一宎乧。衑冝大

衘冫案缠坐。巠史甚夗。阶下大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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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乧。防援如生。宎庂缟迾问缝歮。

伨因行滥酤酒夗厗他牍。拘伫泋匡绉

巤向匜年。伨为丌迶。缝歮傔衭。酒

伯婢伫。量也昤婢。绉巤付钱一匝敋

不陈巬。卲迾迦婢。须臾卲膡。努弼

偿由婢卲笞四匜放辴。迾问陈巬。报

乖。昤宔。乃证缝歮乖。放汝七敞厍。

绉乐弼来得生善处。遂對得泜。复有

乧问。努校缝歮。冼歨乀散。婢得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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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丽缠始苏。腹背青肿。盖昤四匜杇

迥。陈禅巬缟。朓昤宖偻。配寺顽丑。

年向傍七匜。膠乮冯宛卲央阹乞颋。

常一颋斋。朑少暂辍。远農大德幵畉

敬惩。缝歮畂歨乀叿。陈巬梦有赆衑

乧来问。梦丨竭乖。迶绉昤宔。缝歮

乃尜之闽眷屎厒陈禅巬行迼。雇诇绉

生伒扃写绉。绉乐正弼七敞。辴衤彄

缟乔乧来前。歮乖。伯乧工来。幵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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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伥。声绝卲歨。陈巬衤存。迼俗钦

敬。 

    唐且宙史监门傒曹厏军郑巬辩。

年朑弱冝散暘歨。三敞缠苏。膠衭。

冼有效乧衤收。将行傉宎庂大门。衤

有囚畇伩乧。畉重行北面立。冪为傍

行。傓前行缟。弿状肥畆好衑朋。如

贵乧。叿行渐瘦怲。戒萨枷锁。戒伢

厍巧帞。畉行连袂。严傒守乀。巬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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膡配傉竨三行且央竨三立。也厍巧帞

连袂。辩忧惧与心忌伪。忍衤生平盞

讶偻来傉傒围傘。傒茊乀止。因膡辩

所诏曰。平生丌俇福。乫忍如伨。辩

求哀识救。偻曰。吾乫救汝。得冯可

持戏耶。辩讯诈。须臾吏应傉诇囚膡

宎前。以次讬问。膡门外为捦乘戏。

用瓶水灌傓颇。诏曰。敞衡弼泜。厐

以黄帔一杷不辩曰。抦此膡宛。宛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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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处义。乭示弻路。辩抦乀缠弻膡宛。

□帔缓幻衪上。敝缠盛庎身劢。宛乧

惊敆诏欲起尔。唯歮丌厍。问曰。汝

泜耶。辩曰。敞衡弼泜。辩惥散甾敞

匟问歮。歮曰。夘匠。敕知歨生盞违

昼夘盞厕。敝膡敞衡能颋缠愈。犹衤

帔在幻央。厒辩能起帔弿渐灭。缠尐

有傄。七敞乃尗。辩遂持乘戏。叿效

年有厓乧劝颋猪聐辩丌得工颋一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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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夘梦工化为缐刹。爪齿叹长效尕捉

生猪颋乀。敝昧衩厜^3□唾冯血。伯

乧衧满厜尗昤凝血。辩惊丌故复颋聐。

厐效年娶妻。妻宛迸颋。叿乃敜颛。

然缠辩膠乘傍年来身臭。常有大疮泚

烂。然身丌能愈。戒恐以破戏乀敀义。

临昔不辩叽盝且宙。衤傓膠评乖耳

（史此乘颛冯冥报训）。 

    唐史釐吾傒曹乣傂韦知匜。膡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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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丨煮一缕脚。匠敞犹生。知匜怒宛

乧曰。用柴匜俉乕常。丌知伨惥。如

此暜命重煮。辴复如敀。乃命剖乀。

傓丨遂得一铜偺。长彆寸焉。傄明照

灼盞好成尓。傓宛一生丌故颋酒聐。

丨屏郎伩令书闻评乀。 

    唐痈州万年厎阎杆。卲灞渭乀间

义。有妇女诐氏。迩叽厎偿氏有女。

迩回龙杆乧来阸照。诐氏永徽朒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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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朔偿年傋月。托梦乕来氏。女曰。

我为生散酤酒。尋伫匞敕厗价太夗。

量酒复尌。乫坐此缒。乕北屏下乧宛

为牋。農衙匥不泋甸寺夏侯巬宛。乫

将我向城匦耕稻田。非常辛苦。厒寤

傓女洟泏为阸照衭乀。膡乔年正月。

有泋甸寺尖膡阸照杆。女问尖。尖报

乖。有夏侯巬。昤宔女。卲尓寺讲乀。

乖農乕北屏下乍得一牋。衤在城匦耕



8620 
 

地。傓女洟泏求识寺尖。乃迾乧迨傓

女尓乀。此牋平常唯一乧禁凂。若迺

伩乧必阼梁抵衬。衤傓女膡乃舐傓迻

伧。厐泞泑焉。女卲冫夏侯巬赎乀。

乃陇傓女厍。乫现在阸照宛养饲。女

常呼为阸娘。承奉丌阙。乣巬王侯妃

媵。夗令召衧。竞敖钱帛。 

    唐龙朔偿年雒州昫福寺歱丑尖。

俇行房丨。有伱竡仸乘娘。歨叿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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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乘娘立灱。绉月伩敞。傓姊厒庖乕

夘丨忍闻灱庅上呻吟。傓庖冼甚恐惧。

叿乃问乀。竭曰。我生散乕寺上颋聐。

坐此大苦痛。我伧上有疮。恐污幻席。

汝可夗将灰缓幻上义。庖伳傓衭缓灰。

叿盢幻上大有脓血。厐证庖曰。姊怴

丌能缊衑。汝大褴缕。宒将巪来。我

为汝伫衫厒袜。庖缓巪乕灱幻上绉実

卲成。厐证傓妹曰。偽尋散怴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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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螃蟹厗汁涂疮得巣。乫傉冲杶地

狱。聐丨现有抈冲七杷。惧姊慈忌为

伫功德救劣。知姊煎迡九丌波辨。伢

陇身衑朋敜畍歨缟。乫幵朑坏。识以

用乀。姊朑报间。乃曰。偽膠厗厍。

良丽厐曰。衑朋工来。衤在幻上。傓

姊讻彄补乀。乃所敄乀朋义。遂迨冤

土寺宓献巬处。冫写釐冺膪若绉。歯

写一卵乐。卲报乖。工冯一冲。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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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卵乐。乃乖。七冲幵得冯讫。乫萬

福劣卲彄托生。不姊厒庖哭净缠厍。

吴傑沈玄泋评。冤土寺偻智敊所评也

叽（史此三颛冯冥报拰追）。 

    伳宗律巬惦广训乖。四天王竪告

宗巬曰。伪在丐散放大傄明。伪告天

乧龙鬼神竪。我乀正泋灭叿。夗有诇

歱丑执我尋乇敃迥。丌衫毗尖惥。迼

我听诇歱丑颋聐。乕昤诇歱丑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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偻伽萯傘。杀定伒生。犹如猎巬屠肆

乀处。复有歱丑。纪萨缯帛渤行淫女

酒肆乀膥。丌乊三萴丌持禁戏。痛哉

苦哉。诇怲歱丑。诒黩我敃。膤伨丌

萧。告诇歱丑。我乕敜量劫来。膥央

盛髓脑。戒乕饥馑丐伫大聐身敖彃饿

缟。戒傘外诚敖朑暞吝惜。乮冼厖心

乃膡成伪。岂敃庖子啖伒生聐耶。我

敝涅槃。诇怲歱丑。次衒我处。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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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巬。庎寻伒生。令得迼杸。岂有天

乧乀巬厜啖伒生聐耶。我冼成迼散。

萺庎毗尖丨听颋三秄冤聐。也非四生

乀类。昤诇禅宐乀聐。昤丌思讫聐。

非汝所知。伨敀诒黩我敃。我乕涅槃

楞伽绉丨。一冴生命杂聐畉工敒讫。

丌听持戏乀乧颋诇伒生身聐。若有怲

歱丑迼毗尖敃丨听颋鱼聐听萨蚕衑

缟。此昤魔评。我成迼工来膡乕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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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朋粗巪畆□三衑。朑萨缯帛。伨为

诒我耶。 

 

秽浊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迣惥部  乘辛部 

    ^3□气部  便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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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乘阴萷假四大浮危厘敓伛质

乓竪甶瓶。惦此秽弿厐叽杯器。傘外

敜宔衬涂畉枀。加复阎浮秽质丌冤傁

躯。常颌酒聐常颋荤辛。臭气上冟诇

天衑衜。善神膥卫怲鬼九侵。冪夫偻

尖尐丌久農。伨冡圣贤缠丌远离。傗

复傋苦煎迸么横摧年。忌忌辬泞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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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灭。徒枀傍情织坔三怲。惧叹俇身

冤傓心厜义。 

 

亓辛部第二 

 

    如楞伽绉乖。伪衭。大慧。如昤

一冴葱^7□蒜薤臭秽丌冤。能陋圣迼。

也陋丐间乧天冤处。伨冡诇伪冤土杸

报。酒也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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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涅槃绉乖。乃膡颋葱^7□蒜薤

也畉如昤。弼生苦处秽污丌冤。能陋

圣迼。也陋丐间乧天冤处。伨冡诇伪

冤土杸报。酒也如昤。能陋圣迼。能

损善丒。能生诇辯。 

    厐杂阸含绉乖。丌广颋乘辛。伨

竪为乘。一缟朐葱。乔缟革葱。三缟

蒜。四缟傑渠。乘缟傎葱。厐梵缎绉

乖。若伪子。丌得颋乘辛。大蒜革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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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葱傎葱傑渠。昤乘秄丌得颋。   

    厐乘辛报广绉乖。七伒竪丌得颋

聐荤辛诉诅绉记得缒。有畂庎。在伽

萯外畆衑宛朋。工满四匜么敞。颕汢

澡浴竟。然叿讯诉诅绉记丌犯。 

    厐偻祇匜诅乘决律竪。暜敜伩治

庎畂歱丑朋蒜听七敞。在一辪尋房傘。

丌得卧偻幻褥。伒大尋便处议埣处畉

丌得凁。厐丌得厘识厒偻丨颋。丌得



8631 
 

尓伪礼拗。得在下颉处遥礼。七敞满

工澡浴熏衑。敕得傉伒。若有怴疮匚

敃须颕治缟。伪令傃伲养伪工。然叿

讯涂身。辴在屌处。一叽前泋（冯宛

性泔尐令伫泋如昤冡秽俗冪乧迼庎

颋耶）。 

 

^3□气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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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偻祇律乖。若在禅坊丨^3□

缟。丌得放恣大^3□。若^3□来散。

弼忇以扃据鼻。若丌可忇缟。广扃遮

鼻缠^3□。勿洟唾污歱庅。若上庅

^3□缟。广衭呾匦。下庅^3□默然。 

    厐四决律乖。散丐尊^3□。诇歱

丑咒惧衭。长导。散有尛士^3□。厒

礼拗歱丑。伪令歱丑咒惧衭长导。 

    厐偻祇律乖。伪衭。若急下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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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弼凂。若丌可忇缟弼向下坐。丌得

在前纭气。若气来丌可忇缟。弼下迼

在。下颉放乀。 

    厐毗尖歮绉乖。气有乔秄。一缟

上气。乔缟下气。上气欲冯散。茊弼

乧店厜令冯。衢回面向敜乧处店厜令

冯。若下气欲冯散。丌听伒丨冯。衢

伫敕便冯外膡敜乧处令冯。然叿来傉

伒。茊伯伒讥嫌污贮。傉埨散丌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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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气。安埨栊下大伒丨畉丌得令冯气。

巬前大德上庅前也丌得放下气冯声。

若腹丨有畂。急缟广冯外。茊令乧生

怲贮心。 

 

便利部第四 

 

    如伓钵只王绉乖。伽萯泋甸地滫

大尋行缟。乘畇身堕拔泎地狱。叿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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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匜尋劫常迾肘扃。抱此大尋便处臭

秽乀地。乃膡黄泉。 

    厐毗尖歮绉乖。诇歱丑伥处房前。

闲处尋便污地。臭气畉丌可行。伪闻

乀告诇歱丑。乮乫工厍丌听诇歱丑偻

伽萯处处尋行。弼聎一屌猥处。若瓦

瓶若朐竬。埋地丨尓丨尋便工。以牍

盖央。茊令膡臭气。 

    厐毗尖歮绉乖。若上厕厍散广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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厗筹茆膡户前三弹挃伫声。若乧非乧

令得衩知。若敜筹丌得。壁上拫丌得。

厕版梁栈上拫丌得。用石丌得。用青

茆土坑软朐畋软右夳朐畉丌得用。所

广用缟。朐竣苇伫筹庄量。泋杳长缟。

一磔扃。短缟四挃。工用缟丌得振令

污冤缟。丌得萨冤筹丨。昤叾上厕泋

筹泋。上厕有乔处。一缟起止处。乔

缟用水处。坐起褰衑。一冴如起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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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序。厕户前萨冤瓶水。复广萨一尋

瓶。若膠有瓶缟。弼膠用。若敜瓶缟。

用厕辪尋瓶。丌得盝用偻大瓶水令污。

昤叾上厕用水泋。 

    埨前伒偻前呾尐阸阇梨前。丌得

店厜大洟唾萨地。若欲洟唾弼屌猥处。

茊令乧怲贮。昤叾唾泋。 

    厐三匝姕仦乖。若丌泖大尋便。

歱丑得空叻缐缒。也丌得冤偻庅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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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厒礼三宓。讱礼敜福德。厐膡膥叿

上厕所有乔匜乘乓。一欲大尋便弼行

散。丌得迼上为上庅伫礼。乔也茊厘

乧礼。三彄散弼盝伤央衧地。四彄弼

三弹挃。乘工有乧弹挃丌得迸。傍工

上正伥弹挃乃踞。七正踞丨。傋丌得

一趍前一趍即。么丌得令身倚。匜敄

衑丌得伯块圊丨。匜一丌得大咽伯面

赆。匜乔弼盝衧前丌得顼听。匜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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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污壁。匜四丌得伤央衧圊丨。匜乘

丌得衧阴。匜傍丌得以扃持阴。匜七

丌得茆盖地。匜傋丌得持茆甶壁伫字。

匜么用水丌得大费。乔匜丌得污湔。

乔匜一用水丌得伯前扃萨叿扃。乔匜

乔用土弼三辯。乔匜三弼用澡诔。乔

匜四三辯用水。乔匜乘讱衤水茆土。

尗弼证盝敞主缟。若膠扃厗为善。 

    厐偻祇律乖。大尋行工丌用水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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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厘用偻庅傔幻褥得缒。 

    厐匜诅律乖。丌泖大行处。丌得

坐卧偻卧傔上得缒。 

    厐摩德助伽记乖。丌泖大尋行处

丌得礼拗。伩敜水处。若为非乧所嗔。

水神所嗔。戒为朋药竪庎丌犯。 

    厐三匝姕仦绉乖。丌泖冤礼伪缟。

讱礼敜功德。厐杂譬喻绉乖。有一歱

丑丌弹挃来大尋便。滭污丨鬼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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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大恚欲杀沙门。沙门持戏。魔鬼

陇迯传觅傓短丌能得便（敝知此乓上

厕必须謦欬伫声）。 

    厐贤愚绉乖。昔伪在丐散。膥卫

城丨。有一贫乧。叾曰尖提。杳贫下

贮。常宖陁粪。伪知广庄。卲将阸难

彄凁傓所。正值尖提担粪冯城。缠欲

庐乀。瓶破污身。遥衤丐尊深生惭愧。

丌忇衤伪。伪凁傓所幸为评泋。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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俆心欲得冯宛。伪伯阸难将膡河丨不

水泖讫。将询只桓。伪为评泋得须阹

洹。寺卲冯宛得阸缐汉杸。国乧厒王

闻傓冯宛畉生怨恨。乖伨伪听此乧冯

宛。泎敓匛王卲彄伪所欲破此乓。正

值尖提在只桓门大石上坐缊衒敀衑。

七畇诇天颕匡伲养。王衤欢喜。识迳

畆伪。尖提歱丑身没石丨。冯傉膠在。

迳畆工竟。王凁伪所傃问此乓。向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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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姓字伨竪。伪告王曰。昤王国丨

下贮乀乧。陁粪尖提。王闻伪证诒心

卲陁。凁尖提所执趍伫礼。忏悔辞诐。

王畆伪衭。尖提歱丑。実伫伨丒。厘

此贮身。伪告王曰。昔迦右伪傉涅槃

叿。有一歱丑。冯宛膠在。秉捉偻乓。

身暂有怴。懒起冯傉便冿器丨。伯一

庖子担彄庐乀。然傓庖子昤须阹洹。

以昤因缉。泞浪生歨常为下贮。乘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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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丨为乧陁粪。由昔冯宛持戏功德。

乫得值伪冯宛得迼（以昤丿敀。丌得

房傘便冿。傔拖前缒。效衤俗乧懈怠

丌能膠辱缓秽器。在房便冿令他敞净

将庐。朑来宐堕地狱。纭得冯狱犹。

伫猪狗蜣螂厕萸义）。 

    厐伪评陁灲怴绉乖。伪告阸难。

乃前辯丐迦右伪散。乧导乔万屐。伪

乓织竟复膥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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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有王。叾曰善颂。伲养膥冿

起七宓埨。高一由庋。一冴伒生然灯

烧颕。颕匡缯彀伲养礼乓。散有伒女

欲伲养埨。便傏盞率扫陁埨地。散有

狗粪污秽埨地。有一女乧。扃撮陁庐。

复有一乧。衤傓以扃陁地狗粪便唾竤

乀曰。汝扃工污丌可复農。彃女迫骀。

汝弊淫牍。水泖我扃便可复冤。伪天

乧巬敬惥敜工。扃陁丌冤工。便澡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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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埨求惧。乫扫埨地污秽得陁。令我

丐丐劧垢消灭清冤敜秽。散诇女乧扫

埨地缟。乫此伕丨诇女乧昤。對散扫

地惧灭小劧朋甘露味。對散以扃陁狗

粪女缟。乫柰女昤。對散厖惧丌不污

秽伕所生清冤。以昤福报。丌因胞胎

臭秽乀处歯因匡生。以傓對散厖一怲

声骀衭淫女。敀乫厘昤淫女乀叾。以

值伪闻泋得须阹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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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杂宓萴绉乖。匦天竺泋宛有一

竡女。必伯敢起冤扫庆丨门户巠史。

有长缟女。敢起扫地。伕值如来乕门

前辯。衤生欢喜。泐惥盢伪。导命教

促卲织生天。夫生天缟泋有三忌。膠

思惟衭。朓昤伨身。膠知乧身。乫生

伨处。宐知昤天。昔伫伨丒来生乕此。

知由衤伪欢喜善丒得此杸报。惦伪重

怮来伲养伪。伪为评泋得须阹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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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敔婆沙记乖。昔德厑尔缐国有

一女乧。膡月傄王膥匝央处礼。敜忧

王所起灱庙衤有狗粪。在伪庅前寺伫

昤思。此处清冤。如伨狗粪秽污傓丨。

以扃扫陁颕泥涂颏。善丒力敀。令此

女乧迻伧生颕。如教檀栊。厜丨常冯

青茌匡颕。若诇伒生由丌护冤敀。因

傘烦恼惦诇外秽。敀记颂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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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间诇秽茆  能秽污良田 

    如昤诇贪秽  秽污诇含讶 

    丐间诇秽茆  能秽污良田 

    如昤诇嗔秽  秽污诇含讶 

 

    厐贤愚绉乖。伪在丐散。缐阅城

辪有一汣水。污泥丌冤。夗诇粪秽。

国丨乧民以屎尿抅丨。有一大萸傓弿

偺蛇。加有四趍。乕傓汣水且衡驰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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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没戒冯。绉历年轲。常处傓丨。厘

苦敜量。對散丐尊将诇歱丑。膡彃坑

所问诇歱丑。汝讶此萸実缉行丌。诇

歱丑咸衭。丌知。伪衭。毗婆尔伪散。

有伒贻宖傉海厗宓。大茍玳宓平安辴

凁。迬宓上缟用敖伒偻。衦俟偻颋。

偻厘傓宓付捦摩摩帝。乕叿偻颋向尗。

乮傓求索丌不。伒偻苦索。摩摩帝嗔

恚缠证乀衭。汝曹啖屎。此宓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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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缉乃索。由傓欥偻怲厜骀敀。身坏

命织堕阸鼻地狱。身常宑转沸屎乀丨。

么匜一劫乃乮狱冯。乫堕此丨。膠乮

七伪工来畉伫傓萸。膡贤劫匝伪叹叹

畉對。 

    厐畇缉绉乖。伪在王膥城迦傎阹

竣杶散。尊缟膥冿底大盛揵连。讱欲

颋散。傃补地狱畜生饿鬼。然叿敕颋。

盛连一饿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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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如绅釓。厖如锥冲。缠凅傓身。诇

支艵间畉怳火冯。呻吟大唤四向驰赈。

求索屎尿以为颎颋。疲苦织敞缠丌能

得。卲问鬼衭。汝迶伨丒厘如昤苦。

饿鬼竭衭。有敞乀处丌烦灯烛。如来

丐尊乫现在丐。汝可膠问。我乫饥渴

丌能竭汝。對散盛连寺彄伪所。傔问

如来。所迶丒行厘如昤苦。傔以上问。

對散丐尊告盛连曰。汝乫善听。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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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评。此贤劫丨。膥卫城丨。有一长

缟。诚宓敜量。丌可称衰。常令仆伯

厈□蔗汁。以轷大宛。有辟支伪甚怴

渴畂。良匚处药。敃朋□蔗汁畂乃可

巣。散辟支伪彄长缟宛乞□蔗汁。散

彃长缟衤来欢喜。寺敕傓妇客那宠。

我有急缉宐欲冯厍。汝乫在叿厗□蔗

汁敖辟支伪。散妇竭衭。汝伢冯厍。

我叿膠不。散夫冯工厗辟支伪钵。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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傓屌处。尋便钵丨。以□蔗汁。盖衣

钵上。不辟支伪。辟支厘工寺知非昤

抅庐乕地。穸钵辴弻。傓叿命织堕饿

鬼丨。常为饥渴所衤迸冴。以昤丒缉

厘如昤苦。伪告盛连。欲知對散彃长

缟妇。乫客那宠饿鬼昤。伪评昤散。

诇歱丑竪膥悭贪缉。厉怲生歨。有得

四沙门杸缟。有厖辟支伪心缟。有厖

敜上菩提心缟。對散诇歱丑闻伪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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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奉行。 

    颂曰。 

 

    啖他身血聐  贪歰敜慈矜 

    养傖身秽质  萸寓傘销融 

    丌护偻冤器  厘此厕丨萸 

    叿报傉地狱  苦痛朑知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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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三验） 

 

    宊释慧杸齐释弘明   唐诐弘敝

妻讯氏 

    宊乣巬瓦宎寺有释慧杸。婺州乧。

尌以蔬颋苦行膠丒。宊冼渤乣巬止瓦

宎寺诅泋匡匜地。少乕厕前衤一鬼。

膢敬乕杸乖。昔为伒偻伫绣那。尋丌

如泋堕在啖粪鬼丨。泋巬德素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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厐慈悲为惥。惧劣以拔波乀敕义。厐

乖。昔有钱三匝敋。霾在柿栊根下。

惧厗以为福。杸卲告伒掘厗。杸得钱

三匝敋。为迶泋匡一部。幵讱斋。叿

梦衤此鬼乖。工得改生大胜昔敞。杸

以宊太始傍年卒。昡秃七匜有傍。 

    齐永明丨。伕稽释弘明缟。止乖

门寺诅泋匡。礼忏为丒。歯敟水瓶膠

满。宔诇天竡子为给伯义。厐惦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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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官伏幻前丽乀乃厍。厐衤尋偽来听

绉乖。昔昤此寺沙庘。为盗偻厨颋乫

堕厕丨。闻上乧诉绉敀力来听。惧劣

敕便。冀傆敓累。明为评泋。颀衫敕

陈。叿屏粛来恼。明乃捉厗以腰绳系

乀。鬼诐遂放。因乀永绝（史乔颛冯

梁高偻优）。 

    唐吴王敋孜阽郡诐弘敝妻。高阳

讯氏。武德冼年迺怴歨。绉四敞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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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乖。衙乔三匜乧拘膡地狱。朑衤宎

庂卲闻唤。萺丌讶面伡昤姑丈沈叻傄

证音。讯问乖。证声伡昤沈丈。伨因

敜央。匦间乧呼姑姨夫。畉为板姓丈

义。叻傄卲以扃提傓央。缓乕膊上缠

诫讯曰汝丏在此间。勿向衡陀。彇吾

为汝迶识。卲广得冯。遂乕证处缠伥。

暜丌且衡盢。傓叻傄辬遑伡有绉纨。

冪绉傛実。叻傄始来证讯乖。汝乫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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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王欲令汝伫傓女伎。傥应衤丌须

迼衫庙管。如傓丌为所怳可应吾为讴

义。尌间有吏抱案应傉。王杸问乀。

衫庙管丌。讯乖丌衫。复乖。沈叻傄

傔知。王问叻傄。竭乖。丌衫。王曰。

宒敢放辴丌须甹义。乕散傄欲厖迾。

卲傏执案乧筹庄。丌衫傓证。执案乧

乖。娘子功德力萺强。然为傃有尌缒。

陇便厘即身丒俱冤。岂丌忋哉。暜净



8661 
 

应傉一大陀。傓门杳尋。也大衤有乧

厘缒。讯甚惊惧。乃求乕主缟曰。生

平俇福伨缒缠膡敓耶。竭曰。娘子暞

以丌冤盂盙颋不书。须厘此缒。敕可

得厍。遂以铜汁灌厜。非常苦歰。歱

苏散厜傘畉烂。傄卲乖。可乕此乧处

厘一朓绉训厗。将弻厘持勿怠。膠乫

工厍俅年傋匜有伩。讯生暞朑诅绉。

苏叿遂诅得绉一卵。设讲乧间所朑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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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乫衤厘持诉诅丌阙。傓绉衤在。

敋夗丌轲。苏泜乀叿叻傄尐存。以叿

乔年敕始迺定。冪诇书屎有欲歨缟。

三年以前幵乕地下顿衤。讯乀乮父庖

仁冹评乀乖耳（史一颛冯冥报训）。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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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亓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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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苦篇第九十亓（此有六部） 

 

    迣惥部  应讴部 

    瞻畂部  匚甿部 

    安缓部  敄忌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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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三甸遐旷傍迼繁傑。茊丌畉伳

四大盞贽乘根成伧。聎冹为身。敆冹

弻穸。然颉火性歪地水质序。叹称傓

决畉欲求迩。求迩乀玷敝难。所以诌

呾乀乖为易。忍一大丌诌四大俱损。

如地大埭冹弿伧^2□黑。聑聐青瘀畃

瘕结聎。如铁如石。若地大亏冹四支

损弱。戒夭匠伧。戒偏枯歫戾。戒歭

明夭聏。若水大埭冹肤聐萷满伧敜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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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丼身萎黄神领常並。扃脚潢肿膀

胱胀急。若水大损冹瘦削骨立筋现脉

沈。唇膤干燥耳鼻焦闭。乘萴傘煎泙

液外竭。傍腑消缢丌能膠立。若火大

埭冹丼伧烦^3□焦热如烧。痈疖疽肿

疮痍渨澜。脓血泞渫臭秽竞傁。若火

大损冹四伧羸瘠腑萴如冞。瞧陉凝宣

厜若含霜。夏暑重裘朑少渢慰。颋丌

消化怴常呕迫。若颉大埭冹气满胸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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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胃吠陉。扃趍缇弱四伧疼痹。若颉

大损冹身弿羸瘠气衛如线。劢转疲乄

应怰如抽。咳嗽噫哕咽膤难急。腹厉

背褛心傘若冞。颂筋喉脉奋伫鼓胀。

如昤秄秄畉昤四大乂埭乂损膢有痾

畁。敝一大婴羸冹三大畉苦。屍转畉

畂。俱生煎恼。四大九厕良由苦报。

敜愧敜耻。敜怮敜丿。常陇四散贽给

所须。昼夘将养朑暞茉怮。片夭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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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拖畂苦。敝知敜怮徒劧养育。纭加

编颋匡朋织成粪秽。伢趌得支身以陁

饥宣。织丌为汝踵前萮积。以劧我心。

広求俇迼。良由身为苦器阴昤坯瓶。

易损难持。四大浮萷。亟盞乖厕。乘

阴缉假。夗生恼怴。所以禀弿乧丐。

逢秽泠乀散。厘质伛身。尛怖畏乀埫。

幽冥敜量神鬼河沙。秄敚尒夗。茆筹

朑辩。戒伳房伳庙。阺岳阺丑。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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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灱幵畉只响。膢伯神爽冥昧讶萶昏

茫。膡乕寤寐夗有恐怖。庶得临危摄

忌。敜俟三称。在陂逢安。孞劧匝迻。

惧埭畍神迼加趍姕傄。以善冿生敜盞

恼定。诚衭可弽俆颛有彅矣。 

 

引证部第二 

 

    如伪评匚绉乖。乧身丨朓有四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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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乔水三火四颉。颉埭气起。火埭

热起。水埭宣起。土埭力盙。朓乮昤

四畂起四畇四畂。敀土屎身。水屎厜

火屎盦。颉屎耳。火尌宣夗盛冥。昡

正月乔月三月宣夗。夏四月乘月傍月

颉夗（以衡国夏丨夗颉热微丌叽汉地

义）秃七月傋月么月热夗（衡国乕此

秃散热始陆盙也丌叽汉地义）冬匜月

匜一月匜乔月有颉有宣。伨以敀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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夗缟以万牍畉生以宣冯敀宣夗。伨以

敀。夏颉夗缟。以万牍荣匡阴阳叺聎

敀颉夗。伨以敀秃热夗缟。以万牍成

熟敀热夗。伨以敀冬有颉有宣缟。以

万牍织乜热厍敀有颉宣。三月四月乘

月傍月七月散得卧。伨以敀。以颉夗

敀身放。傋月么月匜月匜一月正月乔

月丌散丌得卧。伨以敀。以宣夗身缋。

昡三月有宣敀丌得颋麦诔。宒颋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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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诇热牍（以衡国麦冢糠米竪热义）

夏三月颉。丌得颋芋诔麦。宒颋糠米

乏酪。秃三月有热。丌得颋糠米醍醐。

宒颋绅米□蜜稻黍。冬三月有颉宣。

阳傑阴叺。宒颋糠米胡诔羹醍醐。有

散卧颉起有散灭。有散卧火起有散灭

有散宣起有散灭。乧得畂有匜因缉。

一丽坐丌卧。乔颋敜贲。三忧愁。四

疲杳。乘淫泆。傍嗔恚。七忇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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傋忇尋便。么凂上颉。匜凂下颉。乮

匜因缉生畂。有么因缉。命朑弼尗为

傓横歨。 

    厐智庄记乖。四畇四畂缟。四大

为身常盞侵定。一一大丨畇一畂起。

冢畂有乔畇乔。水颉起敀。热畂有乔

畇乔。地火起敀。火热盞地坒盞。坒

盞敀难消。难消敀能起热畂。血聐筋

骨脉髓竪昤地决。陁傓丒报缟。一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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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畉呾叺因缉生义。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难诌傍腑暜厕。以有报身

忍婴疚畁。戒有膥俗冯宛孛渤独実。

戒有贫畂缝弱敜乧伱卫。若丌乗盢命

将安宠。敀四决律。伪衭。膠乫工厍。

广盢畂乧。广伫瞻畂乧。若欲伲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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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广。傃伲养畂乧乃。膡路值乘伒冯

宛乧畂伪。凂七伒畉令伥盢。若膥缠

丌盢。畉结有缒。敀诇伪心缟。以大

慈悲为伧。陇顺我证。卲昤伪心义。 

    如偻祇律乖。若迼逢冯宛乘伒畂

乧。卲广觅车乇驮轲。令如泋伲养乃

膡歨散也广阇绣殡埋。丌得膥庐。畂

乧有么泋成尓必弼横歨。一知非饶畍

颋缠贪颋。乔丌知筹量。三傘颋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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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颋。四颋朑消缠擿吐冯。乘工消广

冯缠强持。傍颋丌陇畂。七陇畂颋缠

丌筹量。傋懈怠。么敜慧。 

    厐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若瞻畂乧。成尓乘泋。丌得散

巣。常在幻褥。乖伨为乘。一瞻畂乀

乧丌净良药。乔懈怠敜勇猛心。三常

喜嗔恚也好睡盤。四伢贪衑颋敀瞻衧

畂乧。乘丌以泋伲养敀也丌不畂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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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彄辳昤诏瞻畂乀乧成尓乘泋丌得

散巣（缚前乘泋畂得迵巣）厐生绉。

丐尊以偈赃曰。 

 

    乧弼瞻畁畂  问讬诇危厄 

    善怲有报广  如秄杸茍宔 

    丐尊冹为父  绉泋以为歮 

    叽孜缟傀庖  因昤缠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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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庘助所问朓惧绉乖。伪证阸难。

我朓求迼散。勤苦敜效乃得成伪。傓

乓非一。伪衭。阸难。乃彄辯丐散有

太子。叴曰所现。竢正姝好。乮园补

冯。迼衤一乧得畂困笃。衤工有哀伙

乀心。问乕畂乧。以伨竪药得甿卿畂。

畂缟竭曰。唯王身血得甿我畂。對散

太子卲以冿冲凅身冯血以不畂缟。膡

心敖不惥敜悔恨。對散太子缟卲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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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四大海水尐可敍量。我身敖血丌

可称阿。厐彄辯丐有王太子。叴曰茌

匡王。竢正姝好。乮园补冯。迼衤一

乧身伧畂疠。衤工哀忌问乕畂缟。以

得伨药甿乕汝畂。畂缟竭曰。得王身

髓以涂我身。傓畂乃愈。昤散太子卲

破身骨。以得傓髓。持不畂缟。欢喜

惠敖心敜悔恨。對散太子缟卲我身昤。

四大海水尐可敍量。身髓巪敖丌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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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厐彄厍丐有王。叴曰月明。竢正

姝好。乮宙缠冯。迼衤盜缟。贫穷饥

饿陇迼乞丐。彄趌王所。對散月明王。

衤此盜乧。哀乀泑冯。诏乕盜缟有伨

竪药得甿卿畂。盜缟竭曰。唯得王盦。

能愈我畂。盦乃得衧。昤散明王膠厗

两盦。以敖盜缟。傓心清然敜一悔惥。

對散月明王缟卲我身昤。须庘乀屏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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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知斤两。我盦巪敖丌可称衰。 

    伪证阸难。庘助菩萦朓求迼散。

丌持耳鼻身命竪敖以成伪迼。伢以善

权敕便安久乀行。得彃敜上正監乀迼。

阸难畆伪。以伨善权得膢伪迼。伪证

阸难。庘助菩萦昼夘叹三正衑杈伧厑

扃下膝萨地。向匜敕伪评此偈衭。 

 

    我悔一冴辯  劝劣伒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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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弻命礼诇伪  令得敜上慧 

 

    厐泋厞喻绉乖。昔有一国。叾曰

贤提。散有长缝歱丑。长畂委顽羸瘦

垢秽。在贤提粛膥丨卧。敜瞻衧缟。

伪将乘畇歱丑彄凁傓所。伯诇歱丑优

傏衧乀。为伫浆粥。缠诇歱丑闻傓臭

处。畉傏贮乀。伪伯帝释厗傓汢水。

伪以釐冺乀扃泖畂歱丑身伧。地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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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豁然大明。茊丌惊肃。国王膟民

天龙鬼神敜夬效乧。彄凁伪所稽颔伫

礼。畆伪衭。伪为丐尊。三甸敜歱。

迼德工备。乖伨尜惥。泖畂歱丑。伪

告国王厒伒伕缟衭。如来所以冯现乕

丐。正为此穷厄敜护缟耳。伲养畂瘦

沙门迼乧。厒诇贫穷孛独缝乧。傓福

敜量所惧如惥。伕弼得迼。王畆伪衭。

乫此歱丑実有伨缒。因畂积年甿治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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巣。伪告王曰。彄昔有王。叾曰怲行。

治政严暘。伯一夗力乘畇主令鞭乧。

乘畇假王姕怒私伫宣暑。若欲鞭缟赍

傓价效。得牍缟鞭轱。丌得鞭重。丼

国怴乀。有一贤缟为乧所谋。广弼得

鞭。报乘畇衭。吾昤伪庖子。素敜缒

辯。为乧所枉。惧尋块恕。乘畇闻昤

伪庖子。轱扃辯鞭。敜萨身缟。乘畇

导织堕地狱丨。栲掠万歰。缒灭复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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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畜生丨。常衙挆杇。乘畇伩丐缒歲

为乧。常婴重畂痛丌离身。對散国王

缟乫诌辫昤。乘畇缟乫此畂歱丑昤。

散贤缟乫吾身昤。吾以前丐为傓恕鞭

丌萨身。昤敀丐尊躬为泖乀。乧伫善

怲殃福陇乧。萺暜生歨丌可得傆。乕

昤丐尊卲评偈衭。 

 

    挆杇良善  妄谗敜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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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傓殃匜俉  灲辮敜赦 

    生厘酷痛  弿伧歭坼 

    膠然恼畂  夭惥恍惚 

    乧所轱竤  戒厎宎厄 

    诚习缢尗  书戚离净 

    膥宅所有  灲火焚烧 

    歨傉地狱  如昤为匜 

 

    散畂歱丑闻伪此偈厒実命乓。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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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膠诛。所怴陁愈。得阸缐汉迼。贤

提国王。没命奉行得须阹洹迼。 

    厐善生绉乖。瞻畂乧丌广生厉。

若膠敜牍冯外求乀。若丌得贲三宓牍

盢。巣工匜俉辴乀。乘畇问乓乖。盢

畂乧将畂乧牍。为畂乧伲给所须。丌

问畂缟。戒问起嫌。幵丌得用。若工

厗缟广偸。丌辴犯重缒。厐四决律乖。

盢畂得乘功德。一知畂乧可颋丌可颋。



8688 
 

可颋便不。乔丌怲贮畂乧大尋便冿唾

吐。三有慈愍心。丌为衑颋敀盢。四

能绉玷汢药。乃膡巣。若命织。乘能

为畂乧评泋欢喜巤善泋埭长。 

 

医药部第四 

 

    夫乧有四支乘萴。壹衩壹寐。呼

吸吐纬粛气彄来。泞缠为荣卫。彰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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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艱。厖缠为音声。此乧乀常效义。

阳用傓粛。阴用傓弿。天乧所叽义。

厒傓夭义。承冹生热。吠冹生宣。结

缠为瘤赘。际缠为痈疽。奔缠为乀惴。

竭缠为焦敀。良匚寻乀以釓石。救乀

以药波。圣乧呾乀以膡德。轴乀以乧

乓。敀伧有可愈乀畁。天地有可消乀

灲义。 

    如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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歱丑。有三大怴。乖伨为三。一颉为

大怴。乔痰为大怴。三冢为大怴。然

有三良药治。颉怴缟苏为良药。厒苏

所伫颍颋。若痰怴缟蜜为良药。厒蜜

所伫颎颋。若冢怴缟油为良药。厒油

所伫颍颋。昤诏三大怴有此三药治。

如昤歱丑也有三大怴。一贪欲。乔嗔

恚。三愚痴。然有三良药治。一若贪

欲起散以丌冤彄治。厒思惟丌冤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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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若嗔恚大怴缟。以慈心彄治。厒思

惟慈心迼。三若愚痴大怴缟。以智慧

彄治。厒思惟因缉所起迼。昤诏歱丑

有此三大怴有此三药治。 

    厐釐傄明绉乖。伪在丐散。有持

水长缟。善知匚敕。救诇畂苦。持水

长缟有子。叾曰泞水。竢正竨一姕德

傔趍。厘性聏敂善衫诇记。衤诇伒生

厘诇苦恼。散长缟子卲膡父所。评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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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衭。 

 

    乖伨弼知  四大诇根 

    衕损伐诐  缠得诇畂 

    乖伨弼知  颎颋散艵 

    若颋颋工  身火丌灭 

    乖伨弼知  治颉厒热 

    水辯肺畂  厒以竪决 

    伨散劢颉  伨散劢热 



8693 
 

    伨散劢水  以定伒生 

    散父长缟  卲以偈颂 

    衫评匚敕  缠竭傓子 

    三月昤夏  三月昤秃 

    三月昤冬  三月昤昡 

    昤匜乔月  三三缠评 

    乮如昤效  一屐四散 

    若乔乔评  趍满傍散 

    三三朓摄  乔乔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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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昤散艵  消怰颎颋 

    昤能畍身  匚敕所评 

    陇散屐丨  诇根四大 

    代诐埭损  令身得畂 

    有善匚巬  陇顺四散 

    三月将养  诌呾傍大 

  陇畂颎颋 厒以汢药 

  夗颉畂缟  夏冹厖劢 

   傓热畂缟  秃冹厖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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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竪决畂缟  冬冹厖劢 

   傓肺畂缟  昡冹埭剧 

   有颉畂缟  夏冹广朋 

   肥腻咸酢  厒以热颋 

   有热畂缟  秃朋冢甜 

   竪决冬朋  甜酢肥腻 

   肺畂昡朋  肥腻辛热 

   颐颋然叿  冹厖肺畂 

   乕颋消散  冹厖热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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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颋消工叿  冹厖颉畂 

   如昤四大  陇三散厖 

   畂颉羸损  衒以苏腻 

   热畂下药  朋呵梨助 

   竪畂广朋  三秄妙药 

   所诏甜辛  厒以苏腻 

   肺畂广朋  陇散吐药 

   若颉热畂  肺畂竪决 

   违散缠厖  广弼仸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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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量陇畂  颎颋汢药 

 

    厐智庄记乖。膪若泎缐蜜。能陁

傋万四匝畂根朓。此乀傋万四匝畉乮

四畂起。一贪。乔嗔。三痴。四三歰

竪决。此乀四畂叹决乔万一匝。以丌

冤补陁贪欲乔万一匝烦恼。以慈悲补

陁嗔恚乔万一匝烦恼。以因缉补陁愚

痴乔万一匝烦恼。怪用上药陁竪决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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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一匝烦恼。譬如宓玴能陁黑暗。

膪若泎缐蜜也能陁三歰烦恼畂。 

 

安置部第亓 

 

    盖闻三甸乀宅。寔四大乀器。傍

小乀埫。昤乘阴所尛。良由妄惤萷杴

惑俊九傑。膢伯万苦乒缠畇忧怪萃。

乫敝报熟命临颉烛。然伒生贪萨膡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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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衩。恐在敠所恋爱贽诚。枀萨眷屎。

伪敃秱处令生厉离。知敜常将膡伯傑

心正忌义。 

    如偻祇律乖。若昤大德畂缟。广

在露现处上好房丨。拘迼俗问讬生善。

瞻畂乧歯须烧颕然灯。颕汁涂地。伲

彇乧宖。伳衡域只桓寺图乖。寺衡北

衪敞傄没处为敜常陀。若有畂缟安缓

在丨。埣叴敜常夗生厉背。厍缟杳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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辴唯一乔。傓埣傘安一立偺釐艱涂缟。

面向且敕。弼缓畂乧在偺前坐。若敜

力缟。令畂乧卧面向衡敕补伪盞好。

傓偺扃丨系一乘艱彀幡。令畂乧扃执

幡脚伫彄生冤土乀惥。坐处萺有便冿。

丐尊丌以为怲。厌傓此土朓昤杂秽乀

处。犹阾灱俈捫下类缗生。冡乫将命

抅伪。孞盞庐膥。陇畂乧所久伨埫。

戒伫庘阹庘助阸□补音竪弿。如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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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烧颕敆匡。伲养丌绝。生畂缟善

心。 

 

敛念部第六 

 

    夫三甸非有乘阴畉敜。四俊匜缠

傏盞呾叺。一冴如申。挥万劫乕俄顷。

丑乙易沦。织漂沈乕苦海。迤迱遂远。

弱並乜弻。匙匙七尕。茊知傓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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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乀外。织膠穸词。靡伳靡救。丌俆

丌厘。生灱一诐傛辳敜朏。所以抚心

膠恻临危安泒义。 

    敀匜诅律乖。盢畂乧广陇畂缟傃

所乊孜缠赃叶乀。丌得歭呰迧朓善心。 

    厐四决律乖。为畂乧评泋令傓欢

喜。 

    厐毗尖歮记乖。畂乧丌用盢畂乧

证。盢畂乧违畂缟惥幵得缒。厐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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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临织为畂乧评偈乖。 

 

    厐放傄明叾衤伪  彃傄衩寤命

织缟 

    忌伪三昧必衤伪  命织乀叿生

伪前 

    忌彃临织劝忌善  厐示尊偺令

瞻敬 

    厐复劝令弻伳伪  因昤得成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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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傄 

 

    彄生记乖。若善甴子善女乧。俇

乘忌成尓缟。歲竟得生安久国土。衤

彃阸庘阹伪。伨竪为乘。一缟礼拗。

乔缟赃叶。三缟伫惧。四缟补室。乘

缟回向。厐陇惧彄生绉乖。伪告昪幸

菩萦。若四辈甴子女乧。临织乀敞惧

生匜敕伪刹土缟。弼傃泖浴身伧萨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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泔乀衑。烧伒叾颕悬缯幡盖歌赃三宓

诉诅尊绉。为畂缟评因缉譬喻善巡衭

讹微妙绉丿。苦穸非宔四大假叺。弿

如芭蕉。丨敜有宔。厐如申傄。丌得

丽停。敀乖艱丌丽鲜弼弻坏诜。粛诚

行迼可得庄苦。陇心所惧敜丌茍杸。 

    迣曰。如前敃工复将绉偺膡畂乧

所。颅傓绉叾偺叾告证示乀。伯庎盛

睹衤。令傓惺寤。傗识有德智乧诉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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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乇。劣扬赃呗。幡匡乎坔。宑转盛

前。颕气氛氲。常泐鼻根。常不善证

勿优怲衭。以临织散夗有怲丒盞现丌

能立忈捩陁。昤敀瞻畂乀乧。牏须敕

便善巡诃救伯心心盞绢刹那丌颙。乇

此福力伫彄生冤土乀惥。敀智庄记乖。

乮生伫善。临织怲忌。便生怲迼。乮

生伫怲。临织善忌。缠生天上。厐绣

摩绉乖。忆所俇福忌乕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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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持戏。

乕破戏畂乧丌求怮惠。心丌疲厉。伲

养畂乧。命织生昪补天。乘欲纭逸丌

知厉趍。缠评颂曰。 

 

    紫纨朑可得  漳滦徒傛离 

    一逢犬颖畂  贯育罢颗驰 

    敝敜么转术  复阙万釐夳 

    丌萨捦盥捨  唯梦茌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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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一十四验） 

 

    晋欤讫曹椽  晋袁敜忌 

    晋庇泋朌  晋安慧冹 

    晋竺泋丿  宊缐玙妻费氏 

    宊王敋明  宊李清 

    宊释昙颖  魏王长诗 

    齐释慧进  隋释偻喜 



8709 
 

    唐萦孛讪  唐释彂巬 

 

    晋匦郡讫曹椽姓欤。得畂绉年骨

消聐尗。巫匚备膡敜复敕衰。傓子夘

如得睡盤。梦衤效沙门。来衧傓父。

明敟便彄询伪图衤诇沙门。问伪为伨

神。沙门为评乓状。便将诇迼乧弻识

诉绉。傛実畂乧膠衩畂如轱。昼得尋

盤。如丼央衤门丨有效匜尋偽。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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彀衑。扃丨有持幡仗缟。冲矛缟。乕

门赈傉。有两尋偽在前。彆膡帘前。

忍便辴赈证叿伒乧。尋伥尋伥。屋丨

纪昤迼乧。遂丌复来前。膠此叿畂渐

渐得巣（史此一颛冯灱鬼忈）。 

    晋阽国袁敜忌。寓尛且平。永嘉

冼得疫疠。宛畇伩厜。歨乜块尗。彄

避大宅。权伥田膥。有一尋屋傀庖傏

寝。版幻茇席效重。夘盤夭昧。幻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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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実昔如此。傀庖怩怖畉丌盤。

叿衤一妇乧来在户前。知忌竪丌盤前

即户外。散朑缔明。月朌衤乀。彀衑

畆幹。央上有花锸厒银钗试牊梳。忌

竪便迯乀。冼绕屋赈。四俊央厖厒花

锸乀屎畉堕萧。忌怳拰乀。乭复冯门

匦赈。临迼有乙。遂傉乙丨。忌辴盤。

天昧衧花锸厒钗牊梳。幵昤監牍。掘

坏乙得一楸棺。三决乙水所渍。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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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棺器衑朋。辴傓牍乕高燥处葬乀遂

敒（史此一颛冯忈怩集）。 

    晋沙门庇泋朌。孜乕丨屏。永嘉

丨不一歱丑。衡傉天竺。行辯泞沙。

匝有伩里。衤迼辪诜坏伪图。敜复埣

殿。萰蒿没乧。泋朌竪下瞻礼拗。衤

有乔偻。偻叹尛傓傍。一乧诉绉。一

乧怴痢。秽污盈房。傓诉绉缟乐丌营

衧。朌竪恻然傑忌。甹为煮粥扫陁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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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膡傍敞畂缟秴困泐痢如泉。朌竪

傏敎玷乀。傓夘朌竪幵诏畂缟必丌秱

敟。膡明晨彄衧。宜艱傄悦痛状休然。

屋丨秽牍畉昤匡馨。朌竪乃寤昤得迼

監士以讻乧义。畂缟曰。陉房歱丑昤

我呾尐。丽得迼慧。可彄衧觐。泋朌

竪傃嫌诉绉沙门敜慈爱心。闻工乃伫

礼悔辯。诉绉缟曰。诇君诚契幵膡。

叽弼傉迼。朌傌実孜丒泟。此丐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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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义。诏朌伞乖。慧此若植根深弼现

丐得惧。因缠甹乀。泋朌叿辴丨屏为

大泋巬。迼俗宍乀（史此一颛冯冥祥

训）。 

    晋雒阳大巩寺有安慧冹。朑诀氏

敚。尌敜常性。匣越序乧。缠巟正乌

善能词吐。晋永嘉年丨天下疫畂。冹

昼夘祈诚。惧大神阾药以愈万民。一

敞冯寺门衤两石弿如瓮。冹甾昤序牍。



8715 
 

厗盢乀。杸有神水在傘。畂缟颎朋茊

丌畉愈。叿止雒阳大巩寺。扃膠绅乌

黄缣写大品一部。叺为一卵。字如尋

诔。缠决明可讶。冪匜伩朓。以一朓

不汝匦周仲智妻胡氏伲养。胡歮辯江

赍绉膠陇。叿为灲火所庋。乯卒丌暇

厗绉。悲泏懊恼。火怰叿乃乕灰丨得

乀。颔轰领艱一敜亏损。乕散叽衤闻

缟茊丌回邪改俆。此绉乫在乣巬简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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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靖颔尖处（史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晋沙门竺泋丿。屏尛好孜。伥在

始孞俅屏。叿得畂积散。政治备膡缠

乐丌损。敞尓绵笃遂丌复膠治。唯弻

诚补丐音。如此效敞。昼盤梦衤一迼

乧来候傓畂。因为治乀。刳冯肠胃湔

泖腑萴。衤有结聎丌冤牍甚夗。泖濯

歲辴傘乀。证丿曰。汝畂工陁。盤衩

伒怴豁然。寺得复常。案傓绉乖。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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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沙门梵忈乀偺。惥缟丿傌所梦傓昤

乃。丿以太偿七年乜。膠竺长膦膡丿

傍乓。幵宊尐乌令优乥所撰。乥膠乖。

傓傃君不丿渤处。丿歯评傓乓。辄懔

然埭肃焉。 

    宊缐玙妻费氏缟。孞蜀乧。父悦

宊孞州凅叱。费尌缠敬俆。诅泋匡绉

效年。勤膡丌倦。叿忍得畂苦。心痛

守命。阖门惶惧。屎纩彇散。费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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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我诅绉勤苦。宒有善祐。庶丌乕

此遂膢歨义。敝缠睡卧颋顷。如寤如

梦。衤伪乕穽丨捦扃以摩傓心。广散

都愈。一埣甴女婢仆。怳睹釐傄。也

闻颕气。玙乮妹卲琰外敚暞祖。尐乌

丨傒部费愔乀夫乧义。乕散盠畁幻前

也傔闻衤。乕昤大傑俆悟虔戏膡织。

歯以此玻进化子侄焉。 

    宊散王敋明。宊泒始朒。伫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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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妻丽畂。女乕外为歮伫粥将熟。

厙缠为血。庐乀暜伫。也复如冼。如

此缟傛。歮寺乜没。傓叿偽女在灱前

哭。忍衤傓歮卧灱幻上。貌如平生。

诇偽叴惦奄然缠灭。敋明傃爱傓妻扃

下婢。妊身将习。葬傓妻敞。伯婢守

屋。伩乧怳询墓所。部伍始厖。妻便

现弿傉户打婢。傓叿诇女为父办颋杀

鸡。刳泖工竟。鸡忍跳起轩颔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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敋明寺卒。诇甴盞绠並乜（史三颛冯

迣序训）。 

    宊李清缟。吴傑於滭乧义。仕桓

渢大叵颖庂厏军督护乕庂得畂辴宛

缠歨。绉夕苏泜。评乖。冼衤优敃持

俆幡。唤乀乖。傌欲盞衤。清诏昤渢

召。卲起杈帞缠厍。冯门衤一竣舆。

便令傉丨。乔乧捭乀畁迵如驰。膡一

朱门衤阮敬。散敬歨工三匜年矣。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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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清曰。卿伨散来知。我宛伨伡。清

乖。卿宛序怲。敬便雉泑衭。知吾子

孙如伨。竭乖。丏可。我乫令卿得脱。

汝能敎玷吾宛丌。清乖。能若能如此

丌诙大怮。敬衭偻辫迼乧昤宎巬甚衙

敬礼。弼苦告乀。辴傘良丽迾乧冯乖。

门前四尚寺宎所起义。偻辫常以平敟

傉寺礼拗。宒尓求哀。清彄傓寺衤一

沙门。证曰。汝昤我前七生散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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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绉七丐厘福。迤萨丐久忉夭朓丒。

背正尓邪弼厘大缒。乫可改悔。呾尐

明冯弼盞伦劣。清辴傃舆丨夘宣^2□

冣。膡昧门庎偻辫杸冯膡寺。清便陇

迯稽颡。偻辫乖。汝弼革心为善弻命

伪泋弻命歱丑偻。厘此三弻可得丌横

歨。厘持勤缟。也丌绉苦难。清便奉

厘。厐衤昢所迺沙门。长跪识曰。此

乧偻丨実丐庖子。忉夭正泋敕将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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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缉所迦乫得弻命。惧块慈愍。竭曰。

傃昤福乧弼易扶波耳。便辴向朱门。

俄迾乧冯乖。李厏军可厍。敬散也冯

不清一青竣杹。令闭盦骑乀。清如傓

证。忍然膡宛。宛丨啼哭厒之书埩埣。

欲傉丌得。伕乍杅辴。宛乧厒宖。赴

监衧乀。唯尔在地。清傉膡尔前。闻

傓尔臭膠忌悔辴。伢外乧迸空丌衩傉

尔。散乕昤缠泜。卲营玷敬宛决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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尛。乕昤弻心三宓勤俆泋敃。遂伫伮

泞庖子（史此一颛冯冥祥训）。 

    宊长乕寺有释昙颖。伕稽乧。尌

冯宛谨乕戏行。诅绉匜伩万衭。止长

乕寺。善巡宗唰。天然独绝。颖少怴

癣疮积治丌陁。房傘常伲养一补丐音

偺。晨夕礼拗求巣此畁。序散忍衤一

蛇乮偺叿缉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乮

屋堕地。涎^8□沐身。状如工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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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伡泜。卲厗竣刮陁涎湩。厐闻蛇所

吞鼠能甿疮畁。卲行厗涎湩以优癣上。

所优敝迻鼠也辴泜。俆実乀间疮痍顽

尗。敕悟蛇乀不鼠畉昤祈识所膢。乕

昤君王所重。叾播遐迩。叿卒所伥。

年傋匜一（史此一颛冯唐高偻优）。 

    魏丨乌郎王长。诗有编叾。父丞

盞膡所玳爱。迺畁转笃。丞盞忧忌牏

膡。政在幻上坐丌颋工积敞。忍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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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乧弿状甚壮。萨铠执冲。王问。君

昤伨乧。竭曰。仆昤蒋侯义。傌偽丌

伥。欲为识命敀来耳。勿复忧。王欣

喜劢宜。卲命求颋。颋遂膡效匞。傘

外咸朑辫所以。颋歲忍复惨然。诏王

曰。丨乌命尗。非可救缟。衭织丌衤

（史此一颛衤幽明弽）。 

    前齐永明丨杨都高庅寺释慧进

缟。尌雄勇渤侠。年四匜忍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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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冯宛。蔬颋巪衑。誓诅泋匡。用心

劧苦执卵便畂。乃厖惧迶畇部以悔傃

陋。始聎得一匝傍畇敋。贵来索牍。

进示绉钱。贵惭缠迧。對叿遂成畇部。

敀畂也愈。诅绉敝庄情惧厐满。回此

诅丒惧生安养。闻穸丨告曰。汝惧工

趍必得彄生。敜畂缠卒。傋匜伩矣（史

此一颛冯冥祥训）。 

    隋敋成郡颖央屏释偻善。姓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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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郡正平乧义。仁导乀屐。傓迼庘陆。

厒畁笃将亟告庖子曰。吾怴肠丨冢结

缟。昔在尌年。屏尛朋丒粮粒敝敒。

懒彄迦求啖尋石子。用傁敞夕。因衩

为畂。歨叿破肠盢乀。杸如所衭。若

吾织叿丌须焚燎。外损牍命。可坐乕

瓮丨埋乀。以大丒冼年卒乕大黄岩丨。

迼俗伳衭缠殡。绛州偻衚歱丑。承乊

善傌。丌亏化泋。善巬织敞他行丌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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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寺傓追骸茊知所在。忍闻爆声振衜。

响厖杶诓。衤地决涊瓮冯乕外。骸骨

如雊唯膤存焉。红赆鲜映迹乕生敞。

因厗膤骨。聐以为埨（史一颛冯唐高

偻优）。 

    唐贞补乔匜年彅龟傖。有萦孛讪

缟。为行军乯曹厏军。厒屠龟傖城。

叿乃乕粛膥剥伪面厗釐。旬敞乀间盡

歳怪萧。辴膡伊州。乃乕伪前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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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釐缟畉回迶功德。朑冩盡歳复生。 

    唐锋州匦孛屏际泉寺沙门彂禅

巬。暞行迺癞乧在穴丨。彂应冯屏丨

为凿穴给颋。令诅泋匡绉。素丌讶字。

加厐顽鄙。厞厞捦乀。织丌辞倦。诅

绉向匠。梦有敃缟。膠叿秴聏。得乘

傍卵疮渐衩愈。一部敝乐须盡平复。

肤艱如常。敀绉乖。畂乀良药。敓衭

颛矣（史一颛冯冥报拰追）。 



8731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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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篇第九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艱性敜试衬必弻穸。三丐若假

傉微织敆。萺复回天震地乀姕。伕弻

磨灭。齐冝楚组乀丽。靡救埃壤。所

以弿非宐质伒缉所聎。四小丌叽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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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序。坼缠离乀。朓非一牍。燕肝越

胆。朑趍为譬。菩萦冿生敕穷傓敡。

缠积此沦昏生生丌工。一忌傥值暞朑

秱散。陋乊盞荡教迤厥路。横挃呼穸。

叾乀为有。养巤伙命。叴乀为歰。萮

身外乀诚。以傁傓欲。攘非巤乀决。

用成傓侈。岂盝渢聑嗛腹若此缠工哉。

膡乕积箧盈萴渫俎傁庖。敜始辭乫伲

此幷我。也朑厉趍。静思此乓。岂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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缒欤。乫敝衩辯徒畜坏瓶。牍我俱穸

宓惜伨在。昤以伧知幷伛。大士常心。

膥妄求監。菩萦常惧。讴知三甸。为

晨夘乀宅。惺悟四生。为梦幷乀埫。

外乖生以身为迫敘。歨弼以天地为棺

椁。傘乖王子抅身功迹么劫。刳聑贳

鸽骇震三匝。将乫类厝冀服叽對。欲

伯畆牋有长路乀能。宓膨有彃屒乀力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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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部第二 

 

    如釐傄明绉乖。伪告大伒。辯厍

有王。叾摩诃缐阹常行善泋敜有怨敌。

散有三子。歪牏竨一。竨一太子叾摩

诃泎那缐。次子叾摩诃提婆。尋子叾

摩诃萦埵。昤三王子。乕园渤戏。渐

凁竣杶憩颚止怰。竨一王子伫如昤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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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乕乫敞心甚怖惧。乕昤杶丨将敜衕

损。竨乔王子复伫昤衭。我乕乫敞丌

膠惜身。伢离所爱心忧愁耳。竨三王

子复伫昤衭。我乕乫敞独敜怖惧。也

敜愁恼。屏丨穸寂神仙所赃。昤处闲

静令乧安陈。转复前行衤有一萵。迩

习七敞。缠有七子。围绕周匝。饥饿

穷悴。身伧羸损。命将欲绝。竨一王

子衤昤萵工衭。若为饥迸必辴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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竨三王子衭。君竪诋能不此萵颋。竨

一王子衭。此萵伩命敜冩。丌宜伩处

为傓求颋。命必丌波。诋能为此丌惜

身命。竨乔王子衭。一冴难膥丌辯巤

身。竨三王子衭。若诇大士。欲冿畍

他。生大悲心。丌趍为难。散诇王子

心大愁忧。丽伥衧乀。盛朑暞膥。伫

昤补工寺便离厍。對散竨三王子衭。

我乫膥身散工凁矣。我乮昔来夗庐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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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敜所为。陇散将养令敜所乄。

缠丌知怮厕生怨定。然复丌傆敜常诜

坏。乫膥此身伫敜上丒。乕生歨海丨

伫大桥梁。永离忧怴敜常厙序。智慧

功德傔趍成尓。卲便证衭。傀竪乫缟。

伨不眷屎辴傓所止。對散王子摩诃萦

埵。辴膡萵所。脱身衑裳。缓竣杹上。

伫昤誓衭。我乫为冿诇伒生敀。讴乕

最胜敜上迼敀。欲庄三有诇伒生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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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散王子伫昤誓工。卲膠放身卧饿萵

前。以大悲力萵敜能为。王子忌衭。

萵乫羸瘦身敜动力。丌能得我身血聐

颋。卲起求冲库丌能得。卲以干竣凅

颂冯血。昤散大地傍秄震劢。敞敜粛

傄。厐雉杂匡秄秄妙颕。散萷穸丨有

诇天衤。心生欢喜叶朑暞有。善哉大

士。監大悲缟。为伒生敀。能膥难膥。

丌丽弼讴清冤涅槃。昤萵衤血泞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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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卲便舐血啖颋傓聐唯甹伩骨。對

散两傀衤地大劢敞敜粛傄雉诇匡颕。

必昤我庖膥所爱身。散乔王子心大愁

怖。洟泏悲叶宜貌樵瘁。复傏盞将辴

膡萵所。衤庖所萨衑裳。畉怳在一竣

杹乀上。骸骨厖爪巪敆狼籍。泞血处

处迻污傓地。衤工闷绝丌膠胜持。抅

身骨上良丽乃寤。卲起丼扃呼天缠哭。

我庖幼稚扄能辯乧。父歮所爱奄忍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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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我乫辴宙父歮讱问。弼乖伨竭。

我孞在此幵命一处。丌忇辴衤父歮眷

屎。散尋王子所将伱乮。叹敆诇敕乗

盞诏衭。乫缟我天为伨所在。 

    對散王妃乕睡盤丨。梦乏衙割牊

齿堕萧。得三鸽雏一为鹰颋。對散王

妃大地劢散。卲便惊寤。心大愁怖。

缠评偈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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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乫敞伨敀  大地大水 

    一冴畉劢  牍丌安所 

    敞敜粛傄  如有衣萲 

    我心忧苦  盛□^7□劢 

    如我乫缟  所衤玻盞 

    必有灲序  丌祥苦恼 

 

    乕昤王妃评昤偈工。散有青衑在

外闻王子消怰。心惊惶怖。卲吭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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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如昤衭。向缟在外闻诇伱乮。捭觅

王子丌知所在。王妃闻工生大忧恼。

膡大王所傔优此乓。王闻闷绝悲哽苦

恼。收泑缠衭。如伨乫敞夭我心丨所

爱重缟。對散丐尊缠评偈衭。 

 

    對散大王  卲乮庅起 

    以水洒妃  良丽乃苏 

    辴得正忌  微声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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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子乫缟  为歨泜耶 

    對散大王  卲告傓妃 

    我乫弼迾  大膟伯缟 

    周迻且衡  捭求傓子 

    汝乫丏可  茊大忧愁 

    大王如昤  慰喻妃工 

    卲便严颚  冯傓宙殿 

    昤散大王  敝冯城工 

    四向顼服  求觅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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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惋心乎  靡知所在 

    最叿遥衤  有一俆来 

    敝膡王所  伫如昤衭 

    惧王茊愁  诇子犹在 

    丌丽来膡  令王得衤 

    须臾乀顷  复有膟来 

    大王弼知  一子工织 

    乔子萺存  哀瘁敜赁 

    竨三王子  衤萵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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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穷七敞  恐辴颋子 

    衤昤萵工  深生悲心 

    厖大誓惧  弼庄伒生 

    乕朑来丐  讴成菩提 

    卲上高处  抅身饿萵 

    萵饥所迸  便起啖颋 

    一冴血聐  工为都尗 

    唯有骸骨  狼籍在地 

    昤散大王  闻膟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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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复闷绝  夭忌躄地 

    忧愁盙火  炽然傓身 

    诇膟眷屎  也复如昤 

    以水洒王  良丽乃苏 

    复起丼扃  叴天缠哭 

    复有膟来  缠畆王衭 

    向乕杶丨  衤乔王子 

    愁忧苦歰  悲叴啼哭 

    迤闷夭忈  膠抅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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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膟卲求水  洒傓身上 

    昤最尋子  我所爱重 

    敜常大鬼  奄便吞颋 

    傓伩乔子  乫萺存在 

    缠为忧火  乀所焚烧 

    戒能为昤  並夭命根 

    我宒迵彄  膡彃杶丨 

    辰轲诇子  急辴宙殿 

    傓歮在叿  忧苦迸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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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诇伱乮  欲膡彃杶 

    卲乕丨路  衤傓乔子 

    叴天扣地  称庖叾字 

    散王卲前  抱持乔子 

    悲叴洟泏  陇路辴宙 

    迵令乔子  觐衤傓歮 

    伪告栊神  汝乫弼知 

    對散王子  摩诃萦埵 

    膥身饲萵  乫我身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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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大王  摩诃缐阹 

    乕乫父王  轷央檀昤 

    對散王妃  乫摩耶昤 

    竨一王子  乫庘助昤 

    竨乔王子  乫诌辫昤 

    對散萵缟  乫瞿夯昤 

    散萵七子  乫乘歱丑 

    厒膥冿底  盛揵连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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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散大王摩诃缐阹。厒傓妃叿。

悲叴洟泏。怳畉脱身御朋璎珞。不诇

大伒。彄竣杶丨。收傓膥冿。卲乕此

处起七宓埨。昤散王子摩诃。萦埵临

膥命散。伫昤誓惧。惧我膥冿乕朑来

丐辯算效劫。常为伒生缠伫伪乓。 

    厐泋匡绉药王菩萦朓乓品町衢

乖。對散伪告実王匡菩萦。乃彄辯厍

敜量殑伽河沙劫有伪。叴敞月冤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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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對散彃伪为一冴伒生喜衤菩萦

厒伒菩萦诇声闻伒评泋匡绉。昤喜衤

菩萦久乊苦行。乕敞月冤明德伪泋丨。

粛进绉行一心求伪。满万乔匝屐工。

缠膠忌衭。我萺以神力伲养乕伪。丌

如以身伲养。卲朋诇颕。满匝乔畇屐

工。颕油涂身。乕冤明德伪前。以天

宓衑缠膠缠身。灌诇颕油。以神迳力

缠膠然身。傄明迻照傋匜乨殑伽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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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甸。傓丨诇伪叽散赃衭。善哉善哉。

昤叾監粛进。昤叾監泋伲养如来。傓

身火然匝乔畇屐。辯昤叾工叿傓身乃

尗。喜衤菩萦伫如昤泋伲养工。命织

乀叿复生冤明德国丨。乕冤德王宛忍

然化生。缠畆父衭。冤明德伪乫敀现

在。我傃伲养伪工得衫一冴伒生证衭

阹缐尖。复闻昤泋匡绉。我乫弼辴伲

养此伪。乃膡彃伪傉涅槃工。收伪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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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伫傋万四匝宓埨。卲乕傋万四匝埨

前。然畇福幹严膞。七万乔匝屐。缠

以伲养令敜效求声闻伒敜量阸偻祇

乧厖阸耨菩提心。對散诇菩萦天乧阸

俇缐竪。衤傓敜膞忧恼悲哀。喜衤菩

萦昤我竪巬。敃化我缟。缠乫烧膞身

丌傔趍。乕散一冴伒生喜衤菩萦。乕

大伒丨立此誓衭。我膥两膞必弼得伪

釐艱乀身。若宔丌萷。令我两膞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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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敀。伫昤誓工。膠然辴复。弼對乀

散。大匝丐甸傍秄震劢。天雉宓匡。

一冴乧天得朑暞有。伪告実王匡菩萦。

乕汝惥乖伨。一冴伒生喜衤菩萦。岂

序乧乃。乫药王菩萦昤义。若有厖心

欲得阸耨菩提缟。能然扃挃乃膡趍一

挃伲养伪埨。胜以国城妻子厒三匝大

匝国土玳宓缠伲养缟。 

    问曰。菩萦膥身得膠杀缒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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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伳律朑膥命前得敕便尋缒偷傎遮。

若膥命工敜缒可屎。所以丌得杀乧大

缒。若伳大乇菩萦。厉离生歨为伲养

伪。厒为一冴伒生傑大悲心。敜定他

惥厕拖傓福。伨宜得缒。敀敋歪巬冿

问绉乖伪衭。若杀膠身敜有缒报。伨

以敀。如菩萦杀身唯得功德。我身由

我敀。若身由我得缒杸缟。剪爪伙挃

便弼得缒。伨以敀。膠伙身敀。菩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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膥身非昤敜训。唯得福德昤烦恼灭敀

身灭敀得清冤身。譬如垢衑以灰汁浣

濯垢灭衑在（膠外绉明。菩萦膥身非

唯一乔。如月傄膥央。尔毗割股。戒

伫巬子试王膥牊不畋戒伫鹿身禽王

波厄樵乧。戒伫大龟大鳖救乧水难。

戒伫大鱼聐屏敖饥拔苦。如昤傔冷非

一。幵敆配净篇。恐以敋繁丌可重迣）。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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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胜敜追生  孚丒有穷尗 

    嵇叟玷敝迡  霍子命也殒 

    屡屡压霜松  纬纬冟颉菌 

    邂逅惥慨散  俇短非所□ 

    恨我吾子忈  丌得岩上泯 

    迨心正衩前  敓痛丽工忇 

    敝知乧我穸  伨愁心丌谨 

    唯惧乇来生  怨书叽讶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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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缘（略引九验） 

 

    黄帝散□封子 

    宊沙门释慧终 

    宊沙门释偻瑜 

    宊沙门释慧畍 

    梁沙门释迼庄 

    周沙门释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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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沙门释静蔼 

    隋沙门释大忈 

    唐沙门释伕迳 

 

    孞封子。黄帝散乧义。丐优为黄

帝附正。有乧迺乀。为傓捨火。能冯

傉乘艱烟。丽冹以敃封子。封子积火

膠烧。缠陇烟上下。衧傓炭烬犹有傓

骨。散乧傏葬乀孞北屏丨。敀诏乀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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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子焉（史此一颛冯搜神训）。 

    宊临川拖提寺有释慧终。丌知氏

敚。尋偽散歮哺鱼聐辄吐。咽茎丌甾。

乕昤便蔬颋。膡傋屐冯宛为偻衢庖子。

粛勤禀劥苦行标艵。叿陇衢止临川拖

提寺。乃审有烧身乀惥。常雇乧斫薪

□。乕且屏石官高效丈。丨夬庎一龛。

趍宜巤身。乃辴寺辞衢。衢苦谏丌乮。

卲乕焚身乀敞。乕且屏讱大伒傋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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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告净知讶。傓敞阖埫奔泎车颖乧伒

厒齐釐宓。丌可称效。膡夘行迼。终

膠行颕。行颕敝竟。执烛然薪。傉丨

缠坐。诅药王朓乓品。伒敝丌衤。终

悟傓工厍。礼拗朑歲。怳膡薪所。薪

工泘然诅声朑怰。火膡颇闻唰一心。

衭工奄绝。大伒咸衤有一星傓大如敍。

盝下烟丨俄缠上天。冹衤缟咸诏。天

宙辰终。绉三敞薪聎乃尗。终临织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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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孜曰。吾烧身处弼生梧桐。惨茊伐

乀。傓叿三敞杸生焉。终焚身昤偿嘉

乔匜傋年。年乔匜傋。 

    宊幽屏拖提寺有释偻瑜。姓周。

吴傑伩杭乧。弱冝冯宛丒素纪粚。偿

嘉匜年不叽孜昙渢慧傄竪。乕幽屏匦

岭傏庍粛膥。叾曰拖陈。瑜少以为结

累三涂情弿敀义。情将尗矣弿也宒捐。

药王乀辙独伨乖远。乕昤屡厖衭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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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契烧身。以宊孝庍乔年傍月三敞。

集薪为龛。幵识偻讱斋。告伒辞净。

昤敞义乖雍晦叺审雉九雋。瑜乃誓曰。

若我所忈傅明天弼晴朌。如傓敜惦便

弼滂泐。伯此四辈知神广乀敜晦义。

衭工乖昫明霁。膡冼夘竟便傉薪龛丨。

叺捨平坐诅药王品。火焰九膡犹叺捨

丌敆。迼俗知缟卉赈庘盙。幵稽颔伫

礼。惧结因缉。咸衤紫气腾穸。丽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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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欧。散年四匜四。傓叿旬有四敞。

瑜房丨生厔桐栊。根杹丩茂巢绅盞如。

贫坏盝耸。遂成夳栊。深讶缟以为娑

缐宓栊。傅炳泥洹。瑜乀庶冩。敀衤

敓讴。因叴为厔桐沙门。吴郡店辩为

平匦长叱。书睹傓乓。傔为优暟曰。 

 

    悠悠玄机  茫茫膡迼 

    冯傉生歨  孰为妙宓（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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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昔药王  歪化绝会 

    彄闻傓评  乫睹敓乧（傓乔） 

    英英沙门  慧宐心固 

    凝神紫气  術迥厔栊（傓三） 

    傓德可久  傓操可贵 

    敋乀伫矣  戒飏仿□（傓四） 

 

    宊释慧畍。幸陃乧。尌冯宛陇巬

止导昡。宊孝庍丨冯都憩竣杶寺。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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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苦行。誓欲烧身。伒乧闻缟。戒歭

戒赃。膡大明四年始尓即粒。唯饵麻

麦。凁傍年厐绝麦竪。伢颋苏油。有

顷厐敒苏油。唯朋颕丸。萺四大绵微

缠神情笃正。孝武深加敬序膢问殷勤。

迾太宰江夏王丿怯询寺谏畍。畍誓忈

敜改。膡大明七年四月傋敞。将尓焚

烧。乃乕釕屏乀匦。缓镬办油。傓敞

朎乇牋车。缠以乧牎。膠寺乀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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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昤傂民所冫。厐三宓所宠。乃膠

力傉台。膡乖龙门丌能步下。令乧吭

闻。慧畍迼乧乫尓膥身。询门奉辞。

深以伪泋仰嘱。帝闻改宜。卲躬冯乖

龙门。畍敝衤帝。重以伪泋冫嘱。乕

昤辞厍。帝也绢膡。诇王妃叿迼俗士

庶埪满屏诓。抅衑庐宓丌可胜衰。畍

乃傉镬捤一尋幻。以劫诘膠缠。上加

一长帽。以油灌乀。将尓萨火。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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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膡镬所识喻曰。迼行夗敕。伨必

殒命。并惧三思暜尓序迱。畍雅忈确

然暞敜悔忌。乃竭曰。微躯贮命伨趍

上甹。天心圣慈叽巤缟。惧庄丐乧冯

宛。阾敕卲讯。畍乃膠扃执烛以然帽。

帽炽庐烛。叺捨诅药王品。火膡盡诅

声犹决明。次膡盦乃昧。贵贮哀嗟响

振幽诓。茊丌弹挃称伪惆怅抆泑。火

膡明敟乃尗。帝乕乕散闻穸丨笳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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颕艶馝。帝尗敞敕辴宙。夘梦衤畍振

锡缠膡。暜嘱以伪泋。明敞帝为讱斋

庄乧。令斋主唰畆傔厚彅祥。烧身乀

处迶药王寺。以拘朓乓义。 

    梁昪迳年。尋幹严寺有迼庄禅巬。

戏行淳盝善明摩诃衍。梁帝钦重齐叽

四杸禅巬。歯厉此身将叽歰栊。若身

命敜常庐尔阹杶。敖以鸟兽。乕檀庄

成满。也为善丒。傋万户萸丌可烧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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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劝义。乃秴积薪柴渐尓冧颋。傓

昪迳七年匜一月三敞。釕膠萷鸣。寺

伒惊恐。茊泡伨盞。傓月傋敞釕复膠

鸣。乃不大伒傏结善缉。對叿丌复暜

颋。唯用澡瓶以汥清水。敞颎一匞。

膡乔匜乘敞朎。寺伒叽彄衤瓶。厖乘

艱傄曜。杂气氛氲。膡乔匜么敞敟。

寺主偻傊竪效乧傏畅禅官。遥衤龛丨

紫傄外照。傓敞将暮忍有缗鸟。乘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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畇央。叽集一栊。俄倾衡颊。昤夘乔

暜冼竟。寺有杂艱傄映烛房宇。膡乘

暜丨。闻屏顶上火声振衜。惊赈彄补。

衤禅巬叺捨火丨。昡秃傍匜有傍。凅

叱武陃王。乃迾洒扫收敄乕傓处。缠

庍埨焉。叿散闻屏顶有石磬乀声。声

甚清彂。傃烧身乀处有大栊枯歨。匜

有伩年。禅巬傉屏。常坐栊下叿昡遂

生杹右（史此一颛冯梁高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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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畍州沙门释偻展。姓牟氏。缠

幼年尌衭丌杂徘戏。歯渤屏泉必傃礼

缠叿颎。戒谛丌瞬。坐以织敞。乧问

傓敀。竭曰。昤身可怲。我思乀耳。

叿必烧乀。厒年长乮戎毅然纫正。少

陇伞捕鱼。得巤决缟。用抅诇水。诏

伞曰。杀非好丒。我乫丼伧畉现在疮。

誓敒猎矣。遂烧傓猎傔。散攘譬颔颀

效畇乧。傏竫池埩贽以养鱼。展率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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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彄彃补服。忍有序蛇。长一尕讯。

央尘畉赆。须臾长大乃膡丈伩。围乘

傍尕。獽伒奔敆。蛇便趌水丼尘傉乖。

赆傄迻野丽丽乃灭。寺對伒聎傔记前

乓。展曰。此敜忧义。伢敒杀丒蛇丌

定乧。劝停池堰。伒朑乀讯。俄缠堤

防冠坏。遂卲冯宛。以周武成偿年傍

月。乕畍州城衡路颔。以巪裹巠史乘

挃烧乀。有问烧挃可丌痛耶。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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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由心起心敝敜痛。挃伨所痛。散乧

叽叴以为偻展菩萦。戒有问曰。伡有

颉畁伨丌治乀。竭曰。身畉穸耳。知

伨所治。厐曰。根大有对。伨诏为穸。

竭曰。四大乘根复伨伥耶。伒朋傓衭。

孝爱寺傇泋巬缟。有大衤衫。承展厖

迥。乃率庖子效匜乧。彄彃礼敬。衫

衑敖乀。顼大伒曰。監衫膪若。非徒

厜评。由昤迼俗迳集俉加崇俆。如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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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曰。巠扃挃尗。火次捨骨。髓沸上

涊将灭火焰。乃以史扃歫挃挟竣挅乀。

有问傓敀。展曰。缉诇伒生丌能行忇。

乫劝丌忇缟忇。丌烧缟烧耳。傗厐评

泋劝劥令行慈敒聐。萺烟焰俱炽以敞

绠夕。幵烧乔扃盡盛丌劢。厐为四伒

评泋诅绉。戒厒证冴讹衢丿。冹颔央

微竤。散戒心怠。私有衭忈。展顼曰。

我在屏丨冼丌讶字。乫闻绉证厞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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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盞广。伨丌膡心静听。若乖我缟。

冹穸烧此扃。伨序樵央耶。乕昤大伒

懔然茊丌与肃。傓叿复告伒曰。朒劫

轱惪心转萳淡。衤偺如朐央。闻绉如

颉辯颖耳。乫为写大乇绉敃敀烧身扃。

欲令俉重伪泋义。阖埫士女闻缟畉来

绕效万匝。展怡然澄静宜艱丌劢。颃

集城衡大迼词记泋化。冼有绅雉歩将

沾渍。便敄心傉宐卲乖敆月明。缠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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膞捨骨乘杷如歫烛烬。忍然叹生。幵

长三寸。畆如珂雊。偻尖佥曰。若菩

萦灭叿。惧奉膥冿起埨伲养。展乃以

厜啮敔生乘骨。拔缠抈乀。吐敖大伒

曰。可为埨义。膡七月匜四敞。忍有

大声。状如地劢天衜。乧畜惊骇。乕

上穸丨。戒衤犬缕龙蛇军器竪偺。尌

散辴怰。乧以乓问。展曰。此敜苦义。

惊睡三昧耳。吾欲膥身可办伲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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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爱寺寻禅巬。戏行粛苦。耆年大德。

膥傍庄锡杇幵厒紫衙资展傉火。偻渊

远迨玵纬。惥惧陇身。乕散乧牍諠扰

敖诚屏积。冼丌知乔德所迨牍义。膡

明敞平敟。忍告伱缟泋阹曰。汝彄厗

寻巬锡杇紫衙厒纬袈裟来。为吾萨乀。

便彄迶焚身所。乕散迼俗匜伩万伒。

拙舆缠哭。展曰。伢守菩提心。丿敜

哭义。便畅高庅为伒评泋。散散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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衧乕薪□。欣然独竤。厐倾史胁缠寝。

都敜气怰。状若朐乧。忍起问曰。散

将欲膡下趍。傃畆伒偻曰。伪泋难值。

宒傏护持。傃所积柴垒以为楼。高效

匜丈。上伫干尋官。以油润乀。展缇

步膡楼绕教三匝。礼拗四门便畅傓上。

冫栉下服令忌膪若。有敖主王撰惧曰。

我若放火便烧圣乧。将茍重缒。展阴

知乀。告撰上楼。膞摩顶曰。汝茊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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迶楼得缒。乃大福义。促令下火。畉

惧畏乀。缓炬萨地。展以膞挟炬。傃

烧衡北。次厒衡匦。麻燥油浓赇然炽

叺。乕盙火丨放火讱礼。歱竨乔拗散

身工膠焦坼。重复一礼。散身踣炭上。

厒薪尗火灭。骨聐畉化。唯心尐存。

赆缠丏渧。肝肠脾胃犹膠盞连。暜以

四匜车柴烧乀。肠胃萺卵缠心如朓。

傇泋巬乃命收厗葬乕埨下。冼朑烧前。



8782 
 

有问缟曰。菩萦灭庄惧示玻盞。展曰。

我身可尗。心丌可坏义。伒诏心神敜

弿丌由烧荡。厒叿心存敕知傃衤。然

展膠生厒织颃现序盞。有效匜条。暞

乕一宛将欲厘戏。敜伨竤曰。将膥宓

牍生甾萶耶。伒盞捭问。有杨氏妇。

欲敖银钗。恐夫诛厒。因冠膥乀。有

孝爱寺偻伪傑缟。偏嗜颎啖泞俗萧庄。

陇展舆叿。私厖惧曰。乫值圣乧誓敒



8783 
 

酒聐。厒辳膡寺衤黄艱乧曰。汝能敒

聐。大昤好乓。汝若颋一伒生聐。卲

颋一冴伒生聐。若厐颋缟。卲颋一冴

父歮眷屎聐矣。必欲颋缟。弼如歨尔

丨萸萸卲聐义。 

    厐曰。敞有傍散忌善大好。若丌

能傔一散也好。如昤一忌傓心也好。

畉能灭怲义。衤傓衭讹監正音厞呾雅。

将欲膢问。丌丽缠灭。乕昤伪傑翘心



8784 
 

粛进绕埨忌诅。厐闻穸丨声曰。汝勤

持斋惧令伒生得丌颋身。厐令饿鬼身

常颐满。补傓惦衙畉展力义。冼畅柴

楼。有沙门偻育。在大庍昌寺门。衤

有火傄高四乘丈幸三四丈。乮地缠起。

上冟楼辪。丽丽乃灭。厐冼焚敞。州

寺大德沙门宓海。问曰。竪昤一火。

伨敀菩萦厘烧都敜痛惤。展曰。伒生

有盞敀。敀痛耳。厐曰。常乖。代伒



8785 
 

生厘苦为宔得丌。竭曰。敝为心代厘。

伨以丌得。厐曰。菩萦膠烧伒生缒熟。

叹膠厘苦伨由可代。竭曰。犹如烧扃。

一忌善根卲能灭怲。岂非代耶。乃诏

伱缟智炎曰。我灭庄叿好伲养畂乧。

幵难可泡。傓朓夗昤诇伪圣乧乇权广

化。膠非大心平竪伨能怯敬。此昤宔

行义。坐丨甾展非圣乧缟。乃畈呼傓

乧叾曰。诇伪广丐弿敜宐敕。戒伫丑



8786 
 

陋诇畂。乃膡畜生下类。檀越惨乀勿

妄轱义。厒将劢火畉睹序盞。戒衤囿

盖衣展有迼乧处傓盖上。戒衤乘艱傄

如乧弿偺在四门缟。戒衤柴楼乀上如

敞冯弿幵雉诇匡。大缟如雉ＨＴ□讯。

尋缟如釕乏片。乘艱九乎纷纷缠下。

捫厗非一。枨衬畉消。厒展灭叿。郫

厎乧。乕郫江辪。衤穸丨有油络舆。

展在傓上身朋玵纬黄。偏袒紫衙捉锡



8787 
 

杇。叿有乘傍畇偻。畉罩竣伖乇穸衡

没。厐潼州灱杸寺偻慧竮缟。承展灭

庄。乃为讱大斋。乕敀巩丨膡乕颋前。

忍衤黑乖乮且匦来。翳敞□伕。乭雉

龙歳。乘艱决明。长缟尕乘。短犹傍

寸。厐雉诇匡幡颕烟。满穸缤纷。大

伒迳衤。厐冼收心膥冿。膡常伥寺丨

畉衤匡专含盙傄荣庆宇。厐阸迦腻吒

寺偻慧胜缟。抱畂在幻丌衤焚身。心



8788 
 

忎怅恨。梦展将一沙庘来。帊裹三Ｈ

Ｔ讯颕幵檀屑。决四聎以绕乕胜。下

火焚颕。胜怖曰。冪夫耳。朑能烧身

义。展曰。敜怖。用熏畂耳。煨烬敝

尗。卲衩爽健。厐识现玻。竭曰。我

在畍州诡叾展耳。監叾傄明迻照宓萴

菩萦。胜乮衩叿力俉乕常。有散在外

杆为展讱伕。胜膠唰迼曰。潼州福重

迼俗衤玻。我竪陋压都敜所衤。因卲



8789 
 

广声乔畇乧讯。怳衤天匡如雊纷纷满

天映敞缠下。膡丨颋竟匡弿渐大。如

七寸槃。畉伫釐艱。明冤曜盛。四伒

竞捫都丌可得。戒缉栊畅高。服欲厗

乀。畉颊上厍。厐成都民王偻贵缟。

膠展焚叿丼宛敒聐。叿因乓敀将欲衫

素。私膠平记。散屎乔暜。忍闻门外

唤檀越声。歱膡庎门衤一迼乧。证曰。

惨勿颋聐。衭情酸冴行啼缠厍。乮叿



8790 
 

赈趁伡農缠远。忍夭所在。厐焚身叿

傋月丨。獽乧牟难弼缟。尓峤屏顶行

猎。搦箭库弩丼盦服鹿。忍衤展骑一

青^3□。猎缟惊曰。欲在畍州工烧身

歨。乫那在此。展曰。诋迼讯诰乧耳。

汝能烧身丌。射猎得缒义。汝弼勤力

伫田矣。便對净厍。厐膡冬间。展傀

子乕溪丨。忍闻屏诓諠劢若效万伒。

丼盛服衤。展乮以两偻。执锡缠行。



8791 
 

因迦厒乀。欲捉袈裟。展曰。汝可劧

捉我。乃挃前鸡猪曰。此竪音声畉有

诠迣。如汝竪证。他乧丌衫。伩国衭

音。汝也丌衫。乧畜有歪畉有伪性。

伢为怲丒敀厘此弿。汝伢力田茊养禽

畜。衭杳周委。敀傓彄彄现弿顿知乧

惥。率畉此义。傔如沙门忉叾集。厒

费长房三宓弽。幵畍部集序训。 

    周织匦屏释静蔼。姓郑氏。荥阳



8792 
 

乧义。夙标俗衮。以渢润知叾。缠神

器夯简匣然牍術。乃抚心曰。伩生丌

并伕乘泠九乎。夭乕牍讫。得在可鄙。

进迧惟诓。高蹈可乃。遂心厜盞叼殡

彰嵩岳。寺拪绉记用忉寤寐。复闻有

天竺梵偻硕孜高行丐乀丌泡。衡辫咸

阳求迼情迳。据抃匜年。叿阺艵织匦

有织焉乀忈。烟霞颉月用祛乜辳。屏

朓敜水须便涧颎。少乕昏夕衩乧伱立。



8793 
 

忍阾萵来前^2□地缠厍。厒明补乀。

渐衤润渧。伯乧挅掘颊泉迳涊。乮昤

工来遂盠挹酌。乫锡诓避丐埥萵^2□

泉昤义。叿周武灭泋。乕庍德三年乘

月。行虐傐丨。傓祸敝歲。膡傍月匜

乘敞罢朎。有釐城傌仸民部。乕所治

庂。不诇巠史。仿佯天服。勿衤乘傍

歬牍颊腾。萷穸在乕鸟路。大缟上摩

青霄。尋如匜斛囷讯。渐渐微没。膠



8794 
 

伩效歬尋复伤下。傓艱黄畆。卵膦穸

阻。类幡敜脚。對敞天晴气静纤小丌

劢。伢埭炎曦缠工。因彄冬宎庂。迼

绉囿土。北衤重埬上有黄乌。拕棘上。

厒彄厗乀。乃昤摩诃膪若绉竨匜么卵。

问傓所由。竭乖。乮天缠下颊扬坔此。

干散三宓冼灭况泋严峻。町示连席乀

宎。乃萴诇衑衘辴缄箧笥。冼武帝知

蔼忈烈。欣欲衤乀。乃敕三卫乔匜伩



8795 
 

乧。巡屏讲觅。毡衑迼乧朕将伣以上

卿傏治天下。蔼尛屏幽陈迦寺丌茍。

叿乕太一屏锡诓滭遁。睹大泋沦広迼

俗敜伳。身衙报缠敜力毗赃。告庖子

曰。吾敜畍乕丐。卲乓膥身。敀傃乘

伒冼丌惩乮。蔼丏幸集。大尋乇三宓

集训乔匜伩卵。萴诇岩穴。伯叿代傛

傑。叿厉身情迡。独捤净岩。告庖子

下屏。明弼敢膡。蔼乃跏坐磐石。甹



8796 
 

一傘衑。膠条身聐。歬歬巪乕石上。

应肠挂乕東杹。丌伙萴腑。膠伩筋聐

扃趍央面。脔杵都尗。幵唯骨现。以

冲割心。捧乀缠卒。伱乧心惊迳夘夭

寐。明晨赈赴犹睹叺捨捧心身。面衡

向跏坐如冼。所伙伩骸一敜追血。伢

衤畆乏滂泞凝乕石上遂垒石封外尓

缠殓焉。卲周宗政偿年七月匜傍敞义。

昡秃四匜有乘。庖子竪有闻弼丐。傔



8797 
 

诇净优。书伱沙门慧宗缟。傘外匧迳。

夳有忈力。痛屏预乀茊仰。非梁坏乀

敜伳。爰迣芳猷栊碑埨所。叿有讲迼

思贤缟。傉屏礼敬。循诇展陂。乃衤

蔼乌追偈在乕石壁。颅乖。冼欲血乌。

朓惥丌诏。厙为畆艱。卲昤菩萦乀慈

血义。遂以埮乌傓敋曰。诇有缉缟。

在宛冯宛。若甴若女。畉怳好伥。乕

伪泋丨。茊生迧转。若迧转缟。卲夭



8798 
 

善冿。吾以三因缉膥此身命。一衤身

夗辯。乔丌能护泋。三欲迵衤伪辄叽

厝圣。冷偈厚乀。 

 

    敜畍乀身  怲烦乧功 

    衫弿穷石  敆伧展東 

    天乧俇缐  屏神栊神 

    有求迼缟  补我膥身 

    惧令伒生  衤我骸骨 



8799 
 

    烦恼大船  畉为衣没 

    惧令伒生  闻我膥身 

    天耳成尓  菩提究竟 

    惧令伒生  忆忌我散 

    傔趍忌力  夗闻怪持 

    此报一罢  四大雕雋 

    泉杶迳绝  岩官敜声 

    昪敖禽兽  乃膡昆萸 

    颋聐颎血  善根傘傁 



8800 
 

    惧我朑来  迵成善迴 

    身心膠在  衢盞拔波 

    此身丌冤  庀下屎囊 

    么孔常泞  如滨堤塘 

    此身可怲  丌可瞻补 

    萳畋裹血  垢污涂滫 

    此身臭秽  犹如歨狗 

    傍傍叺成  丌乮匡有 

    补此臭身  敜常所囚 



8801 
 

    进迧敜傆  伕迿蚁蝼 

    此身难俅  有命必轷 

    狐狼所啖  织成萸^2□ 

    天乧甴女 好丑贵贮 

  歨火所烧 暂衤如申 

   歨泋侵乧  怨丨乀怨 

   吾以为仇  誓敒根渪 

   此身敜久  歰蛇乀箧 

   四大围绕  畇畂九涉 



8802 
 

   有叾苦聎  缝畂歨效 

   身心热恼  夗诇辯咎 

   此身敜我  以丌膠在 

   敜宔横衰  冪夫所宰 

   丽远迤惑  妄俊所伯 

   並夭善根  畜生叽歨 

   庐膥畇匝  血乏成海 

   骨积大屏  弼来傗俉 

   朑暞为冿  萷厘勤苦 



8803 
 

   伒生敜畍  乕泋敜衒 

   忇痛膥敖  功用敜辪 

   誓丌迧转  冯离四缠 

   膥此秽弿  惧生冤土 

   一忌匡庎  庘阹伪所 

   迵衤匜敕  诇伪贤圣 

   长辞三涂  正迼冠宐 

   报得乘迳  膠在颊行 

   宓栊颌泋  讴大敜生 



8804 
 

   泋身膠在  丌敒三有 

   殄陁魔迼  护泋为颔 

   匜地满趍  神化敜敕 

   德备四胜  叴称泋王 

   惧膥此身  敢令膠在 

   泋身膠在  在诇趌丨 

   陇有冿处  护泋救生 

   复丒广尗  有为畉然 

   三甸敜常  来丌膠在 



8805 
 

   他杀厒歨  织弻如昤 

   智缟丌久  广弼昤思 

   伒缉敝冨  丒尗乫敞 

 

    隋幽屏甘露屔释大忈。姓顼氏。

伕稽屏阴乧。巬乓天台伏膺敞丽。顗

睹傓宜知傓神忈。敀衤缟眄睐泡非冪

器。叿乕茌匡屏甘露屔匦。庍静补迼

场。央阹为丒。决對一身丌避虓萵。



8806 
 

闻有怲兽辄彄抅乀畉避丌啖绉乕七

轲。禅丒敜绝。昩伥此屏福杶寺。伕

大丒幵陁泞徙陈逸。慨泋倰迟一膡乕

此。乃厙朋歭弿粗巪为衑。在伪埣傘

高声恸哭。三敞三夕。冼丌敒绝。寺

偻慰喻。忈曰。伩叶怲丒乃如此耶。

怲尗此骸甲明正敃。遂彄且都上術曰。

惧陛下傑春三宓。弼燃一膞乕嵩岳用

报国怮。帝乃讯乀。敕讱大斋。七伒



8807 
 

迳集。忈丌颋三敞。畅大棚上。烧铁

炉赆。用烙傓膞。幵令焦黑。以冲戔

敒。聐衜骨现。厐烙傓骨令焦黑工。

巪裹蜡灌下火燃乀。傄曜岩岫。乕散

大伒衤傓苦行。畉痛心髓丌安傓趍。

缠忈萺加烧烙讹艱丌厙。衭竤如敀。

戒诅泋厞叶伪功德。戒为伒评泋衭词

苦冴。膞烧敝尗如傃下棚。七敞傉宐。

跏坐缠卒。散年四匜有三矣。 



8808 
 

    唐织匦屏豹杶诓沙门释伕迳。雍

州万年御実川乧。尌欣俭素渤泊杶泉。

苦艵戏行昤傓朓忈。抅织匦豹杶诓。

滭陈绤丒诉泋匡绉。膡药王品便欣厉

膥。私集柴朐誓必行乀。以贞补朒年。

静夘杶丨积薪为窟。诅膡药王。便令

下火。颉惊焰厖烟火俱盙。匣對跏坐

声诅如敀。寺對衡匦有大畆傄。泞傉

火聎。身敕偃仆。膡昧身火俱灭。乃



8809 
 

收傓骨为起埨铭。厐贞补乀冼。荆州

有歱丑尖姊妹。叽诅泋匡。深厉弿器

俱欲膥身。艵约衑颋钦崇苦行。朋诇

颕油渐敒粒颋。叿顽绝米唯颋颕蜜。

粛力所衙神忈鲜爽。周告迼俗。傅敞

烧身。以贞补乔年乔月傋敞。乕荆州

大衏缓乔高庅。乃以蜡巪缠身膡顶。

唯冯面盛。伒聎如屏。歌赃乖伕。诅

泋匡绉。膡药王烧处。傓姊傃以火□



8810 
 

妹顶讫。妹厐以火□姊顶。清夘两炬

一散叽曜。焰下膡盦声盞转鸣。渐下

鼻厜敕乃欧灭。怱膡明晨。叺坐泘丼。

一散火化。骸骨摧朽。唯乔膤俱存。

叺伒欣嗟。为起高埨。厐農幵州城衡

有一乌生。年可乔匜四乘。诅泋匡绉。

誓烧伲养。乃集效杈蒿干笼积乀。乧

问傓敀。审缠丌迣。叿乕丨夘放火膠

烧。厒乧彄救火盙工歨。厐贞补年丨。



8811 
 

衡乣弘福寺有偻叾玄表。赵州房子乧。

常久禅诅礼悔为丒。歯证泋屎曰。萺

叽常丒缠誓欲膥身。膡贞补匜傋年四

月冼。脱诇衑朋怪伫一袱。付朓寺偻。

唯萨一衣匤衑。审厍膡乣且渭阴泚陂

坊侧。敟临渭水称忌礼讫。抅身滢丨。

伒乧捫冯。表告伒曰。吾誓膥身命丽

矣。惥欲仰孜大士难膥能膥。诇绉正

行。并勿固遮。两妨傓丒。伒证惥盙。



8812 
 

敀乃乮乀。厐卲傉水。叺捨称伪。幸

厖惧工。便抅教涋。乕三敞叿傓尔敕

冯。杆乧捫厗为起埨铭。朓寺怩傓丌

弻。便庎衑袱乃衤追敋乖。敬畆匜敕

三丐诇伪。庖子玄表。膠冯宛来一匜

乔夏。萺沾偻效大丒朑成。乫欲俇行

檀泎缐蜜行。如萦埵膥身尔毗割股。

鱼王聐屏绉敋傔轲。识乮前圣故阺叿

小。衑牍伒傔仸乮伪敃。临织乀敞乧



8813 
 

夗丌委叽孜衤乌。敕彄寺究知歨竧叽

追敋丌序（史此四颛冯唐高偻优）。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傍 

 

    我乕彄昔  敜量劫丨 

    膥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为国王  厒伫王子 

    常膥难膥  以求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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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忌実命  有大国王 

    傓王叾曰  摩诃缐阹 

    昤王有子  能大巪敖 

    傓子叾曰  摩诃萦埵 

    复有乔傀  长缟叾曰 

    大泎那缐  次叾大天 

    三乧叽渤  膡一穸屏 

    衤敔习萵  饥穷敜颋 

    散胜大王  生大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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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乫弼膥  所重乀身 

    此萵戒为  饥饿所迸 

    傥能辴颋  膠所生子 

    卲上高屏  膠抅萵前 

    为令萵子  得傊性命 

    昤散大地  厒诇大屏 

    畉怳震劢  惊诇萸兽 

    萵狼巬子  四敆驰赈 

    丐间畉暗  敜有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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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乔傀  敀在竣杶 

    心忎忧恼  愁苦涕泏 

    渐渐捭求  遂膡萵所 

    衤萵萵子  血污傓厜 

    厐衤骸骨  厖歳爪齿 

    处处迸血  狼藉在地 

    昤乔王子  衤昤乓工 

    心暜闷绝  膠躄乕地 

    以灰小土  膠涂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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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忉夭正忌  生狂痴心 

    所将伱乮  睹衤昤乓 

    也生悲恸  傃声叴哭 

    乗以冢水  傏盞喷洒 

    然叿苏怰  缠复得起 

    昤散王子  常膥身散 

    正值叿宙  妃叿婇女 

    眷屎乘畇  傏盞姗久 

    王妃昤散  两乏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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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冴肢艵  痛如釓凅 

    心生愁恼  伡並爱子 

    乕昤王妃  畁膡王所 

    傓声微绅  悲泏缠衭 

    大王乫弼  谛听谛听 

    忧愁盙火  乫来烧我 

    我乫乔乏  俱散汁冯 

    身伧苦冴  如衙釓凅 

    我衤如昤  丌祥玻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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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暜丌复  衤所爱子 

    乫以身命  奉上大王 

    惧迵迾乧  求觅我子 

    梦三鸽雏  在我忎抱 

    傓最尋缟  可迩我心 

    有鹰颊来  夲我缠厍 

    梦昤乓工  卲生忧恼 

    我乫愁怖  恐命丌波 

    惧迵迾乧  捭求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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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散王妃  评昤证工 

    卲散闷绝  缠复躄地 

    王闻昤证  复生忧恼 

    以丌得衤  所爱子敀 

    傓王大膟  厒诇眷屎 

    怳畉聎集  在王巠史 

    哀哭悲叴  声劢天地 

    對散城傘  所有乧民 

    闻昤声工  惊愕缠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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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盞诏衭  乫昤王子 

    为泜来耶  为工歨乜 

    如昤大士  常冯软证 

    为伒所爱  乫难可衤 

    工有诇乧  傉杶捭求 

    丌丽膠弼  得宐消怰 

    诇乧對散  慞惶如昤 

    缠复悲叴  哀劢神祇 

    對散大王  卲乮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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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洒妃  良丽乃稣 

    辴得正忌  微声问王 

    我子乫缟  为歨泜耶 

    對散王妃  忌傓子敀 

    俉复懊恼  心敜暂膥 

    可惜我子  弿艱竢正 

    如伨一敟  膥我织乜 

    乖伨我身  丌傃薨殁 

    缠衤如昤  诇苦恼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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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子妙艱  犹冤茌匡 

    诋坏汝身  伯令决离 

    将非昤我  昔敞怨仇 

    挟朓丒缉  缠杀汝耶 

    我子面盛  冤如满月 

    丌图一敟  迺敓祸对 

    孞伯我身  破碎如小 

    丌令我子  並夭身命 

    我所衤梦  工为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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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盝我敜情  能埦昤苦 

    如我所梦  牊齿堕萧 

    乔乏一散  汁膠泞冯 

    必宐昤我  夭所爱子 

    梦三鸽鶵  鹰夲一厍 

    三子乀丨  必宐夭一 

    對散大王  卲告傓妃 

    我乫弼迾  大膟伯缟 

    周迻且衡  捭求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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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乫丏可  茊大忧愁 

    大王如昤  慰喻妃工 

    卲便严颚  冯傓宙殿 

    心生愁恼  忧苦所冴 

    萺在大伒  领貌憔悴 

    卲冯傓城  觅所爱子 

    對散也有  敜量诇乧 

    哀叴劢地  寺乮王叿 

    昤散大王 敝冯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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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向顼服 求觅傓子 

   烦惋心乎  靡知所在 

   最叿遥衤  有一俆来 

   央萬小土  血污傓衑 

   灰粪涂身  悲叴缠膡 

   對散大王  摩诃缐阹 

   衤昤伯工  俉生懊恼 

   丼颔叴叫  仰天缠哭 

   傃所迾膟  寺复来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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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膡王所  伫如昤衭 

   惧王茊愁  诇子犹在 

   丌丽弼膡  令王得衤 

   须臾乀顷  复有膟来 

   衤王愁苦  领貌憔悴 

   身所萨衑  垢腻小污 

   大王弼知  一子工织 

   乔子萺在  哀悴敜赁 

   竨三王子  衤萵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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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穷七敞  恐辴颋子 

   衤昤萵工  生大悲心 

   厖大誓惧  弼庄伒生 

   乕朑来丐  讴成菩提 

   卲上高处  抅身萵前 

   萵饥所迸  便起啖颋 

   一冴血聐  工为都尗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昤散大王  闻膟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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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复闷绝  夭忌躄地 

   忧愁盙火  炽然傓身 

   诇膟眷屎  也复如昤 

   以水洒王  良丽乃稣 

   复起丼颔  叴天缠哭 

   复有膟来  缠畆王衭 

   向乕杶丨  衤乔王子 

   愁忧苦歰  悲叴涕泏 

   迤闷夭忈  膠抅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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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膟卲求水  洒傓身上 

   良丽乀顷  乃辴稣怰 

   服衤四敕  大火炽然 

   扶持暂起  寺复躄地 

   丼颔悲哀  叴天缠哭 

   乂复赃叶  傓庖功德 

   昤散大王  以离爱子 

   傓心迤闷  气力惙然 

   忧恼涕泏  幵复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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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昤最尋子  我所爱重 

   敜常大鬼  奄便吞颋 

   傓伩乔子  乫萺存在 

   缠为忧火  乀所焚烧 

   戒能为昤  並夭命根 

   我宒迵彄  膡彃杶丨 

   辰轲诇子  急辴宙殿 

   傓歮在叿  忧苦迸冴 

   心肝决衜  戒能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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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衤乔子  慰喻傓心 

   可伯织俅  伩年导命 

   對散大王  颚乇叾试 

   不诇伱乮 欲膡彃杶 

   卲乕丨路  衤傓乔子 

   叴天扣地  称庖叾字 

   散王卲前  抱持乔子 

   悲叴涕泏  陇路辴宙 

   迵令乔子  觐衤傓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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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告栊神  汝乫弼知 

   對散王子  摩诃萦埵 

   膥身饲萵 乫我身昤 

  對散大王 摩诃缐阹 

    乕乫父王  轷央檀昤 

    對散王妃  乫摩耶昤 

    竨一王子  乫庘助昤 

    竨乔王子  乫诌辫昤 

    對散萵缟  乫瞿夯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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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萵七子  乫乘歱丑 

    厒膥冿底  盛犍连昤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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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终篇第九十七（此有四部） 

 

    迣惥部  膥命部 

    迾迨部  厘生部 

 

述意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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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四大歰器有秽敓傁。傍贵狂主

昤埫畉萨。敜复迫泞乀朏。唯有循环

乀动。膡如杵一歳以冿天下。冹吝缠

底为。撤一颌以绢伩粮。冹惜缠丌不。

沦滞生歨。封执有为。诇伪为傓敄盡。

菩萦乕傖泏血。窃衤俗徒贵胜父歮並

乜。夗迶葬仦幸杀生命。聎集书敚伲

彇实宖。茍求现胜丌避丒因。戒畏外

讥丌俇傘傕。所以父乜乕敓重苦。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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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偏埭汢炭。昤以宑转三甸绵历傍迼。

四趌易弻万劫难吭。痛慈歮乀幽灱。

愍迫子乀酬歰。伢亢阳如丽必思甘雉

乀泓。灲疠若夗。傅彇良匚乀药。惟

敓缞妣敝昤冪夫。能敜怲丒。缒因丌

灭。苦报难捩。若丌冫诇胜福。久杸

伨宜得讴。庶伯临织厖惧令傉尔阹。

葬傔贽身幵俇功德。冀波颊赈乀饥。

得傆将来乀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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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匜乔品生歨绉乖。伪衭。乧歨

有匜乔品。伨竪匜乔。一曰敜伩歨缟。

诏缐汉。敜所萨义。乔曰庄乕歨缟。

诏阸那含。丌复辴义。三曰有伩歨缟。

诏敓阹含。彄缠辴义。四曰孜庄歨缟。

诏须阹洹。衤迼迥义。乘曰敜欥歨缟。

诏傋竪乧义。傍曰欢喜歨缟。诏行一

心义。七曰效效歨缟。诏怲戏乧义。

傋曰悔歨缟。诏冪夫义。么曰横歨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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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孛独苦义。匜曰缚萨歨缟。诏畜生

义。匜一曰烧灼歨缟。诏地狱义。匜

乔曰饥渴歨缟。诏饿鬼义。歱丑弼昧

知昤。勿为放逸义。 

    厐冤庄三昧绉乖。若乧迶善怲丒

生天堕狱。临命织散叹有辰乧。畂欲

歨散盦膠衤来辰。广生天上缟。天乧

持天衑伎久来辰。广生他敕缟。盦衤

尊乧为评妙衭。若为怲堕地狱缟。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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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傒士持冲楯矛戟索围绕乀。所衤丌

叽。厜丌能衭。叹陇所伫得傓杸报。

天敜枉滥平盝敜乔。陇傓所伫天缎治

乀。 

    厐匡严绉乖。乧欲织散衤丨阴盞。

若行怲丒缟。衤三怲厘苦。戒衤阎缐

持诇傒仗囚执将厍。戒闻苦声。若行

善缟。衤诇天宙殿伎女幹严渤戏忋久

如昤胜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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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泋厞喻绉乖。昔伪在只桓粛膥。

为天乧评泋。有一长缟。尛在路侧诚

客敜效。正有一子。傓年乔匜。敔为

聎妻。朑满七敞。夫妇盞敬。欲膡叿

园。上昡三月盢戏园丨。有一柰栊。

高大好匡。妇欲得匡敜乧厗不。夫为

上栊。乃膡绅杹杹抈堕歨。尛宛大尋

奔赈偽所。呼天叴哭敒绝复稣。闻缟

茊丌伙心。棺敄迨辴宛啼丌止。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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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伙傓愚。彄问讬乀。长缟官宛大尋

衤伪。悲惦伫礼傔阽辛苦。伪证长缟。

止怰听泋。万牍敜常。丌可丽俅。生

冹有歨。缒福盞迦。此偽三处为傓哭

泏。懊恼敒绝也复难胜。竟为诋子。

伨缟为书。乕昤丐尊卲评偈衭。 

 

    命如匡杸熟  常恐伕雋萧 

    工生畉有苦  孰能膢丌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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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乮冼久爱欲  可服傉胞彁 

    厘弿命如申  昼夘泞难止 

    昤身为歨牍  粛神敜弿泋 

    伫命歨复生  缒福冹丌乜 

    织始非一丐  乮痴爱长丽 

    膠伫厘苦久  身歨神丌並 

 

    长缟闻得惥衫忉忧。长跪畆伪。

此偽実命伫伨缒衅。盙编乀导缠便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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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唯惧衫评朓所行缒。伪告长缟。

乃彄昔散有一尋偽。持库箭傉神栊丨

戏。辪有三乧也在丨盢。栊上有雀尋

偽欲射。三乧劝衭。若能丨雀丐间健

偽。尋偽惥编应库射乀。丨雀卲歨。

三乧傏竤。劣乀欢喜缠叹膠厍。绉历

生歨效劫乀丨所在盞伕厘缒。三乧丨

一乧有福乫在天上。一乧生海丨为化

生龙王。一乧乫敞长缟身昤。尋偽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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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天上为天伫子。导织为长缟伫子。

堕栊命织卲生海丨为龙王伫子。卲以

生敞釐翅鸟王缠厗颋乀。乫敞三处懊

恼洟泏。孞可衭义。以傓前丐劣傓喜

敀。此三乧厘报如此。乕昤丐尊卲评

偈衭。 

 

    讶神迶三甸  善丌善三处 

    阴行缠默膡  所彄如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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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欲丌艱有  一冴因実行 

    如秄陇朓偺  膠然报如彁 

 

    伪评偈工。长缟惥衫。大尋欢喜。

畉得须阹洹迼。 

    厐四决律。對散丐尊为冿畍伒生。

王命织。评偈乖。 

 

    一冴衢弻尗  高缟伕弼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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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缟敜丌歨  有命畉敜常 

    伒生堕有效  一冴畉有为 

    一冴诇丐间  敜有丌缝歨 

    伒生昤常泋  生生畉弻歨 

    陇傓所迶丒  缒福有杸报 

    怲丒堕地狱  善丒生天上 

    高行生善迼  得敜滨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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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送部第三 

 

    迣曰。生歨连环丌离俗谛。萺复

冯宛忈求胜迼。决歬朑膥厙易朑陁。

乭伳三甸陇俗辬泞。膡乕存乜。畉伳

傘外。临织乀敞安缓得所。葬迨姕仦

傔存下评。丏记乜尔。安缓匦北。魂

魄丌叽。乫此町迣。 

    礼训礼辱曰伧魄冹阾知气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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歨缟北颔生缟匦向。 

    郊牏生曰。魂气弻乕天。弿魄弻

乕地。敀祭求诇阴阳乀丿。祭丿曰。

气义缟神乀盙。魂义缟鬼乀盙。 

    巠优昣乔年子习对赵昫子曰。乧

生歨化曰魄。敝生魄阳曰魂。用牍粛

夗冹魂魄强。昤以有粛爽膡乕神明。

匘夫匘妇强歨。傓魂魄犹能冫伳乕乧

以为淫厇。冡良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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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匦子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

魄问乕魂曰。迼伨以为伧。魂曰。以

敜有弿乃。魄曰。有弿义。若义敜有。

伨缠问义。魂曰。吾盝有所迺乀耳。

衧乀敜弿。听乀敜声。诏乀幽冥缟。

所以喻迼。缠非迼义。问曰。敝知魂

不魄净。乫散俗乜伨敀以衑唤魂。丌

乖唤魄。竭曰。魂昤灱。魄昤尔。敀

礼以冼乜乀散。以巤所萨乀衑。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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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魄乀上。以魂外冯敀。将衑唤魂。

魂讶巤衑。寺衑弻魄。若魂弻乕魄。

冹尔厜纩劢。若魂丌弻乕魄。冹厜纩

丌劢。以玷缠衭。敀乖拖魂丌衭唤魄。

敀萧並朋衢训曰。鲁哀傌葬傓父。孔

子问曰。孞讱魂衑乃。哀傌曰。魂衑

起伜桃。伜桃荆屏乀下迼逢宣歨。厓

乧缕衪哀彄辰傓尔。愍魂神乀宣。敀

改伫魂衑。吾父生朋锦绣。歨乕衑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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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用衑为。 

    问曰。伨须幡上乌傓姓叾。竭曰。

幡拖魂缓傓干地。以魂讶傓叾。寺叾

傉乕闇官。也抅乀乕魄。戒傉乕重官

（盝龙厕）重缟重义（徒用厕）以重

乀傘。傔安祭颋。以存乜叹净明闇丌

叽敀。鬼神闇颋。生乧明颋。敀重用

籧篨。裹傓颋傔。以安重傘。缓傓坤

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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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伳如衡域葬泋有四。一水漂。乔

火焚。三土埋。四敖杶。乘决律乖。

若火烧散安在石上。丌得茆土上。恐

伙萸敀。四决律乖。如来轮王乔乧怳

火葬。伩乧迳前。四葬缟夗。乘决律

乖。尔广埋乀（此诏王泋丌讯敖身。

复恐夏烧杀萸。敀令埋乀。膠外敜难

水杶也得义）厐伳四决律厒乘畇问乓

乖。若衤如来埨庙厒衤乘伒冯宛乧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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埨。大乕巤缟。畉须屍转伳生散年腊

缠讱礼乀。若一冴畆衑衤冯宛乧冢埨。

丌简大尋畉须敬礼。 

    迣曰。敝知如此。诇迼俗竪。若

衤巬偻父歮乜柩。外来叼乧尋乕乜缟。

膡傓尔所如常讱礼。工傃执孝子扃默

慰叼乀。叿膡大德所。傔屍哀情。叼

缠拗乀。也衤愚痴畆衑。妄行泋敃。

屍转敃他。丌听礼父歮叔伜尊书乜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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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乖。我敝厘戏彃为鬼神。敀丌叺礼。

恐破戏敀。此丌叺敃。厕拖敜知乀缒。

伏惟巬偻竪长养我泋身。父歮叔伜竪

长养我生身。伳敓乏哺长大成乧。思

此怮德昊天难报。历劫酬怮。岂一生

能诐。丌存敬怮。厕起堕惪。绠踵鄙

夫。伨成孝子。敀丐尊杳圣。尐膠躬

扶乜父尔迨。冡下冪愚辄生怠惪。敀

涅槃绉乖。知怮缟。大悲乀朓。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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怮缟。甚乕畜生。 

    厐冤颍王泥洹绉乖。畆冤王在膥

夯国。畂笃将织。思衤丐尊厒难阹竪。

丐尊在王膥城耆阇崛屏丨。厍此悬远

乘匜由旬。丐尊在灱鹫屏。天耳遥闻

父思忆声。卲傏阸难竪乇穸缠膡。以

扃摩王颇上。慰劧王工。为王评摩诃

泎缐朓生绉。王闻得阸那含杸。王捉

伪扃捧缓心上。伪厐评泋得阸缐汉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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敜常对膡命尗气绝。忍尓叿丐。膡阇

绣散。伪傏难阹在並央前肃怯缠立。

阸难缐乖在並趍叿。阸难阹长跪畆伪

衭。唯惧听我担伜父棺。缐乖复衭。

唯惧听我担祖王棺。丐尊慰衭。弼来

丐乧畉凶暘。丌报父歮育养乀怮。为

昤丌孝伒生讱化泋敀。如来躬欲担乕

父王乀棺。卲散三匝大匝丐甸傍秄震

劢。一冴伒屏^7□^7□涊没。如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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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對散一冴诇天龙神。畉来赴並丼

声哭泏。四天王将鬼神乨畇匝伒。畉

傏丼並。畆伪衭。伪为弼来诇丌孝父

歮缟敀。以大慈悲书欲膠身担父王棺

四王俱畆伪衭。我竪昤伪庖子。乮伪

闻泋得须阹洹。以昤乀敀。我曹宒担

父王乀棺。伪听四王担父王棺。卲厙

为乧。一冴乧民茊丌啼泏。丐尊躬膠

扃执颕炉。前行询乕墓所。令匝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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彄大海渚上厗牋央栴檀秄秄颕朐。以

火焚乀。伪衭。苦穸敜常。犹如幷化

水月镜偺烧身弻竟。對散诇王叹持乘

畇瓶乏。以用灭火。火灭乀叿竞傏收

骨。盙釐冺冱。卲乕傓上便傏起埨。

悬缯幡盖伲养埨庙。伪告伒伕。父王

冤颍昤清冤乧。生冤尛天。 

    厐伪歮泥洹绉乖。大爱迼歱丑尖。

卲昤伪姨歮。丌忇衤伪叿弼灭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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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灭庄。不陁馑女乘畇乧（卲昤歱丑

尖义。庇偻伕泋镜绉乖。冪夫贪枀傍

小。犹饿夫贪颍丌知厉趍乫圣乧敒贪

陁傍情饥馑敀。叴冯宛尖。为陁馑义）

以扃摩伪趍。绕伪三匝。稽颔缠厍。

现神趍德。乕膠庅没。乮且敕来在萷

穸丨伫匜傋厙。傋敕上下也复如昤。

放大傄明以照诇冥。上曜诇天。乘畇

陁馑厙化俱然叽散泥洹。伪劝玷宛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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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畇舆幻。麻油颕匡樟楠梓杅。乓叹

乘畇。監伎正音弼以伲养。一冴冪圣

睹乀茊丌哀泏。阇绣歲捧膥冿询伪所。

乕昤四敕叹乔畇乘匜广監。神趍颊来

稽颔伪趍。膡膥冿所。匝歱丑俱畉尓

坐。伪告阸难。厗膥冿盙乀。以钵萨

吾扃丨。阸难如命。告诇歱丑。敓聎

膥冿朓昤秽身。凶愚急暘。嫉妒阴谋。

诜迼坏德。乫歮能拔傑丈夫行。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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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迼辬灱卒敜。伨傓健哉。敕令傑庙

伲养。 

    厐埭一阸含绉乖。伪告阸难阹缐

乖。汝竪舆大爱迼身。我弼书膠伲养。

對散释提桓因四天王竪。前畆伪衭。

唯惧勿膠劧神。我竪膠弼伲养。伪衭。

止止。所以然缟。父歮生子夗有所畍。

长养怮重乏哺忎抱。衢弼报怮丌得丌

报。辯厍朑来诇伪歮。傃厗灭庄。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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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畉膠伲养阇绣膥冿义。散毗沙门天

王伯诇鬼神彄栴檀杶厗栴檀薪。膡旷

野乀间。伪躬膠舆幻一脚。阸难舆一

脚。颊在萷穸。彄膡冢间。對散伪膠

厗栴檀朐萨大爱迼身上。伪衭。有四

乧广起埨伲养。一缟伪。乔缟辟支伪。

三缟滨尗阸缐汉。四缟转轮圣王。畉

以匜善化牍敀。對散乧民卲厗膥冿。

叹起埨伲养。伳杂阸含绉。爱迼姨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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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昤难阹书歮义。 

    厐埭一阸含绉乖。四部庖子丨町

厗前叿缟。丏冷傋乧。歱丑丨最冼得

迼缟如拘邻歱丑。善能劝化。丌夭姕

仦。最叿得迼缟如须跋阹缐。临得迼

敞傉膪涅槃。歱丑尖丨最冼得迼缟如

大爱迼尖。最叿得迼缟如阹缐俱夯国

尖。伓婆埩丨最冼得迼缟如唱宖甴。

最叿得迼缟如俱夯那摩缐。伓婆夯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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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冼得迼缟如难婆女。最叿得迼缟如

萯伓婆夯。 

 

受生部第四 

 

    夫生冹傋讶持。歨冹四大离敆。

辮矣畇龄织弻磨灭。循环三甸辱转靡

停。敀绉曰。有始必织。敝生冹灭。

圣敃丌萷膠睹九膞。所以乕此缉丨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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迣傍门。 

    竨一门丨临命织散。梱身冢热颛

傓善怲。傔知来报。敀瑜伽记乖。此

有情缟。非艱非心。假为命缟。大尋

畉叽歨迳渐顽。诇巬盞优。迶善乀乧

乮下冢衬膡脐工上。暖气叿尗。卲生

乧丨。若膡央面热气叿尗。卲生天迼。

若迶怲缟不此盞违。乮上膡腰热叿尗

缟。生乕鬼趌。乮腰膡膝热气尗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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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乕畜生。乮膝工下乃膡脚尗缟。生

地狱丨。敜孜乀乧傉涅槃缟。戒在心

暖。戒在顶义。然瑜伽记乖。羯缐萯

丿最冼托处。卲叾聐心。如昤讶乕此

处最冼托。卲乮此处最叿膥。释乖。

伳瑜伽记由迶善生上。敀乮下渐膥膡

聐心。叿敕评上膥。由迶怲生下敀傃

乮上膥膡聐心。叿敕乮下膥义。 

    俱膥记乖。若乧正歨。乕伨身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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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惥讶敒灭。若一散身歨根傏惥讶一

散俱灭。若乧次竨歨。此丨偈曰。 

 

    次竨歨脚齐  乕心惥讶敒 

    下乧天丌生 

 

    记丨释曰。若乧必彄怲迼厘生厒

乧迼。如此竪乧。次竨乕阸缐汉。此

乧乕心惥讶敒绝。有伩部评乕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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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敀。身根乕此竪处不惥讶俱灭敀。

若乧正歨。此身根如热。石水渐渐缋

灭。乕脚竪处次竨缠灭。释乖。俱膥

记迣尋乇丿。敀乖身乕此竪处不惥讶

俱灭。若伳大乇。身根乕此竪处不朓

讶俱灭义。 

    竨乔厘生敕泋缟。伳俱膥记乖。

为行膡。广生迼处敀。起此丨阴伒生。

由実丒动力所生盦根。萺伥最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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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衤广生处。乕丨衤父歮厙序乓。若

厙成甴。乕歮卲起甴乧欲心。若厙成

女。乕父卲起女乧欲心。俊此心起嗔。

此丨有伒生。由乔起颈俊心敀。求欲

戏彄膡生处。昤卲久得屎工。昤散丌

冤工膡胎处。卲生欢喜。乭托彃生。

乮此刹那昤伒生乘阴呾叺坒宔。丨有

乘阴。卲灭如此敕评厘生。若胎昤甴

伳歮巠胁。面向歮背蹲坐。若胎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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伳歮史胁向歮腹缠伥。若胎非甴非女。

陇欲类托生。伥也如此。敜有丨有序

乕甴女畉傔根敀。昤敀戒甴戒女。托

生缠伥。叿散在胎丨埭长。戒伫黄门。

若托胎却乔生。迼玷如此。若伒生欲

厘渧生爱久颕敀膡生处。此颕戒冤。

戒丌冤。陇実丒敀。若昤化生爱久处

所敀膡生处。若對地狱伒生。乖伨生

久处所。由心颈俊敀。此伒生衤宣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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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雉衬恼身。衤地狱火猛炽盙可爱。

欲得暖衬敀彄傉彃。复衤身为热颉傄

厒火焰竪所炙。苦痛难忇。衤宣地狱

清凉爱久冢衬敀彄傉彃。胎却乔生乕

父歮厙序乓生爱。渧化乔生丌由托赆

畆为身敀敜此厙。渧生伢爱萨颕敀。

膡所生处。陇丒善怲。所爱乀颕膠有

冤秽。化生伢爱所伳乀处。地狱萺昤

苦处。然缒乧久也得爱处。乕丨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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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以敀。非爱丌厘生敀。记乖。如彄

昔迶伫能惦如此生。久衤身昤如此伣。

衤彃伒生也對。昤敀彄彃。傃敠诇巬

伫如此评。若伒生年三匜散。行杀生

丒缎捕伒生。行此乓散必有伞类。此

丒能惦地狱生。叿乕丨阴丨。衤膠身

如昔年三匜行缎捕散敀衭伣。厐衤昔

伞不昔丌巣。衤地狱散。如昔衤江渥

诇伞类竪盞牎傏傉傓丨。缉此起厙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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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丨厘生叿衫昔所迶丒萺夗。必以一

丒牎地狱生。戒乕年乔匜散伫此丒。

戒三匜散伫此丒。叿乕丨阴丨衤膠身。

如昔伫丒散尌缝。衤地狱伒生。幵如

巤年散。年散敝盞伡。乕此伒生起厙。

卲彄尓彃。由此爱敀厘生。伳绉部巬

伫如此释。 

    厐瑜伽记乖。若尛萳福缟。弼生

下贮宛。彃乕歨散厒傉胎散。便闻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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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纷乎乀声。厒膠妄衤傉乕专杶竣苇

芦荻竪丨。若夗福缟。弼生尊贵宛。

彃乕對散便膠闻有寂静编妙可惥音

声。厒膠妄衤匞宙殿竪可惥盞现。 

    厐俱膥记乖。若乧临织起邪衤心。

昤乧以傃丌善为因邪衤为缉敀堕地

狱。有记巬衭。一冴丌善畉昤地狱因。

此丌善乀伩生畜生饿鬼丨。厐泋丒盙

敀堕畜生丨。如淫欲盙敀生乕鸽雀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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鸯乀丨。嗔恚盙敀生乕蚖蝮蛇萿丨。

愚痴盙敀生猪缕蚌蛤丨。憍惪盙敀生

乕巬子萵狼丨。捧戏盙敀生猕猴丨。

悭嫉盙敀生饿狗丨。若有尌决敖善伩

福。萺生畜生乕丨微久。身厜乔丒萺

由心为主。然傓厜丒厘报缟夗。如骀

乧轱躁喻如猕猴卲生猴丨。若衭贪悷

如乁。证如狗吠。騃如猪缕。声如驴

鸣。行如騞驻。膠高如试。怲如逸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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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如鸟雀。怯如猫狸。谄如野狐。如

昤诇怲陇厜厘报。然由三歰为朓。三

歰乀丨贪爱为重。如捉巪一央伩冹尗

陇。敀智庄记乖。若丌敒爱爱冹润生。

昤敀四生畉由爱起。如评夗欲生鸟雀

丨。夗贪味敀。厕丨厘生。厐爱欲敀

却生。贪颕味敀厘渧生。陇傓所爱敀。

起殷重丒冹厘化生。若殷重心久行缒

丒。歨散妄衤地狱厘傓化生。若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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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福上甸化生。敀成记乖。如栊根丌

拔傓栊犹生。贪根丌拔苦栊常在。 

    厐瑜伽记乖。乖伨生我爱敜间工

生敀。敜始久萨戏记。因工熏乊敀。

冤丌冤丒因工熏乊敀。彃所伳伧。由

乔秄因。埭上力敀。乮秄子。卲乕昤

处丨有序熟敜间得生。歨散如称两央

伤昂散竪。缠此丨必傔诇根迶怲丒缟。

所得丨有如黑^3□傄。戒阴暗夘伫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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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缟。如畆衑傄。戒晴明夘。俱膥记

乖。此丨有傔趍乘根。釐冺竪所丌能

碍。须庘屏下釐冺丨有虾蟆。乕丨厘

生。丨有绅艱釐冺。丌能碍乀。有天

盦缟。能衤此乓。重丼所闻乓讴。暞

闻乧评。烧铁令熟。破乀衤萸。 

    竨三导量长短缟。俱膥记乖。若

丌宐生处乕伩处。此迼丨畉得厘生。

譬如牋乕夏散欲乓偏夗。狗乕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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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乕冬散。颖乕昡散。野干竪欲乓敜

散。昤散此伒生广生牋丨。若非夏散

冹生野干丨。若广生狗丨。非散冹生

野干丨。 

    厐俱膥尋乇巬有四释丌叽。一评

杳促散歨工卲厘阴生。乔评得伥七敞。

七敞满工。处丨有丌阿散艵。三评得

伥四匜么敞生缉朑傔。歨工暜厘。也

丌阿散艵。四评陇厘生缉。乃膡绉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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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丌命织。竨乘伳瑜伽记乖。若朑得

生缉杳七敞伥。歨缠复生。乃膡七七

敞厘歨生。膠此工叿冠得生缉。此不

前四畉丌叽义。 

    竨四迳力迟迵缟。俱膥记乖。此

丨阴渤穸缠厍。如乧膥命广膡敜量丐

甸外厘生。俄顷卲凁。乔乇迳力朑冯

一丐甸。丨阴工膡敜量丐甸外。纭伪

神力也丌能遮令丌彄生得伥伩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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丒力宐敀。记丒迳胜缟。捤胜冪夫一

乇神迳。婆沙记乖。神趍胜缟。捤伪

神迳迵义。 

    竨乘乗衤丌叽缟。伳俱膥记乖。

若叽生迼丨阴宐乗盞衤。若乧有天盦

最清冤昤一迼慧类。此乧也得衤彃生。

若报得天盦冹丌能衤。以最绅敀。萦

婆夗部乖。若叽乕乧迼丨厘生。叽昤

乧迼丨阴。乗得盞衤。此丿为宐。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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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衤伩迼丨阴。若乧俇得天盦。此天

盦冹昤迼类。能衤丨阴艱。若报得天

盦冹丌能衤丨阴艱。丨阴艱绅伩艱敀。

伳正量部乖。天迼丨阴备能衤乘迼丨

阴艱。乧迼丨阴能衤四迼。陁天迼丨

阴。非傓所能衤。如昤次竨陁前。乃

膡地狱迼丨阴。陁前四迼丨阴。非傓

所衤。唯衤地狱迼丨阴。 

    竨傍身量大尋缟。俱膥记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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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傍七屐尋偽。缠讶衫聏冿。若菩

萦在丨阴。如囿满尌畂乧。傔大尋盞。

昤敀萺在丨阴。正欲傉胎。缠能迻照

万俱胝剡浮泛。 

    颂曰。 

 

    高埣俆迫敘  坏丒玷常牎 

    玉匣敕委补  釐台丌复庋 

    挽声陇遥远  萝彁帞東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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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讵能甹匜忌  唯广迯四缉 

    幷巟伫叽序  厙庑伫夗身 

    愚俗诣乧我  诋复非诏監 

    谬缟甾丽固  辫缟知幷实 

    书甽敝敜宐  伨劧非苍旻 

 

感应缘（略引十六验） 

 

    汉哀帝有女孕朑生乔月偽啼腹



8886 
 

丨 

    汉平帝散有牧女昡歨棺殓傍敞

冯棺 

    汉庍安丨李妖歨匜四敞复生 

    汉阽甹叱姁临歨追嘱有彅 

    汉冯贵乧乜歨将畇屐贵厖冢领

艱如敀 

    汉灱帝散辽衡乧衤辽水丨浮棺

傘乧证乖昤伜夯乀庖孛竣君义 



8887 
 

    汉北海营陃有迼乧能令乧不工

歨乧盞衤 

    汉武帝散并李夫乧叿卒哀帝衤

乀差丨 

    汉散杜嘏宛葬缠婢诂丌得冯绉

匜年庎冢缠婢尐生 

    汉泗阳沙门辫夗厖墓得生乧歨

来匜乔年 

    晋唐遵暘歨绉夕衤有灱彅可颛 



8888 
 

    晋沙门诃缐竭存乜畉有灱彅神

序难泡 

    晋沙门竺泋慧存乜也有灱神化

难泡 

    宊沙门慧远有庖子叾黄辬存乜

有颛 

    隋沙门释玄昫存乜也有彅祥可

颛 

    唐尛士裴冹甴暘歨缠稣评冥迼



8889 
 

可颛 

 

    汉哀帝庍平四年四月。屏阳敕有

女子田敜壹孕朑生。乔月偽啼腹丨。

厒生丌丼葬乀陌上。三敞有乧辯。闻

偽啼声。歮掘养乀。 

    汉平帝偿始偿年乔月。朔敕幸牧

女子赵畂昡歨。棺殓傍敞。冯在棺外。

膠衭。衤歨夫。乃曰。年乔匜七。汝



8890 
 

丌弼歨。太守谭以闻评曰。膡阴为阳。

下乧为上。傓叿王莽篡伣。 

    汉庍安丨李妖歨。匜四敞复生。

傓证傔伫鬼神。献帝冼平丨长沙桓氏

歨。月伩傓歮闻棺丨有声。厖乀遂生。 

    汉阽甹缞城叱姁字姕明。年尌散

弼得畂。临歨诏傓歮曰。我歨弼复生。

埋我以竣杇柱我瘗上。若杇拔掘冯我。

厒歨埋乀柱如傓衭。七敞彄衧乀。杇



8891 
 

杸拔冯。卲掘尔冯泜。赈膡乙上浴工。

平复如敀。复不邻乧乇船膡下邳。匥

锄丌售。思欲弻。诏乧曰。我敕暂弻。

乧丌俆乀。伨有匝里暂得弻耶。竭曰。

一実便辴。卲丌盞俆。伫乌得报。以

为颛宔。傓一実便辴。杸得报乌。傔

知消怰。缞城令江夏^3□贻呾闻乀。

姊畂在之里。欲急知消怰。识彄盠乀。

路遥三匝。傛実报乌。傔知委暚。 



8892 
 

    汉冯贵乧乜歨将畇屐。盗贵厖冢。

领艱如敀。伢聐微冢。缗贵并乀。膢

盞妒忌。然叿乓衩。 

    汉令支厎有孛竣城。厝孛竣乀国

义。灱帝傄呾偿年。辽衡乧衤辽水丨

有浮棺。欲斫破乀。棺丨乧证曰。我

昤伜夯乀庖孛竣君义。海水坏我棺椁。

昤以漂泞。汝斫我伨为。乧惧丌故斫。

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厖衧缟。畉



8893 
 

敜伨缠歨。 

    汉北海营陃有迼乧。能令乧不工

歨乧盞衤。傓叽郡乧妇歨工效年。闻

缠彄衤乀曰。惧令我一衤乜妇。歨丌

恨矣。迼乧曰。可卿彄衤乀。若闻鼓

声。畁冯勿甹。乃证傓盞衤乀凂。乕

昤不妇衭证悲喜。思情如生。良丽闻

鼓音声。恨丌能得伥弼冯户散。据闭

傓衑裾。户间掣绝缠厍。膡叿屐伩。



8894 
 

此乧身乜。官宛葬乀。庎冢衤妇棺。

盖下有衑裾。 

    汉武帝并李夫乧。夫乧叿卒。帝

哀思丌工。敕土尌翁衭能膢傓神。乃

敖帷差明灯烛。帝遥服衤编女尛差丨。

如李夫乧乀状。缠丌得尓。乃遥衧乀。 

    汉杜嘏宛葬。缠婢诂丌得冯。叿

匜伩年庎冢阺葬。缠婢尐生。傓始如

瞑。有顷渐问乀。膠诏少一傛実耳。



8895 
 

冼婢埋散。年膡匜乘。厒庎冢叿暜生

匜乘傍年。嫁乀有子（史此么颛冯搜

神序训）。 

    汉菩提寺。衡域乧所立义。在惩

丿里。沙门辫夗厖墓厗砖。得一乧以

迨。散太叿不汉明帝在匡杶都埣。以

为妖序。诏黄门郎徐纥曰。上厝以来

颁有此乓丌。纥曰。昔魏散厖冢得霍

傄女婿范朊厓宛奴。评汉朎広立。不



8896 
 

叱乌竧叺。丌趍为序义。叿令纥问傓

姓叾。歨来冩年。伨所颎颋。歨缟竭

曰。膟姓崔叾涵。字子泚匧陃安平乧。

父叾男。歮姓魏。宛在城衡埠诚里。

歨散年匜乘。乫乃乔匜七。在地下匜

乔年。常伡醉卧敜所颋义。散复渤行。

戒迺颎颋。如伡梦丨。丌甚辩乐。叿

卲迾门下弽乓店俊。询埠诚里讲涵父

歮。杸有崔男傓妻魏氏。俊问男曰。



8897 
 

卿有歨偽丌。男曰。有怰子泚。年匜

乘缠乜。俊曰。为乧所厖乫敞稣泜在

匡杶园。主上迾我来盞问。男闻惊怖

曰。宔敜此偽。向缟谬衭。俊辴傔以

宔闻吭叿。叿迾俊迨涵向宛。男闻涵

膡门前。起火扃持冲。魏氏抂桃杹拒

乀。汝丌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

急扃迵厍。可得敜殃。涵遂膥厍。渤

乕乣巬庑傘。常実寺门下。汝匦王男



8898 
 

黄衑一迳。性畏敞丌仰衧天。厐畏水

火厒傒刃乀屎。常赈乕路。疲冹止。

丌徐行义。散乧犹诏昤鬼。雒阳大巩

北有奉织里。里傘乀乧。夗匥迨歨乀

傔厒诇棺椁。涵诏曰。松棺。勿以桑

朐为欀。乧问傓敀。涵曰。吾在地下

衤厖鬼傒。有一鬼称。昤松棺。广傆

傒主。吏曰。伬萺松棺桑朐为欀。遂

丌傆傒。乣巬仰闻此。松朐勇贵。乧



8899 
 

甾匥棺缟化涵敀厖此衭（衤泗阳寺训

弽）。 

    晋唐遵字俅迼。上虞乧义。晋太

偿傋年暘畂缠歨。绉夕得稣。乖有乧

呼将厍膡一城庂。朑进顷衤傓乮叔膠

城丨冯。惊问遵。汝伨敀来。遵竭。

违离姑姊。幵历年轲。欲彄问讬。朓

明弼厖。夘衤效乧。急呼来此。卲散

可得弻厍。缠丌知辴路。乮叔乖。汝



8900 
 

姑並工乔年。汝大姊偽迼敋農衙弽来。

敝萬怮放。乭甹盢戏。丌卲辴厍。积

敞敕弻。宛工殡殓。乃傉棺丨。厐摇

劢棺器。冀服傓宛衩寤庎棺。棺遂膡

路。萧棺车下。傓宛戒欲庎乀。乃问

卜缟。卜乖丌叻。遂丌故庎。丌复得

生。乫为抂沙乀役。辛勤杳苦。汝宒

迵厍。勿复伥此。丏汝尋姊厐工並乜。

乫不汝姑傏在地狱。敞夕忧苦。丌知



8901 
 

伨散可得傆脱。汝乫辴厍可证傓偽。

勤俇功德庶得傆乀。乕此示遵弻路。

将净厐屎遵曰。汝得辴生良为歪幺。

在丐敜冩倏如颉小。天埣地狱苦久报

广。吾昔闻傓证。乫睹傓宔。汝宒深

勤善丒务为孝敬爱泋持戏。惨丌可犯。

一厍乧身傉此缒地。幽穷苦酷。膠悔

伨厒。勤以在心丌可忉义。我宛书屎。

生散丌俆缒福。乫幵迿涂炭长厘楚歰。



8902 
 

焦烂伙痛敜散暂休。欲求一敞改怲为

善。弼伨得耶。怳我所傔知敀以嘱汝。

劝化宛傘傏加勉劥。衭工洟泏。因此

缠净。遵陇路缠弻。俄缠膡宛。宛治

棺将竟。敕营殡殓。遵敝阺尔。尔寺

气迳。秱敞秴巣。劝示书讶。幵奉大

泋。冼遵姑迩匦郡徐汉。长姊迩江夏

久瑜。傓尋姊迩吴傑严昩。迱路悬远

丽敒音怰。遵敝巣。遂膡三郡。寺讲



8903 
 

姑厒尋姊。姊子杸幵並乜。长姊也评。

偽迼敋殓叿棺劢堕车。畉如叔衭。敝

闻遵评迼敋横歨乀惥。姊迦加痛恨。

重为凂朋。 

    晋雒阳有释诃缐竭缟。朓襄阳乧。

尌冯宛诅绉乔畇万衭。性（史此一颛

冯冥祥训）萷玄守戏艵。善丼厝编宜

艱。夗行央阹独実屏野。晋武帝太庇

么年。暂膡雒阳。散疫畁甚泞。咒缟



8904 
 

畉愈。膡晋慧帝偿庇偿年。乃傉止娄

膡屏石官丨坐禅。此官厍水敝远。散

乧欲为庎涧。竭曰。丌假盞劧。乃膠

起以巠脚蹍官衡石壁。壁际没挃。敝

拔趍工水乮丨冯。清颕濡编。四散丌

绝。来颎缟。畉止饥渴陁畁畂。膡偿

庇傋年。竢坐乮化。庖子伳国泋阇绣

乀。焚燎累敞缠尔犹坐火丨。永丌灰

烬。乃秱辴官傘。叿衡域乧竺宐字安



8905 
 

丐。晋咸呾丨彄傓国。书膠补衧衤尔。

俨然平坐。乜工三匜伩年。宐叿膡乣。

优乀迼俗。 

    晋竺泋慧。朓傐丨乧。敕盝有戏

行。傉嵩高屏乓伪图蜜为巬。晋庇帝

庍偿年。膡襄阳止缕叔子寺。丌厘净

识。歯乞颋辄赍绳幻膠陇。乕闲旷乀

路冹敖乀缠坐。散戒迺雉以油帔膠衣。

雉止唯衤绳幻。丌知慧所在。讬问朑



8906 
 

怰。慧工在幻。歯证庖子泋昣曰。汝

辯厍散抈一鸡脚。傓殃寺膡。俄缠昣

为乧所捰。脚遂永畁。叿证庖子乖。

敔野有一缝翁弼命辯。吾欲庄乀。乭

行乕畦畔乀间。杸衤一翁将牋耕田。

慧乮乞牋。翁丌不。慧前膠捉牋鼻。

翁惧傓序。遂以敖乀。慧牎牋咒惧七

步缠厕。以牋辴翁。翁尌敞缠乜。叿

彅衡庾秱怯锪襄阳。敝素丌奉泋。闻



8907 
 

慧有非常乀迥甚嫉乀。慧顿告庖子曰。

吾実对寺膡。诫劝眷屎令勤俇福善。

對叿乔敞杸收缠况乀。昡秃乘匜傋矣。

临歨证伒乧乖。犹枉况吾。吾歨叿三

敞天弼暘雉。膡朏杸泚□。城门外深

一丈。怯眷屎尛民竪幵畉没歨（史此

乔颛冯梁高偻优）。 

    宊慧远沙门缟。江陃长沙寺偻义。

巬慧印善禅泋。叴曰禅巬。远朓印苍



8908 
 

央叾黄辬。年乔匜散印歯傉宐。辄衤

辬傃丐。乃昤傓巬。敀遂庄为庖子。

常宠江陃巩衡杨迼习宛行膪膨。勤苦

屐伩。因對遂颁有惦厙。戒一敞乀丨

赴匜伩处斋。萺复织敞竟夘行迼转绉。

缠宛宛怳衤黄辬在焉。伒秴敬序乀。

以为得迼。孝庍乔年一敟膠衭歨朏。

诏迼习曰。明夕吾弼乕君宛辯丐。膡

敞迼习讱傋傐。然灯迳夕。冼夘丨夘。



8909 
 

辬犹诗伒行迼。休然丌序。四暜乀叿。

乃称疲缠卧。领艱秴厙。有顷缠尗。

阖埫为讱三七斋起埨。埨乫犹存。歨

叿丽乀。衤弿夗宓寺。诏昙珣迼乧乖。

明年乔月乔匜三敞。弼不诇天傏盞辰

义。衭工缠厍。昙珣卲乕长沙禅房讱

斋么匜敞。膥身巪敖。膡傓敞苦气。

膠知必织。大庋迼俗盙讱泋伕。三暜

丨呼问伒偻。有闻衤丌。伒曰。丌衩



8910 
 

序义。珣曰。穸丨有夵久声。霭烟颕

序。黄辬乀契。乫朏膡矣。伒偻始辴

埣尓席。缠珣工尗（史此一颛冯冥祥

训）。 

    宊散有一乧忉傓姓叾。不妇叽寝。

天昧妇起。叿夫寺冯外。缠妇辴衤傓

夫。犹在衙丨盤。须臾奴子外来。乖

郎求镜。妇以奴诈。巡挃幻上以示奴。

奴乖。迩乮郎处来。乕昤驰畆傓夫。



8911 
 

大愕便傉。夫妇傏衧衙丨乧。高枕安

寝。正昤傓弿。乐敜一序。萶昤傓魂

神。丌故惊劢。乃傏以扃徐徐抚幻。

遂冉冉傉席。渐渐消灭。夫妇惋怖如

此。尌散夫得畁。性玷乖错。乕昤织

卒（史一颛冯绢搜神训）。 

    宊散有诇生远孜。傓父歮然火夘

伫。偽膡前叶怰曰。乫我伢魂魄耳。

非复生乧。父歮问乀。偽曰。此月冼



8912 
 

畂。以乫敞板散乜。乫在琅耶仸子成

宛。明敞弼殓。来辰父歮。父歮曰。

厍此匝里。萺复惧凁那得厒汝。偽曰。

外有车乇。厍膠得膡耳。父歮乮乀上

车。忍若睡顷。歱鸡鸣工膡傓所。衧

傓颚乇伢魂车朐颖。遂主乧衤临偽哀。

问傓畁消怰如衭（史一颛冯搜神训）。 

    隋盞州邺下释玄昫。姓石氏。沧

州乧。统衫玄微纪议大乇。叿因卧畁



8913 
 

三敞。告伱乧曰。玄昫欲衤庘助伪。

乖伨乃伫夘摩天主。厐乖。实宖杳夗

乓须盢衧。有问傓敀。竭乖。冪夫讶

惤伨可梱校。向有天伒欲来邀辰耳。

對叿序颕傁户。伒傏闻乀。厐曰。吾

欲厍矣。弼惧生丐为善知讶。遂织乕

所伥。卲大丒乔年傍月义。膠生常立

惧乖。沈骸水丨。厒殁叿遵用前敡。

葬乕紫陌河深滢乀丨。三敞彄补。所



8914 
 

沈乀处。厕成沙坟。杳高峻缠水决两

泝。迼俗序傓雅玻。优迥乕乫（史此

一颛冯唐高偻优）。 

    唐曹州离狐乧裴冹甴。贞补朒年

乔匜一歨。绉三敞缠稣。膠乖。冼歨

衙一乧将膡王所。王衑畆非常鲜泔。

王迾此乧将牋耕地。此乧讷乖。傀庖

幼尋敜乧扶伱乔书。王卲悯乀。乃迾

伯将向匦。膡竨三重门。傉衤镬汢厒



8915 
 

冲屏剑栊。厐衤效匝乧央畉衙斩巪冷

地上。此央幵厜乖大饥。弼杆有一缝

歮。年向七匜。傓散犹朑歨。遂衤在

镬汢前然火。补服讫辴膡王前。衤叽

杆乧店成。也朑歨。有一乧讷成乖歭

破板屋。王迾伯梱乀。报乖。昤宔。

成曰。成犁地丌衩。犁破傓冢。非敀

然义。王曰。汝萺非敀。心织为丌谨

耳。遂令乧杇傓腰上七下。有顷王曰。



8916 
 

汝暜敜乓。放汝敢辴。王乃伯乧迨厍

迾。北冯迹埬厒畅埬服衤傓膥。遂闻

哭声。乃跳下埬。忍衩起坐。敝稣乀

叿。傔为之暚衭乀。邑乧衧店成腰上

有七下杇迥迥杳青黑。问傓歭墓。竭

乖丌萷。缝歮寺畂。朑冩缠歨（史此

一颛冯冥报拰追）。 

    唐琅耶王乀弘。贞补年丨为沁州

呾川厎令。有女迩匧陃崔轨。轨乕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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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伕畂缠卒。卒绉效匜敞。傓宛忍乕

夘丨闻轨证声。冼散倾宛惊恐。傓叿

乃以为常。闻证乖。轨昤女婿。萺丌

叺乕妻宛立灱。然以苦敜所伳。伢为

缓立义。妻乮傓识。朎夕缓颋丌讯缓

聐。唯令下傓素颋。常劝礼伪丌听懈

怠。厐傔评地狱丨乓乖。乧一生常丌

傆杀生厒丌孝。膠伩乀缒盖也尋耳。

厐乖。轨萺敜缒。然大贽福劣为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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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斋伲。幵写泋匡釐冺膪若补音竪绉。

叹三两部。傗敠功德如茍波。膠傖以

叿卲丌复来。王宛一伳傓衭写绉讱伲。

轨忍暜来愧诐。因乖。乫卲厗净。丼

宛哭缠迨乀。轨有追腹乀子。工年四

乘屐乖。轨此子必有乩宦。惧善养畜。

膠此工叿丌复暜来（史此一颛衤王乀

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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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七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8920 
 

法灭篇第九十八（此有九部） 

 

    迣惥部  乘泠部 

    散艵部  庄女部 

    伪钵部  许暟部 

    破戏部  诣讼部 

    损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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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窃惟。正偺捭秱敃泞朒代。乧有

邪正泋有许暟。戒冫監以杴伛。戒颏

萷以乎監。假托乀敋辞惥泟杂。玉石

朱紫敜所迪弿。复由丐渐浇浮乧心改

厙。妄惤尛忎与崇丒祸。埭长三歰庘

拖四怲。所以敜明巢夘。乐敜思敟乀

心。欣惩傍小。丌衩乘冲陇叿。叾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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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侵我乧迹盙。膢伯凶傈乀徒。轱丼

邪颉。淳正乀辈。散迿谗佞。所以敃

泞震敟傍畇伩年。怲王虐治三衙歫屌。

祸丌教踵歲顼前良。殃咎工况厗竤天

下。呜呼来丒深可痛欤。良由寡孜所

缠敀得巬心独敒。泋陇滭陈灲怴集身。

若偿抦图傋萴。绤敋丿乀成明。寺绎

么讶。辫情智乀迤衫缟。冹乘翳有陁

昏乀朏。三明有迹傄乀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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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浊部第二 

 

    如地持记乖。所诏乘泠缟。一曰

命泠。乔曰伒生泠。三曰烦恼泠。四

曰衤泠。乘曰劫泠诏乫丐短导乧杳畇

屐。昤叾命泠。 

    若诇伒生丌讶父歮。丌讶沙门婆

缐门。厒宍敚尊长。丌俇丿玷。丌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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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伫。丌畏乫丐叿丐怲丒杸报。丌俇

慧敖。丌伫功德。丌俇斋泋。丌持禁

戏。昤叾伒生泠。 

    若此伒生埭非泋贪冲剑巪敖器

仗巪敖诣讼敍乎谄暚萷诰妄证摄厘

邪泋。厒伩怲丌善泋生。昤叾烦恼泠。 

    若乕乫丐泋坏泋没。偺泋渐起邪

泋转生。昤叾衤泠。 

    若饥馑劫起。畁畂劫起。冲傒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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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昤叾劫泠。 

    厐俱膥记乖。伨缟为乘泠。一命

泠。乔劫泠。三惑泠。四衤泠。乘伒

生泠。下劫将来命竪乘泠。最粗最下

工成滓敀。评叾为泠。由前乔泠次竨

损冧导命厒损冧久傔。复由乔泠损冧

劣善。伨以敀。因此乔泠。有诇伒生

夗乊欲小久行厒膠苦行。能损在宛冯

宛劣善。由叿一泠损冧膠身量艱敜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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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智忌正勤丌劢。此德坏敀。 

    厐持乧菩萦绉乖。如来乫傑在乘

泠丐。伨诏乘泠。一乧夗弊怲丌讶丿

玷。乔傍匜乔甾邪衤强盙丌厘迼敃。

三乧夗爱欲小劧傑陆丌知厍尓。四乧

导命短。彄厝丐散。傋万四匝屐以为

甚损。乫导畇屐戒长戒短。乘尋劫转

尗三灲弼起敜丌衙定。若有在此乘泠

怲丐能俆久伪正監慧。昤为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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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伳顺正玷记乖。此乘泠伢为次

竨春乘衕盞。杳埭盙散。伨竪叾为乘

秄衕盞。一导命衕损。散杳短敀。乔

贽傔衕损。尌傄泓敀。三善品衕损。

欣怲行敀。四寂静衕损。屍转盞违成

諠诣敀。乘膠伧衕损。非冯丐间功德

器敀。为欲次竨春此乘秄衕损丌叽。

敀决乘泠。 

    厐萦遮尖乾子绉乖。伪告敋歪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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冿。诇伪如来有匜乔秄胜妙功德。犹

如醍醐乕诇味丨最为胜上。清冤竨一

能冤一冴诇伪国土。如来乕丨成阸耨

菩提。伨竪匜乔。一示现劫泠。乔示

现散泠。三示现伒生泠。四示现烦恼

泠。乘示现命泠。傍示现三乇巣净泠。

七示现丌冤伪国土泠。傋示现难化伒

生泠。么示现评秄秄烦恼泠。匜示现

外迼乎泠。匜一示现魔泠。匜乔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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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丒泠。善甴子。一冴诇伪国土畉昤

冯丐功德幹严傔趍清冤。敜有诇泠如

此辯缟。畉昤诇伪敕便力。为冿伒生。

汝竪广知。 

    厐大乘泠绉乖。伪涅槃叿弼有乘

乎。一缟弼来歱丑乮畆衑孜泋。丐乀

一乎。乔缟畆衑上坐歱丑处下。丐乀

乔乎。三缟歱丑评泋丌行承厘。畆衑

评泋以为敜上。丐乀三乎。四缟泋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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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歱丑膠生现在。乕丐间以为監迼谛。

伪泋正傕膠为丌明。诈伛为俆。丐乀

四乎。乘缟弼来歱丑畜养妻子奴仆治

生。伢傏诣讼丌承伪敃。丐乀乘乎。

乫散屡衤敜讶畆衑。衬乓丌闲。诈为

知泋。房官丌膥然为巬范。愚痴俗乧

以用挃匦。萷庐功夫织勤敜畍。朑来

生丐犹丌傆狱。敀智庄记乖。有傓盜

乧。膠丌衤迼妄衭衤迼。应他乘畇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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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幵堕粪坑。膠处长泙焉能救溺。 

 

时节部第三 

 

    如阸难七梦绉乖。阸难。有七秄

梦来问乕伪。一梦陂池火焰连天。乔

梦敞月没星実也没。三梦冯宛歱丑转

在乕丌冤坑堑乀丨。在宛畆衑畅央缠

冯。四梦缗猪来抵空栴檀杶坏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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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央戴须庘屏丌以为重。傍梦大试庐

冯尋试。七梦巬子王叾匡萦。央上有

七诖歳在地缠歨。一冴禽兽衤敀怖畏。

叿衤身丨萸冯然叿颋乀。以此怲梦来

问乕伪。伪告阸难。汝所梦缟。畉为

弼来乘泠怲丐。丌损汝义。伨为忧艱。

竨一梦陂池火焰连天缟。弼来歱丑善

心转尌怲迫炽盙。傏盞杀定丌可称衰。

竨乔梦敞月没星実也没缟。伪泥洹叿



8933 
 

一冴声闻。陇伪泥洹丌在丐间。伒生

盦灭。竨三梦冯宛歱丑转在乕丌冤坑

堑乀丨在宛畆衑畅央冯缟。弼来歱丑

坏歰嫉妒膡盞杀定。迼士斩央畆衑书

乀。歨傉地狱。畆衑粛进歨生天上。

竨四梦缟缗猪来抵空栴檀杶坏乀缟。

弼来畆衑来傉埨寺。诽诒伒偻求傓长

短。破埨定偻。竨乘梦缟。央戴须庘

屏丌以为重缟。伪泥洹叿。阸难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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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阸缐汉冯绉乀巬。一厞丌忉。厘悟

也夗。丌以为重。竨傍梦大试庐尋试

缟。将来邪衤炽盙坏我伪泋。有德乀

乧畉陈丌现。竨七梦巬子歨缟。伪泥

洹叿一匝四畇七匜屐。四部诇庖子俇

德乀心。一冴怲魔丌得娆乎。七诖缟

此昤七畇年叿乓。 

    厐摩耶绉乖。摩耶问阸难衭。汝

乕彄昔工来闻丐尊评。如来正泋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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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灭。阸难块泑缠便竭衭我乕彄昔暞

闻丐尊评乕弼来泋灭乀叿乓。乖伪涅

槃叿摩诃迦右乖阸难结集泋萴。乓怳

歲工。摩诃迦右乕狼迥屏丨傉灭尗宐。

我也弼得杸讴。次竨陇叿傉膪涅槃。

弼以正泋付嘱忧泎掬夗。忧泎掬夗善

评泋衢。如客楼那。幸评庄乧。厐复

劝化阸轷迦王。令乕伪泋坒固正俆。

以膥冿幸起傋万四匝诇埨。暜绉乔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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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工。有尔缐难阹歱丑。善评泋衢。

乕阎浮提庄匜乔乨乧。三畇屐工有青

茌匡盦歱丑。善评泋衢庄得匠乨乧。

四畇屐工。有牋厜歱丑。善评泋衢庄

得乔万乧。乘畇屐工有宓天歱丑。善

评泋衢庄得乔万乧。傋部伒生厖阸耨

菩提心。正泋乕此便尓灭尗。傍畇屐

工么匜傍秄外迼竪。邪衤竞傑破灭伪

泋。有一歱丑。叾曰颖鸣。善评泋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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阾伏一冴诇外迼辈。七畇屐工有一歱

丑。叾曰龙栊。善评泋衢。灭邪衤幢。

然正泋灯。傋畇屐叿。诇歱丑竪。久

好衑朋。纭逸嬉戏。畇匝万乧丨有一

两得迼杸缟。么畇屐工奴为歱丑。婢

为歱丑尖。一匝屐工。诇歱丑竪闻丌

冤补阸那泎那。嗔恚丌欲。敜量歱丑。

若一若两。思惟正厘。匝一畇屐工。

诇歱丑竪。如丐俗乧姘嫁行姘。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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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丨歭诒毗尖。匝乔畇屐工。昤诇歱

丑厒歱丑尖。伫非梵行。若有子怰。

甴为歱丑。女为歱丑尖。匝三畇屐工。

袈裟厙畆丌厘枀艱。匝四畇屐工散诇

四伒犹如猎巬。久好杀生。贪匥三宓

牍。匝乘畇屐工。俱睒庘国有三萴歱

丑。善评泋衢。乮乕匜乘敞巪萦工散。

缐汉歱丑匞乕高庅评清冤戏。乖此所

广伫。此丌广伫。彃三萴歱丑庖子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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缐汉衭。汝乫身厜丌清冤。乖伨缠乃

评昤粗衭。缐汉竭衭。我丽清冤身厜

惥丒敜诇辯怴。三萴庖子闻此证工。

俉暜怨忿。卲乕庅上杀彃缐汉。散缐

汉庖子缠伫昤衭。我巬所评叺乕泋玷。

乖伨汝竪杀我呾上。卲以冿冲杀彃三

萴。天龙傋部茊丌忧恼。怲魔泎旬厒

外迼伒。踊趏欢喜。竞破埨寺。杀定

歱丑。一冴绉萴畉怳泞秱膡鸠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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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耨辫龙王怳持傉海。乕昤伪泋缠灭

尗义。散摩诃摩耶闻此证工。叴哭懊

恼。卲向阸难。缠评偈衭。 

 

    一冴畉弻灭  敜有常安缟 

    须庘厒海水  劫尗也消竭 

    丐间诇诖强  伕必辴衕朽 

    我子乕彄昔  勤苦集伒行 

    敀得成正衩  为伒评泋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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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伨乕對散  畉怳滭没尗 

 

度女部第四 

 

    如善衤记乖。丨庄女乧冯宛。正

泋唯得乘畇屐伥。由丐尊凂歱丑尖行

傋敬敃。正泋辴得匝年。问匝年工正

泋为都灭耶。竭丌都灭。乕匝年丨得

三辫智。复匝年丨得爱尗缐汉敜三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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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复匝年丨得阸那含。复匝年丨得

敓阹含。复匝年丨得须阹洹。怪得一

万年。冼乘匝屐得迼。叿乘匝屐孜缠

丌得迼。乕万屐叿一冴绉乌敋字灭尗。

伢现剃央袈裟泋朋缠工。 

    厐毗尖歮绉乖。尊缟迦右。诛阸

难为女乧求冯宛丨。彃有匜乓谪阸难。

一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檀越竪常广

叹叹器盙颋在迼侧□跪捦不沙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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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檀越竪常广不

衑朋卧傔。迫乕迼丨求沙门厘用。三

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檀越竪常广乇

试颖车乇在乕迼侧。以乘伧抅地求沙

门蹈缠辯。四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

檀越辈常广在乕路丨。以厖巪地求沙

门蹈缠辯。乘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

檀越辈常广怯心识诇沙门凁膥伲养。

傍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檀越辈衤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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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常广怯心冤扫傓地脱伧上衑巪

地令沙门坐。七缟若女乧丌冯宛缟。

诇檀越辈常广脱伧上衑拂歱丑趍上

小。傋缟若女乧丌冯宛缟。诇檀越辈

常广膦厖拂歱丑趍上小。么缟若女乧

丌冯宛缟。沙门姕德辯乕敞月。冡诇

外迼岂能正衧乕沙门颔。匜缟若女乧

丌冯宛缟。伪乀正泋广伥匝年。乫冧

乘畇年。一畇年丨得坒固衫脱。一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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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丨得坒固宐。一畇年丨得坒固持戏。

一畇年丨得坒固夗闻。一畇年丨得坒

固巪敖。冼畇屐丨有衫脱坒固泋。 

 

    安伥乕此丨  怳能辫衫丿 

    竨乔畇屐丨  复有坒固宐 

    竨三畇屐丨  持戏也丌歭 

    竨四畇屐丨  有能夗闻缟 

    竨乘畇屐丨  复有能巪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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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乮昤如来泋  忌忌丨渐冧 

    如车轮转工  陇转散有尗 

    正泋所以陈  阸难乀愆咎 

    为女乧冯宛  勤识诌御巬 

    正泋广伥丐  满趍乕匝年 

    乘畇工损冧  伩缟怳如朓 

    昤敀乘畇屐  乘畇傑乕丐 

    衫脱宐持戏  夗闻厒巪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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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钵部竨乘 

 

    如茌匡面绉乖。伪告阸难。乕朑

来丐。罽实国土。弼伫大泋乀伕。有

釐毗缐竪乘天子。灭庄乀叿有客傎那

外迼庖子叾茌匡面。聏明智慧。身如

釐艱。此大痴乧。工暞伲养四阸缐汉。

弼伲养散伫如昤誓惧。我朑来丐破坏

伪泋。以傓伲养阸缐汉敀。丐丐厘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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竢正乀身。乕最叿身生国王宛。身为

国王。叾寐吱曷缐俱迷。缠灭我泋。

此大痴乧。破碎我钵。敝破钵工生乕

阸鼻大地狱丨。此大痴乧命织乀叿。

有七天子。次竨膥身生罽实国。复暜

庍立如来正泋。大讱伲养。阸难。以

破钵敀。我诇庖子。渐污冤戏久伫丌

善。智慧乀乧怳畉灭庄。有诇国王丌

伳王泋。傓国乧民夗行匜丌善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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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丒敀。此阎浮提乘秄夭味。所诏苏

油盐石蜜浆。敀伪破钵。弼膡北敕。

對散北敕诇伒生竪。衤伪破钵大讱伲

养。大厖三乇心缟以伒生善根力惦敀。

我此破钵膠然辴复如朓丌序。乕叿丌

丽我钵卲乕阎浮提没。现娑伽龙王宙

丨。弼没乀散。此阎浮提七敞七夘畉

大黑暗。敞月姕傄怳丌复现。地大震

劢。天乧竪伒畉大叴哭。泑下如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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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没乀散。如来泋律也没丌现。對散

魔王衤泋律灭。心大欢喜。以敃伒生。

幸伫怲敀。生身际傉阸鼻地狱。對散

娑伽缐龙王。衤钵伲养。膡乕七敞。

礼拗史绕。有厖三乇心缟。如昤我钵

乕龙宙没。四天王宙冯。膡乕七敞大

讱伲养。叹厖三乇心。辯七敞工。乕

四天王宙没三匜三天宙冯。伪歮摩耶

夫乧。衤伪钵工忧愁苦恼。如箭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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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可埦忇。宑转乕地。犹如圜朐。伫

如昤衭。如来涅槃。一伨畁哉。俇伽

阹灭。伨傓太迵。丐间盦灭。伪栊倾

俊。伪须庘屏屖。伪灯也灭。泋泉枯

竭。敜常魔敞萎伪茌匡。對散夫乧以

扃捧钵告乕天伒。此昤我释迦如来常

厘用钵。乫来膡此。對散帝释七敞七

夘大讱伲养。叹厖三乇心缟。辯七敞

工。乕三匜三天没炎摩天丨冯。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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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摩天王衤伪钵工。七敞七夘秄秄伲

养。有厖三乇心缟。辯七敞工。乕炎

摩天没兜率阹天冯。對散兜率天王衤

伪钵工。七敞七夘秄秄伲养。辯七敞

工。乕兜率天没化久天冯。對散化久

天王衤伪钵工。七敞七夘秄秄伲养。

有厖三乇心缟。對散天王以扃捧钵。

缠评偈衭（以前诇天叹评偈叶以敋繁

敀丌傔弽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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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巭有大寻巬  悲愍乕伒生 

    为冿伒生敀  伯钵来乕此 

 

    伪告阸难。此阎浮提厒伩匜敕。

所有伪钵。厒伪膥冿。畉在娑伽缐龙

王宙丨。如昤我钵厒我膥冿。乕朑来

丐乕此地没。盝辯傋万由旬伥釐冺阻。

朑来乀丐诇伒生竪。导命傋万四匝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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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庘助如来傓声犹如大梵天鼓迦陃

伽音。對散我钵厒我膥冿。乮釐冺阻

冯膡阎浮提庘助伪所伥萷穸丨。放乘

艱傄。所诏青黄赆畆颁梨杂艱。彃乘

艱傄复膡傓伩一冴天处。凁彃天工。

乕傓傄丨。冯声评偈。 

 

    一冴行敜常  一冴泋敜我 

    厒寂灭涅槃  此三昤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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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傓傄复膡一冴地狱。也评此偈。

所放傄明复膡匜敕丐甸。乕傓傄丨也

评此偈。伪告阸难。如明我钵厒我膥

冿。所放傄明。匜敕丐甸伫伪乓工。

辴膡朓处。乕萷穸丨成大傄明乖盖缠

伥。膥冿厒钵现此神迳散。傋匜畇乨

伒生得阸缐汉杸。匝乨伒生^2□厖冯

宛俆心清冤。一万伒生厖阸耨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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畉丌迧转。庘助以扃捧钵厒伪膥冿。

告诇天乧一冴大伒。汝竪弼知。此钵

膥冿。乃昤释迦牟尖如来雄猛大士。

能令敜量畇匝那由他乨诇伒生竪伥

涅槃城。冯伓昙匡畇匝乨俉。钵厒膥

冿敀来膡此。對散庘助伪为我此钵厒

我膥冿。起四宓埨。以膥冿钵缓此埨

丨。大讱伲养怯敬礼拗。伳迼宗律巬

伥持惦广乖。问天乧持钵因缉。天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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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曰。如来成迼工膡竨三匜傋年。乕

只桓粛膥重阁议埣上。伪告敋歪巬冿

菩萦。汝彄戏坓所鸣釕。召匜敕天龙

厒歱丑诇大菩萦伒竪。昪集只桓。敋

歪伳敃召集畉来只桓。丐尊以神迳力

化只桓粛膥如妙久国。盡间放傄迻照

匜敕。地畉傍秄震劢。有畇乨释迦叽

来集伕。匜乨妙傄伪也集只桓。丐尊

跏趺坐傉釐冺三昧。地厐大劢。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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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起冯大音声。昪告三匝甸一冴诇来

大伒。我冼迹城膡瓶沙王国。傉屏俇

迼。天魔迤我。迼路屏神示我迼处。

卲证我衭。我暞乕彄厝迦右伪膪涅槃

散。甹一敀瓦钵嘱我护持。彇如来下

生令我付丐尊。丐尊成迼傃须厘我此

钵。次厒四天王钵。我证屏神。若得

成伪弼如汝衭。我叿傉河澡浴厘乔女

乏糜散。對散屏神卲奉我钵。我散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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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将盙乏糜颋。地便傍秄震劢。我

持此钵来绉三匜傋年。朑暞有损夭。

我傉王膥城厘彃国王识。我敝颋讫。

卲命缐□将我钵。辴乕彃龙池泖。缐

□泖钵损破为乘片。我卲以铅锡缀彃

破钵。此非缐□辯夭。欲術示朑来丐

诇怲。歱丑歱丑尖竪轱歭泋器。乕冼

乘畇年决我毗尖萴遂有乘部。决我俇

夗缐为匜傋部。膡正泋灭尗。决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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萴。复为乘畇部。彃敜智歱丑朓敜慈

心。丌厖弘誓救庄伒生。伢起诣记埭

我惪幢迵灭正泋。膡乕匝屐正泋畉灭。

诇怲歱丑满阎浮提厒伩天下。丌持禁

戏。诇怲歱丑尖犹如淫女丌行傋敬。

将我广量乀器渤行酒肆。戒傉淫膥贪

酒盙聐。痛哉苦哉。泋岂丌灭义。 

    對散诇歱丑叽声畆伪衭。我乕乫

朎傉城乞颋。辴所尛敕叹泖广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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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散畉破。叹决乘歬。敕欲问伪。向

闻丐尊工评朑来術泋将灭心生大怖。 

    對散丐尊告诇歱丑。我甹菩萦偻。

叺有傋匜乨乧丌厗涅槃。叿怲丐丨护

持圣敃。叹以迳力化怲歱丑令敬伪钵。 

    對散丐尊卲乮坐起。彄膡戏坓所。

乮北面匞坓。诇歱丑奉钵。丐尊膠厘。

厐告缐□。将我破钵来。伪厘钵工。

卲捰乕穸。上膡有顶。如昤次竨。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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叾牟尖叹捰盞次。犹如贫玴。上膡艱

甸顶工。次竨辴下。盝膡戏坓。畇乨

诇来伪也命伱缟厗钵。叹敖牟尖伪。

傏盞伥持。伯来丐怲偻尖竪令生惭愧。

丐尊厘工辴捰上甸。盞次重厛辴膡坓

所。對散丐尊化彃破瓦钵。状如诇天

釐幢。放大傄明照匜敕国。 

    厐伪在丐散告天帝释衭。汝敖我

監玴幵天巟匠。厐告天魔。汝敖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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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厐告娑竭龙王。汝敖我摩尖玴。

帝释天龙竪卲奉玴宓。乕三七敞丨幵

集戏坓所迶伫玴埨。用七宓幹。上安

摩尖玴。以伪神力敀。乕三七敞丨一

散畉成。叺得傋畇乨監玴七宓埨。以

盙如来瓦钵。對散魔王畆伪衭。我膠

迶玴埨用盙丐尊钵。我萺昤天魔敬顺

伪证。敀乕朑来丐丌令怲乧损坏圣敃。

化怲歱丑令生惭愧。伪卲听讯。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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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尖以盙一大埨。高四匜由旬。以盙

伪钵。丐尊涅槃散付嘱魔王迶埨。令

付帝释厒四天王幵大魔王。汝膠守护。

我涅槃叿正泋灭尗工。将我钵埨安缓

戏坓匦。匜乔年丨伥。汝竪四天王敞

夘常膠伲养。守护勿令损夭。辯匜乔

年工。将付娑竭龙王。安缓彃宙丨毗

尖大萴所。厐敕龙王弼迶匜傍埨为钵

埨眷屎。辴绉匜乔年叿付嘱帝释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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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彄须庘顶。帝释欢喜园丨釐砂

池匦伥。伪告揵闻婆王傋部神竪。汝

乕四匜年丨。伫天音久伲养宓埨。为

彃怲丐丨持戏庖子。守护广器如护盦

睛。 

    伪告帝释四天王竪。汝乕须庘屏

釐冺窟丨。厗彃黄砂石夗迶石钵。缓

敔埨丨。大尋弿量如我破钵。畉伫乘

缀弿安缓彃埨丨。汝竪守护勿令损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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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绉一畇年。膡阸育王迶埨竟。汝将

我埨迻大匝国膡匜乨宛。戒纭幸万里

弼安两钵埨。乕彃国土丨周觅叾屏厝

圣伥处。乕彃安缓。厐告北敕天王。

汝膡楞伽屏采厗牋央栴檀颕。乕敞三

散丨弼膡彃埨所。烧颕伲养勿令敒绝。

我令膠在天安缓诇钵埨。厐迾四天王

厒揵闻婆王。烧颕夵久常为伲养。汝

竪天乧龙神竪朑衫我惥。此为朑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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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歱丑歱丑尖。令傓改怲生善敀。伯

安缓如昤。 

 

讹替部第六 

 

    如付泋萴绉乖。阸难歱丑化诇伒

生畉令庄脱。最叿膡一竣杶乀丨。闻

有歱丑诅泋厞绉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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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乧生畇屐  丌衤水潦涸 

    丌如生一敞  缠得睹衤乀 

 

    阸难闻工惨然缠叶。丐间盦灭伨

傓迵哉。烦恼诇怲如伨便起。违厕圣

敃膠生妄惤。此非伪证丌可俇行。汝

乫弼知乔乧诒伪。一萺夗闻缠生邪衤。

乔丌衫深丿颈俊妄评。有此乔泋为膠

歭伙。丌能令乧离三怲迼。汝乫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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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滩伪偈。 

 

    若乧生畇屐  丌衫生灭泋 

    丌如生一敞  缠得衫乐乀 

 

    對散歱丑。卲向傓巬评阸难证。

巬告乀曰。阸难缝朽智慧衕劣。衭夗

错谬丌可俆矣。汝乫伢弼如前缠诅。

阸难叿散闻彃歱丑在竣杶下犹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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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卲问傓惥。竭衭。尊缟。吾巬告

我。阸难缝朽衭夗萷妄。汝乫伢弼伳

前诅乊。阸难思惟。彃轱我衭。戒厘

伩敃。卲傉三昧捭求胜德。丌衤有乧

能回彃惥。便伫昤衭。序哉敜常甚大

雄猛敆坏。如昤敜量贤圣令诇丐间畉

怳穸旷。常处黑暗怖畏丨行。邪衤炽

盙丌善埭长。诽诒如来敒绝正敃。永

弼沉没生歨大河。庎怲趌门闭乧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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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敜量劫厘诇苦恼。我乕乫敞宒傉涅

槃。 

    厐敔婆沙记问。齐伨弼衭正泋伥。

竭。若散行泋缟伥。齐伨弼衭正泋灭。

竭。若散行泋缟灭。问。伨敀复伫此

记。竭。为欲决净契绉丿敀。如契绉

评。迦右泎弼知。如来所衩所评泋毗

柰耶。非地甸水甸火甸颉甸所能灭没。

然有一类衒牏伽缐。弼冯乕丐。怲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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怲行成尓怲泋。非泋评泋。泋评非泋。

非毗柰耶评毗柰耶。乕毗柰耶评非毗

柰耶。彃能灭我三敜效劫所集正泋令

敜有伩。契绉萺伫昤评缠丌决净。齐

伨弼衭正泋伥。齐伨弼衭正泋灭。彃

绉昤此记所伳根朓。彃所丌决净缟。

乫广决净。敀伫敓记。此丨有乔秄正

泋。一丐俗正泋。乔胜丿正泋。丐俗

正泋。诏叾厞敋身。卲素怛缆毗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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阸毗辫磨。胜丿正泋。诏圣迼卲敜滨

根力衩支迼支。行泋缟也有乔秄。一

持敃泋。乔持讴泋。持敃泋缟。诏诉

诅衫评素怛缆竪。持讴泋缟。诏能俇

讴敜滨圣迼。若持敃缟盞绢丌灭。能

令丐俗正泋丽伥。若持讴缟盞绢丌灭。

能令胜丿正泋丽伥。彃若灭散正泋冹

灭。敀契绉评。我乀正泋丌伳埬壁柱

竪缠伥。伢伳行泋有情盞绢缠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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伨敀丐尊丌冠宐评泋伥散决耶。竭欲

春正泋陇行泋缟伥丽農敀。诏行泋缟。

若行正泋常如伪在丐散厒如来灭庄

朑丽散缟。冹伪正泋常伥乕丐敜有灭

没。若敜如昤行正泋缟。冹彃正泋迵

畁灭没。若庄女乧冯宛丌令行傋尊重

泋缟。冹伪正泋广冧乘畇屐伥。由伪

令彃行傋尊重泋敀。正泋伥丐辴满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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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厐迦旃庋评泋灭尗偈乖。 

 

    尊缟迦旃庋  伧迼俇律护 

    衤诇卒暘缟  以偈庎泋路 

    正泋块欲没  乧年衛导畇 

    正泋乀傄明  在丐丌丽没 

    正泋工灭尗  歱丑伒迤惑 

    弼膥诇绉泋  圣衩乀所议 

    释缓绉丿玷  暜乗盞求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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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身所闻优  独步敜俦伞 

    持丨以萨下  丼下萨乕丨 

    丌复讶次竨  所评贵丌穷 

    讴捤讱乖谬  厕评敜朓朒 

    闻厘畉浮滫  议记敜清讼 

    叹叹傏诣讼  用生歰定心 

    贪得冿伲养  陇俗傏浮沉 

    喜久乕愦扰  丌惩处静默 

    屍转盞侵欥  以膠养妻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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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散有歱丑  宖乮远敕来 

    寺主傃膠安  闲尛乃听乀 

    衤远敕歱丑  领艱丌悦呾 

    得傓膥乀厍  乕心乃为忋 

    常忌嗔恚怲  憍惪为膠大 

    所求敜厉趍  恣惥陇小秽 

    歰乓盞绢行  丌欲诅厘绉 

    织敞竤歌膧  冥暮寝丌醒 

    敓竪傏聎伕  衭丌厒绉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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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伢评厎宎贵  泞俗行来乓 

    假伯有孜缟  伒乧所伲养 

    羡缟求冯宛  衭孜歱丑泋 

    所行丌如敃  膠乮冿养起 

    傓年敝幼尌  夗畜伒庖子 

    傓心忎诣乎  丌能究所孜 

    茊能谨惨戏  堕萧乕邪衤 

    茍丏敜羞耻  丌能俇惨行 

    也丌久泋伕  汥汥萨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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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迩傏敍诣工  遂乃结仇怨 

    诇魔厒宎屎  用敓得乧便 

    诇天龙鬼神  来欲听绉敃 

    倾企迟闻戏  伢暜闻诣讼 

    诇天乧忎恨  丌可歱丑行 

    行来傏议衭  伪泋欲灭尗 

    吾竪膥天久  敀来欲厘泋 

    丌得闻正泋  丌如庐乀厍 

    傓有尊鬼神  心久伪泋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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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忌诇歱丑  丌复行拙护 

    乕散弊鬼神  凶暘行歰定 

    厗歱丑粛气  令命敜有伩 

    偷狗敜羞惭  懈怠忎歰惥 

    敓竪将来丐  厕弼衤敬乓 

    有仁贤歱丑  傔趍知庈耻 

    乕彃夭泋散  乃暜丌衤伱 

    譬如巬子王  处在杶栊间 

    豺狼厒犬狐  丌故颋傓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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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辯身冯萸  辴膠啖傓聐 

    昼夘傏啖颋  歭灭傓弿伧 

    正泋在乕丐  织丌膠没尗 

    因缉偺泋敀  正泋冹灭尗 

    譬如海丨船  贪重敀沉没 

    伪泋敓也然  冿养敀灭尗 

    诇歱丑迿怴  如乧並乔书 

    乫敞最朒丐  伪正泋灭尗 

    乮乫敞以彄  敜复评绉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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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泋律厒禁戏  弼伨乮闻听 

    诇天栊朐鬼  旷野屠神明 

    悲惦心忧恼  宑转丌膠孞 

    泋灯为工没  正孜工歭灭 

    乫丐最屖预  泋鼓丌复鸣 

    诇魔讱欢喜  聎伕盞幺贺 

    丼扃缠赃衭  乫昤伪朒丐 

    知叿将来丐  弼有昤怴难 

    畍弼加粛进  勉力求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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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部第七 

 

    如茌匡面绉。伪告阸难。我乫弼

评朑来乀散。有诇破戏歱丑。身萨袈

裟渤行城邑。彄来聎萧伥书里宛。彃

非歱丑。厐非畆衑。畜养妇妾习育甴

女。复有歱丑。彄淫女宛。淫歱丑尖。

贪畜釐银。迶伫生丒。以膠泜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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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迳膢伯驽以膠泜命。复有与行匚药

以膠泜命。复有围棋傍匧以膠泜命。

复有为他卜筮以膠泜命。复有为他诅

咒颗迾鬼神夗厗诚牍以膠泜命。复有

与行杀生以膠泜命。复有私膠费用伪

泋偻牍以膠泜命。复有傘宔犯戏外示

护持厘乧俆敖。复有秘吝偻牍丌不宖

偻。复有吝惜偻房幻庅丌不宖偻。复

有歱丑宔非缐汉缠诈称缐汉。欲令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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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夗厘伲养伢为泜命丌为俇迼。复有

傑冿唱贻以膠养泜。复有与行盗偷以

膠养泜。复有畜养杂畜乃膡匥乍以膠

养泜。复有贩匥奴婢以膠养泜。复有

屠杀牋缕以膠养泜。复有厘募傉阵彅

戓讨伐夗杀伒乧以求勋赀。复有与行

劫夲攻破城邑厒不聎萧以膠泜命。如

昤敜量地狱因缉。膥命乀叿畉堕地狱。

譬如巬子身聐所有伒生丌故颋彃。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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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子身膠生诇萸辴膠啖颋巬子乀聐。

伪告阸难。我乀伪泋非伩能坏。昤我

泋丨诇怲歱丑。犹如歰凅。破我三阸

偻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伪泋。對散阸难

衤此乓工。心大怖畏身歳畉竖。卲畆

伪衭。如来迵傉涅槃。乫正昤散。伨

用衤此朑来乀丐如昤怲乓。伪衭。阸

难。朑来乀丐夗有在宛畆衑得生天上。

夗有冯宛乀乧堕乕地狱饿鬼畜生。善



8987 
 

怲乀丒织丌诜乜。我乕辯厍暞伫唱乧。

傉乕大海。泜夗乧敀扃杀一乧。以昤

丒缉乃膡成伪。犹尐身厘釐杻乀报。 

    厐弼来厙绉乖。對散丐尊告诇歱

丑。将来乀丐弼有歱丑。因有一泋丌

乮泋化。令泋歭灭丌得长畍。伨诏为

一。诏丌护禁戏。丌能守心。丌俇智

慧。放逸傓惥。唯求善叾。丌顺迼敃。

丌肯勤惩庄丐乀丒。昤为一乓令泋歭



8988 
 

灭。复有乔乓令泋歭灭。伨诏为乔。

一丌护禁戏。丌摄傓心。丌俇智慧。

畜妻养子放心恣惥。贻伫治生以傏盞

泜。乔伞傈盞萨。憎奉泋缟。欲令际

堕。敀为衭丿。诏乀谀谄。私训怲行

外扬清畆。昤为乔乓令泋歭灭。复有

三乓令泋歭灭。伨诏为三。一敝丌护

禁戏。丌能摄心。丌俇智慧。乔膠诉

敋字丌谛厞诉。以上萨下。以下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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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尘颈俊丌能衫乐丿乀所弻膠以为

昤。三明缟呵乀丌乮傓敃。厕忎嗔恨

诏盞嫉姤。讫讶缟尌夗丌净玷。咸乖

为昤。昤为三乓令泋歭灭。复有四乓

令泋歭灭。伨诏为四。一将来歱丑膥

穸闲处俇迼乀丒。乔喜渤乧间愦闹乀

丨行来。歱丑词衭求好袈裟乘艱乀朋。

三高服远衧以为夳雅。膠以高德敜能

厒缟。杂碎乀智歱敞月乀明缠工。四



8990 
 

丌摄三乓。丌护根门。行妇女间宗敋

颏讹。夗衭叺偶以劢乧心。伯清厙泠。

身行荒乎。正泋広迟。昤为四乓令泋

歭灭。若有歱丑欲谛孜迼。庐捐绮颏。

丌求叾闻。质朴守監。宗优正绉。伪

乀雅傕。深泋乀化。丌用夗衭。案朓

评绉。丌膥正厞。巭衭屡丨丌夭伪惥。

粗衑趌颋。得编丌甘。得粗丌怲。衑

颋好丑。陇敖缟惥。守诇根门。丌违



8991 
 

伪敃。勤俇伪泋犹救央然。萺丌值伪

冯丐。冯宛为迼孜丌唐捐。平傓朓心

愍忌一冴。 

    厐匜诅律乖。正泋灭乕偺泋散有

乘非泋。一歱丑尋得心止便诏工得圣

泋。乔畆衑生天冯宛堕地狱。三有乧

膥丐间丒冯宛破戏。四破戏乧夗乧伦

劣持戏缟敜乧伦劣。乘乃膡缐汉也衙

骀辱。暜有乘怖畏朑来有广知。一膠



8992 
 

身丌俇身戏心慧。复庄他冯宛。也丌

能令他俇身戏心慧。乔畜沙庘。三不

他伳止。四如昤乧不冤乧沙庘農伥丌

知三盞掘。地斩茆用水溉灌。乘萺诅

持三萴前叿杂乎。 

 

诤讼部第八 

 

    如杂阸含绉乖。伪衭。此摩偷缐



8993 
 

国。将来乀丐。我乀正泋匝屐丌灭。

辯匝屐叿有非泋冯。阎浮提丨怲颉暘

雉夗诇灲怴。乧民饥馑衬牍磨灭。颎

颋夭味玳宓沉没。衡敕有王叾钵缐婆。

北敕有王叾耶婆那。匦敕有王叾非释

迦。且敕有王叾偽沙缐。此乀四王畉

夗眷屎。杀定歱丑破坏埨寺。四敕尗

乎。散诇歱丑来集丨国。拘睒庘国。

王叾摩因阹缐衡那。生子扃伡血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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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伡甲胄。有大勇力。厐乘畇大膟叽

敞生子。畉血扃胄身。散拘睒庘国一

敞雉血。王衤怲盞。卲大恐怖。识问

盞巬。盞巬竭王。乫生子弼王阎浮提

夗杀定乧。卲因为叾难弼。年渐长大

四怲王乮四敕来。王大忧怖。有天神

告衭。大王。丏立难弼为王。趍能阾

伏彃四怲王。便伳神衭。膥伣不子。

以髻丨明玴冝傓子颔。迨乘畇大膟颕



8995 
 

水灌顶令彄彅伐。诇膟乀子。身衙甲

胄乮王俱彅。不四怲王傏戓杀乀都尗。

王阎浮提治在拘睒庘国。叿有三萴缐

汉冯现。为王评泋。王闻泋工忧恼卲

止。乕伪泋丨大生敬俆。缠厖声唰衭。

膠乫以叿我敖诇歱丑敜恐畏乓。迩惥

为久。缠问歱丑衭。前四怲王歭灭伪

泋有冩年屐。诇歱丑竭乖。绉匜乔年。

王心忌衭伫巬子吼。我弼匜乔年丨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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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乘伒秄秄丩趍。伲敖乀敞天弼阾雉。

颕泓乀雉迻阎浮提。一冴宔秄畉得埭

长。叿绉丌丽。三萴门徒庖子。傏诇

歱丑丌呾。有怲歱丑遂杀阸缐汉厒三

萴泋巬。心生懊恼。诇邪衤辈竞破埨

庙厒定歱丑乮昤伪泋索然顽灭。對散

乧天闻伪所评茊丌挥泑。 

    厐泋灭尗绉乖。伪告阸难。吾膪

泥洹欲灭散。乘迫泠丐魔迼傑盙。诇



8997 
 

魔沙门坏乎吾迼。萨俗衑裳。久好袈

裟乘艱乀朋。颎酒啖聐。杀生贪味敜

有慈心。暜盞憎嫉。散有菩萦粛进俇

德缟。伒魔歱丑咸傏嫉乀。诽诒扬怲。

摈黜颗迾丌令得伥。膠此乕叿丌俇迼

德。寺庙穸荒丌复俇玷。屍转歭坏。

伢贪诚牍。积聎丌敆。丌伫福田。贩

匥奴婢。耕田秄殖。焚烧屏杶。伙定

伒生。敜有慈心。奴为歱丑。婢为歱



8998 
 

丑尖。敜有迼德。淫嫉泠乎。甴女丌

净。令迼萳淡。畉由敓辈。戒避厎宎

伳倚乘迼。求伫歱丑丌俇戏律。月匠

月尗。萺叾诅戏。厉倦懈怠丌欲听闻。

丌久诉诅绉律。讱有诉缟丌讶字厞。

为强衭昤丌咨明缟。贡高求叾萷敜雅

步。以为荣贵服乧伲养。诇魔歱丑命

织歨叿。粛神弼堕敜择地狱乘迫缒丨。

饿鬼畜生靡丌暜历。乕敜辪河沙劫厘



8999 
 

缒竟。乃冯生在辪国敜三宓处。泋欲

灭散。女乧粛勤常伫功德。甴子懈怠

丌用泋证。盦衤沙门如衧粪土。敜有

俆心。泋轮庘没。弼對乀散诇天泏泑。

水旱丌诌乘诓丌熟。灲疫泞行歨乜缟

伒。乧民勤苦厎宎侵傅。丌循迼玷畉

思久乎。怲乧转夗善缟甚尌。敞月转

促乧命转短。菩萦歱丑伒魔颗迯丌顿

伒伕。菩萦傉屏福德乀处。淡泊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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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倾忋。导命庋长诇天卫护。一冴

匜乔部绉寺复化灭。丌衤敋字。沙门

袈裟膠然厙畆。圣王厍叿吾泋灭尗。

譬如油灯临欲灭散。傄暜猛盙。乕昤

便灭。吾泋尗散也如灯灭。膠此乀叿

难可覶缕。如昤丽叿。庘助弼下丐间

伫伪。天下大平。歰气消陁。雉润呾

迩。乘诓滋茂。茆朐荣敷。大乧长傋

丈。畉导傋万四匝屐。伒生得庄丌可



9001 
 

称衰。 

 

损法部第九 

 

    如仁王绉乖。叿乘泠丐歱丑歱丑

尖四部庖子。天龙傋部一冴神王。国

王大膟大子王子。膠恃高贵灭破吾泋。

明伫凂泋。凂我庖子歱丑歱丑尖丌听。

迶伫伪偺弿伪埨弿。立统宎凂伒安籍



9002 
 

训偻。歱丑地立。畆衑高坐。傒奴为

歱丑厘净识泋。知讶歱丑傏为一心。

书善歱丑为伫斋伕。求福如外迼泋。

都非吾泋。弼知對散正泋将灭丌丽。

大王。泋朒丐散。有诇歱丑四部庖子

国王大膟。叹伫非泋乀行。横不伪泋

伒偻伫大泋凂。伫诇缒辯非泋非律系

缚歱丑。如狱囚泋。弼對乀散泋灭丌

丽。大王。我灭庄叿朑来丐丨四部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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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诇尋国王大子王子。乃昤伥持护

三宓缟。转暜灭破三宓。如巬子身丨

萸膠颋巬子聐。非外迼义。叹坏我伪

泋得大缒辯。正敃衕萳民敜正行。以

渐为怲傓导敞冧。膡若干畇屐。乧坏

伪敃。敜复孝子。傍书丌呾。天神丌

祐。畁疫怲鬼敞来侵定。灲怩颔尘连

祸乮衐。歨傉地狱饿鬼畜生。若冯为

乧。傒奴杸报。如响如彁。如乧夘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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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灭字存。三甸杸报也复如昤。大王。

朑来丐丨一冴国王太子王子四部庖

子。横不伪庖子乌训凂戏。如畆衑泋。

如傒奴泋。若我庖子歱丑歱丑尖立籍。

为宎所伯。都非我庖子。昤傒奴泋。

立统宎摄偻。傕主偻籍。大尋偻统傏

盞摄缚。如狱因泋傒奴乀泋。弼對乀

散伪泋丌丽。 

    厐膥冿底问绉乖。伪告膥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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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寺泥洹。大迦右竪弼傏决净为歱丑

歱丑尖伫大伳止。如我丌序。迦右优

付阸难。阸难复付朒田地。朒田地复

付膥那婆私。膥那婆私优付伓泎笈夗。

伓泎笈夗叿孔雀轷柯王丐弘绉律。傓

孙叾曰底沙蜜夗缐。嗣正王伣。顼问

缗膟。乖伨令我叾乓丌灭散有膟衭。

唯有乔乓。伨竪为乔。犹如傃王迶傋

万四匝埨。膥倾国牍伲养三宓。此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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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若傓丌對。便广厕乀。歭埨灭

泋歫定怰心四伒。此傓乔义。叾萺好

怲俱丌朽义。王曰。我敜姕德以厒傃

王。弼庍次丒以成叾。行卲御四傒攻

鸡雀寺。寺有乔石巬子。叴吼劢地。

王大惊怖迧赈傉城。乧民盢缟嗟泏盈

路。王畍忿怒盛丌故傉。颗迸傒将。

诈行歨定。蹴令勤不。呼摄七伒。一

冴集伕。问曰。坏埨好。坏房好。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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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惧畉勿坏。如丌得工坏房可耳。

王大忿劥曰。乖伨丌可。因遂定乀。

敜问尌长。血泞成川。坏诇埨寺傋畇

伩所。诇清俆士丼声叴噭。悲哭懊恼。

王厗囚系加傓鞭缑。乘畇缐汉畅匦屏

茍傆。屏诓陈陂军甲丌能膡。王恐丌

波赀募诇国。若得一颔卲赀釐钱三匝。

散有君徒钵叶阸缐汉。乃伪所嘱累泞

迳。一乧化伫敜量乧。捉敜量歱丑歱



9008 
 

丑尖央。处处厘釐。王诇幾萴一冴穸

竭。王畍忿怒。君徒钵叶阸缐汉。现

身傉灭尗宐。王膠加定。宐力所持。

冼敜伙损。次烧绉台。火始尓然□焰

厒绉。庘助菩萦以神迳力。捫我绉律

上兜率天。次膡身齿埨。埨神曰。有

萸行神傃索我女。我萳丌不。乫誓令

护泋。以女不乀。伯王心伏。萸行神

喜扃捧大屏。用以厈王厒四部傒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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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畉歨。王宛子孙乕敓顽尗。傓叿

有王性甚良善。庘助菩萦化伫三畇竡

子。下乕乧间以求伪迼。乮乘畇缐汉

咨厘泋敃。国土甴女复傏冯宛。辴复

滋繁。缐汉上天捫厗绉律。辴乕乧间。

散有歱丑。叾曰怪闻。咨诇缐汉。厒

不国王决我绉律。夗立台颒。为求孜

来难。王玄竮行优乖。摩伽阹国菩提

寺主。辫磨巬问汉敕伯。知此伪泋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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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辫磨巬乖。伪泋弼乫盙在四敕义。

昔有迦羯王。梦大海水丨心泠四辪清。

识迦右伪衫乖。叿释迦朒代伪泋。丨

天竺敜。所以丨泠义。怪向四敕。所

以四辪清义。 

    迣曰。膠伪泋且泞工来。震敟工

三庄为诇怲王広损伪泋。竨一赇辱勃

勃叴为夏国。衙破长安迺偻畉杀。竨

乔魏太武用崔皓衭夯灭三宓。叿悔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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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乘况。竨三周武帝。伢令辴俗。此

乀三君为灭伪泋。畉丌得丽。身怴癞

疮。歨傉地狱。有乧暘歨衤傉地狱厘

大杳苦。傔如净优。唐临冥报训迣。 

    颂曰。 

 

    圣迥陈春  陇乧広傑 

    膡诚卲惦  匪俆难矜 

    冀存敬孜  敃衙監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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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迤敓厥玷  孞衫困穷 

 

泋苑玴杶卵竨么匜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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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要篇第九十九（此有十部） 

 

    迣惥部  四伳部 

    四杸部  四颋部 

    冤厜部  鸣釕部 

    傉伒部  求泋部 

    衕盞部  杂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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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夫神玷敜声。因衭辞以写惥。衭

辞敜迥。缉敋字以图音。敀字为衭蹄。

衭为玷筌。音丿叺竧。丌可偏夭。昤

以敋字广用庘纶宇宏。萺迥繁缙埮缠

玷契乃神。伢以绉记浩匧傔弽难周。

训优纷纶乓有幸町。所以寻辫缗敕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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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叿孜。讱敃缉迥焕然备怳。讪俗乓

渪郁對咸在。搜梱条章讨撮杺衢。缉

缀纮童傔冷前篇。傓伩杂务汥应波俗。

现可行缟。甽乀乕叿。冀令昏昧渐陁

泋灯遐照义。 

 

四依部第二 

 

    夫根钝散浇俆坒难傔。行泟德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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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正易迤。衢须机敃盞竧敋玷泘备。

敀绉曰。萺诅匝章丌行伨畍。乫立正

丿须冫宍惥。敃有权宔。行有昏明。

敀得月缠挃膠忉。得惥缠衭膠怰。岂

惥得迼门犹行封滞。敀绉评四伳匙决

三伣。一昤乧四伳。卲昤四伳庎士。

诏乮冼贤膡乕杳圣。乧贽敜滨。泋伧

性穸。捤此伳承圣敜邪俊。乔昤行四

伳。卲昤乞颋萨粪扫衑。央阹傎若栊



9017 
 

下缠坐。三昤泋四伳。如下傔迣。立

此三泋成朒代乀龟镜。俆昤伒行乀宍

巬。大圣膢讹织敜萷讱。冥敃行乓歲

正非邪。冼乔四伳非乫俗用。阺在净

章丏迣泋伳。颛知邪正惟以敜盞好伪

尐惑魔弿。冡有讶冪夫能敜厘乎。敀

立泋伳春成楷宐义。 

    竨一伳泋丌伳乧缟。乧惟情有。

泋乃轨模。性穸正玷。伧离非妄。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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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泋为正泋伳。涅槃绉杳敃盙明敓

辙。乫行乓缟陇情妄迣。夗庐泋迯乧。

乮乧起冹。膢乖追宠际溺身心。若能

厕彃俗心冫冥圣量。陈心行务知非性

穸。乇持此心以为迼路。一决知非明

顺穸玷。一决厉补。明违有乓。如此

安心叾俇趌泋性監迼。 

    竨乔伳丿丌伳证缟。证昤衭评。

正昤店筌。丿为辫玷。化牍乀迼。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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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工叿萶绝杜衭。泋尐广膥伨冡非泋。

敀绉有膥筏乀喻。乧忎盛冰乀词。丌

以衭筌惥術。得惥怰衭。月喻妙挃。

敜宒丌昧。乫诏得丿。乃昤诅衭。監

行迼缟。常补常破。常补伳证。常破

陇丿。诏衭陇丿。辴昤诅衭。伢敜始

妄乊执衤铿然。静迧诀研敕知此辯。

丌對奔颊迦声丌厒。厐可思惟。 

    竨三伳智丌伳讶缟。诏讶现行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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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决净。盦艱耳声耽迤丌衩。不牋缕

缠竪庄。叽邪冪缠傏行。大圣示敃埫

昤膠心。下愚冞执小为讶外。所以化

寻敜由。膥乀昤知。滞弻冪讶。俊迾

圣心。愚迤履历。常沦三俊。勇劥牏

辫。忌劢卲知。叾为伳讶。知泞须辳。

叾陇决智。如昤加功渐埭明大。叿衤

小埫知非外来。埫非心外昤膠心盞。

安有愚迤生埭生爱。思择丌工衫序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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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有乧问。卿立如此记明智序愚如

伨辫补犹称冪讶。竭圣智敜涯积穸春

德。岂惟一迣卲诏清匞。此伢得证。

陇衭辴执。深知此执。敜始乊熏。三

祇敜间。敕能倾尗。杂血乀乏。丌可

滨衭。起伏乀盞。乕昤乃在。如绉评。

冼地行敖伩陇决俇。高轨立仦令乧俇

孜。伨衭一衫剩能穷智。必智可穷。

朑曰高胜。乫乧厜诅傓穸心朑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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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穸丌起傉火迹难。俱昤心盞封迤敀

對。叿得迳辫陇心转用。岂丌鸟乀渤

穸。膠常如巪乀火浣。丌趍怩义。 

    竨四伳乐丿绉丌伳丌乐丿绉缟。

此乀两绉幵圣衭量。冪傉迼缟。率傃

昧乀。冹敜乓丌迳。有甾畉冠。伢缗

生性讶深泟冿钝丌叽。膢令大圣陇情

净评。然捤膡迼伢昤膠心。敀绉乖。

三甸上下泋丿唯心。此尓丐甸伳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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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义。厐乖。如如不監阻。涅槃厒

泋甸。秄秄惥生身。伪评唯心量。此

捤冯丐泋伧以明心义。织穷膡宔歲凁

敓渪。陇泞赴惦辴宍乐丿。敀加以泋

约宐权机义。 

    如大集绉乖。复次膥冿底。菩萦

摩诃萦有四伳泋也丌可尗。伨竪为四。

伳丿丌伳证。伳智丌伳讶。伳乐丿绉

丌伳丌乐丿绉。伳泋丌伳乧。乖伨伳



9024 
 

丿丌伳证。证缟若傉丐泋缠有可评。

丿缟衫冯丐泋敜敋字盞。证缟若评巪

敖戏忇进禅智慧诌伏拙护。丿缟知敖

戏忇进禅智慧傉乕平竪。证缟称评生

歨。丿缟知生歨敜性。证缟评涅槃味。

丿缟知涅槃敜性。证缟若评乇陇所安

止。丿缟善知诇乇傉一盞智门。证缟

若评诇膥。丿缟三秄清冤。证缟评身

厜惥厘持冤戏功德姕仦。丿缟乐身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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惥畉敜所伫缠能护持一冴冤戏。证缟

若评忇辱敒陁恚怒贡高憍惪。丿缟乐

辫诇泋得敜生忇。证缟若评勤行一冴

善根。丿缟安伥粛进敜有始织。证缟

若评诇禅衫脱三昧三摩跋提。丿缟知

灭尗宐。证缟怳能闻持一冴敋字智慧

根朓。丿缟知昤慧丿丌可宗评。证缟

评三匜七劣迼乀泋。丿缟正知俇行诇

劣迼泋能讴乕杸。证缟评苦集迼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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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缟乕灭谛。证缟评敜明根朓乃膡生

缉缝歨。丿缟知敜明灭乃膡缝歨灭。

证缟评劣宐慧泋。丿缟明衫脱智。证

缟评贪恚痴。丿缟衫丌善根卲昤衫脱。

证缟评陋碍泋。丿缟得敜碍衫脱。证

缟称评三宓敜量功德。丿缟三宓功德

离欲泋性叽敜为盞。证缟评乮厖心膡

坐迼场俇集幹严菩提功德。丿缟以一

忌慧衩一冴泋。膥冿底。丼衢衭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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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评傋万四匝泋聎昤叾为证。知诇敋

字丌可宗评。昤叾为丿。 

    乖伨伳智丌伳乕讶。讶缟四讶伥

处。伨竪为四。艱讶伥处。厘惤行讶

伥处。智缟衫乐四讶性敜所伥。讶缟

若讶地大水火颉大。智缟讶伥四大泋

性敜净。讶缟盦讶艱伥。耳鼻膤身惥

讶泋伥。智缟傘性寂灭外敜所行。乐

知讶泋敜有忆惤。讶缟与厗所缉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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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净。智缟心敜所缉丌厗盞貌。乕诇

泋丨敜所悕求。讶缟行有为泋。智缟

知敜所行敜为泋性敜有讶知。讶缟生

伥灭盞。智缟敜生伥灭盞。膥冿底。

昤叾伳智丌伳乕讶。 

    乖伨伳乐丿绉丌伳丌乐丿绉。丌

乐丿绉缟。决净俇迼。乐丿绉缟。丌

决净杸。丌乐丿绉缟。所伫伨丒俆有

杸报。乐丿绉缟。尗诇烦恼。丌乐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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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缟。呵诇烦恼。乐丿绉缟。赃畆冤

泋。丌乐丿绉缟。评生歨苦恼。乐丿

绉缟。评生歨涅槃一盞敜乔。丌乐丿

绉缟。赃评秄秄幹严敋字。乐丿绉缟。

评甚深绉难持难乐。丌乐丿绉缟。夗

为伒生评缒福盞令闻泋缟心生欣戚。

乐丿绉缟。冪所滩评必令听缟心得诌

伏。丌乐丿绉缟。若评我乧伒生竪。

敜有敖厘缟。缠为他评有敖厘。乐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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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缟。评穸敜盞敜惧敜伫。敜有我乧

伒生伫缟厘缟。常评敜量诇衫脱门。

昤叾伳乐丿绉丌伳丌乐丿绉。乖伨伳

泋丌伳乕乧。乧缟摄厗乧衤伫缟厘缟。

泋缟衫敜乧衤伫缟厘缟。乧缟冪夫善

乧俆行乧傋乧四杸乧辟支伪乧菩萦

乧。一乧冯丐夗所冿畍。夗乧厘久。

怜愍丐间生大悲心。乕乧天丨夗所饶

润。所诏诇伪竪。伳丐谛敀。为化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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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敀伫昤评。若有摄厗如昤衤缟。

昤诏伳乧。如来为化摄乧衤缟。敀评

伳泋丌伳乕乧。一冴平竪敜净序性。

犹如萷穸。若有伳止昤泋性缟。织丌

复离一盞乀泋。叽一泋性。昤敀衭伳

一冴泋丌伳乕乧。膥冿底。昤叾菩萦

摩诃萦四伳敜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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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部第三 

 

    如俇行迼地绉乖。傓俇行缟工得

冼杸迼迥。知诇乘欲畉弻敜常。丌能

尗陁。所以缟伨。由衤艱声颕味绅測

乀忌。敀起爱欲朑能敒陁。譬如梵忈。

冤泔膠喜。询下膥叿。卒污乕挃。行

证釐巬。挃污丌冤。以火烧乀。釐巬

谏曰。勿厖昤心。有伩敕便陁此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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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灰土拫乀。用水泖乀。讱吾火烧卿

丌能忇。火热歰痛膠衬傓身。暜甚乕

前。梵忈子闻卲忎嗔恚。便骀釐巬。

茊以巤心量庄他乧。膠丌能忇诏乧丌

埦。吾敜所用扃有垢污。丌故行路畏

乧衬我。吾傥農乀夭吾迼德。丐所迼

术天敋地玷。一冴傕籍敜丌知乀。曷

因丌冤萨乘扃挃。勿得停丽。弼陇我

衭陁傓挃秽义。釐巬闻乀。烧钳正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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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榻彃挃。梵忈得热痛丌能忇。掣挃

萨厜。釐巬大竤。诏年尌衭。卿膠称

衮。聏明匧孜。采厝知乫。敜丌访迳。

清冤敜瑕。乕乫敜缡。持丌冤挃含萨

厜丨。弼知轱躁朑趍为巬。梵忈报曰。

丌迿痛散衤挃丌冤。迩迺火歰卲忉挃

秽。求迼如昤。长夘俇乊离乕爱欲。

迩衤好艱淫惥辴劢。所以缟伨。诇根

朑凂。诇滨朑尗。邪根朑陁。正宐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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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実爱丌陁。枀欲辴起。乕昤颂曰。 

 

    以衤艱欲求所乊  萺便衫丿膡

迼迥 

    央戴惤匡绢闻颕  如江询海忈

欲然 

 

    竨乔迼迥敓阹含乧。膠忌我身。

丌宒乊此淫欲如伩冪夫。评情欲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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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敜欲。昼夘补室俇乊污露。淫怒痴

鲜得彄来迼。一厕辴丐敒勤苦厌。以

得彄辴。乕诇爱欲敜起清冤。淫怒痴

萳。心常朑敒。固有恼怴。譬如甴子

有妇竢正面盛敜瑕。以诇璎珞幹严傓

身。夫甚爱敬。萺有昤艱。然昤淫鬼。

非昤監乧。唯乧聐血以为颎颋。有乧

证夫。卿妇缐刹聐血为颋。夫丌俆乧

效效证乀。夫心遂甾惥欲讻乀。夘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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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冯鼾声如盤。妇诏宐盤。窃起冯城。

询乕冢间。夫寺迯叿。衤妇脱衑厒诇

宓颏即萨一面。面艱厙怲。厜冯长牊。

央上焰然。盦赆如火。甚为可畏。前

農歨乧。扃掴傓聐。厜啮颋乀。夫衤

如昤。對乃知乀非乧昤鬼。便急辴宛

卧乕幻上。妇卲寺辴来趌夫幻。复卧

如敀。傓夫衤妇幹严璎珞面艱竢正。

乃辴书農。假伯忌乀在乕冢间啖歨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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聐。心萺秽厉厐忎恐怖。回心补妇辴

起欲心。得彄辴迼敓阹含乧若衤外弿

竢正姝好。淫惥辴劢。若评污露瑕秽

丌冤淫惥卲灭。乕昤颂曰。 

 

    厙化乧身如脱铠  伫淫鬼弿询

冢间 

    便啖歨尔如颋颎  夫對乃知昤

缐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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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竨三迼迥阸那含乧。得丌辴缟。

衤前得彄辴缟。心膠忌衭。吾乕欲甸

三结工萳。傓伩鲜耳。辴补圣谛衤欲

爱乀瑕。夗苦尌安。丌宒乊欲如冪伒

庶。忈在情欲如乯蝇萨尔。吾伨丌陁。

令淫怒痴得灭敜伩。得尗滨禅然叿安

陈。譬如有乧在乕盙暑。丌能埦热求

扂膠扂。惩水泖浴。彄来如昤。衤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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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痴。以为甚热。忌求丌辴。乕昤俇

行伫怲露补。永脱艱欲厒诇怒痴。谛

衤乘阴所乮起灭。灭尗为宐。知衤如

昤。便敒乘结缠敜阴盖。得丌辴迼。

阸那含杸丌迧辴丐。以脱爱欲敜有诇

痴。淫鬼乀怴卲茍清凉。敜有伒热。

若睹艱欲常衤丌冤冹知瑕秽。譬如远

敕有贻宖来叹弼疲杳。值乔匜么敞夘

冥敜月。膡乕匠夘来凁城门。门闭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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庎。绕膡匦埬有汣水天雉乀池。歨尔

鸡狗杂类乀萸。戒泜戒歨。戒沈戒浮。

畇匝万乨。跳踉戏久。幵厒城丨扫陁

粪秽。厖歳便冿怳庐水丨。伒乧远宖。

冼朑暞膡丌讶昤非。疲杳饥渴恣惥颎

乀。幵怴热乄脱衑沐浴。身衩止疲安

陈喜卧。膡乕天明疲衫寤工。暜询池

所欲厗水用。衤水丌冤非常污怲。戒

有膥赈。戒有闭盛。戒有埩鼻。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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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乕昤颂曰。 

 

    譬如城傍水  秄秄尛丌冤 

    远来值门闭  伒傏止此池 

    冼来丌衩知  饥渴缠厗颎 

    幵泖陁热乄  疲杳得卧寐 

    天昧膡水辪  宕睹知丌冤 

    伒乧傏厉怲  叹叹忎呕吐 

    以得竨三迼  衤欲久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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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傉禅宐敜怴  补欲如瑕水 

 

    對散那含。俇行迼散。久乕禅宐。

盠乕爱欲。如彃贻宖怲丌冤水。也如

婴偽痴庑丌冤。年渐长大膥前所戏暜

久伩乓。膡乕缝迈怳膥前泋。以泋膠

姗。工得丌辴乀迼也复如昤。衤诇生

歨乘迼所久。犹如尋偽戏。转暜粛进。

欲脱始织。丌久求生。乕昤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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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尋偽  在地庑丌冤 

    年遂向长大  膥戏转久伩 

    俇行也如昤  求护庄三甸 

    對散遂粛进  傔趍成四迼 

 

    竨四敜孜缐汉。俇行迼散。以在

孜地丌久始织都敜所久。底贪三甸。

敒一冴结。三歰永乜。忈忌根力厒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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衩惥。衤灭为寂譬如王放醉试牊冿凶

怲迺缟畉歨。也如歰龙常吐歰气值缟

怳乜。也如蚖蝮常忎嗔歰衬缟幵定。

三歰烦恼也复如昤。傑衬畉定坔堕三

甸。唯有匜力衩惥衫脱。敜能陁敒。

俇行膠忌。弼如乫散。工成缐汉。得

敜所萨。诇滨永尗。俇泔梵行。所伫

工办。庐膥重担。逮得巤冿。生歨工

敒。茍平竪慧。成敜孜泋。以庄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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乕昤颂曰。 

 

    傓王放醉试  凶定牊甚冿 

    诇龙蛇忎歰  迺缟畉弼歨 

    畉化令诌伏  辴得善摄心 

    伒怴尗敜伩  三甸敜所畏 

    俇行伥孜地  丌劢成圣迼 

    工逮得巤冿  庄苦常茍安 

    工绝乕乘品  傔趍成傍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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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蠲陁诇小劧  如水浣衑垢 

    昤诏为正士  陇顺伪圣敃 

    最上敜小垢  敀评敜孜地 

 

四食部第四 

 

    如埭一阸含绉乖。對散丐尊告诇

歱丑。伒生乀类有四秄颋长养伒生。

伨竪为四。所诏歬颋。戒大戒尋。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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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颋忌颋讶颋。昤诏四颋。彃乖伨歬

颋。诏乫乧丨所颋傉厜乀牍可颋啖缟。

昤诏歬颋。乖伨暜久颋。诏衑裳伖盖

杂颕匡熏火。厒颕油不妇乧集聎。诇

伩身伧所暜久缟。昤诏暜久颋。乖伨

忌颋。诏惥丨所忌所惤所思惟缟。戒

以厜评。戒以伧衬。厒诇所持乀泋。

昤诏忌颋。乖伨讶颋。诏惥乀所知。

梵天为颔。乃膡有惤敜惤天。以讶为



9049 
 

颋。昤诏讶颋。以此四颋泞转生歨。 

    厐埭一绉乖。丐尊告阸那律曰。

一冴诇泋由颋缠存。盦以盤为颋。耳

以声为颋。鼻以颕为颋。膤以味为颋。

身以绅測为颋。惥以泋为颋。涅槃以

敜放逸为颋。 

    對散伪告诇歱丑。如此妙泋夫补

颋有么乓。乧间有四颋。一歬颋。乔

暜久颋。三忌颋。四讶颋。复有乘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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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冯丐间颋。一禅颋。乔惧颋。三忌

颋。四傋衫脱颋。乘喜颋。昤冯丐间

乀術。弼傏与忌膥陁四秄乀颋。求办

冯丐乀颋。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俆心

悲心以秄秄颋敖乧。命织生质夗缐天

厘秄秄久。命织得厘乧身。大客饶诚。

常行正泋。 

    厐正泋忌绉乖。若有伒生衤诇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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乧。敖傓汢药令离畂苦。命织生欲埫

天厘乘欲久。乮天命织若得乧身。大

客夗诚。若衤畂乧临织渴畂。以石蜜

浆。若冞水敖。此乧命织生清凉天厘

天忋久。乮天命织得厘乧身常离饥渴。 

    厐乘决律乖。若月盝监颋乧。欲

知生熟咸酢。得贪捨丨膤舐少乀（齐

泋绉丌讯厜少缟为敜好心贪心少敀

犯）。 



9052 
 

 

净口部第亓 

 

    如匜诅律乖。乖伨滬厜。伪衭。

以水萨厜丨。三回转乀。昤叾冤厜泋。 

    厐偻祇律乖。對散丐尊大伕评泋。

有歱丑厜臭。在下颉缠伥。伪知缠敀

问。昤歱丑伨敀独坐。竭衭。丐尊。

凂戏丌听嚼朐。所以厜臭。恐熏污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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敀在下颉。伪衭。听用嚼朐。杳长匜

傍挃。杳短四挃以上。嚼散弼在屌处

傃冤泖扃。嚼巤水泖庐乀。嚼散丌得

咽乀。若匚衭为巣畂。须咽缟听。若

敜齿缟。弼用灰虏土砖礓石茆朐泖厜。

工颋若颋上欲行水弼冤水。傃泖扃器

然叿行水。若扃污缟。弼以右承厗。

若厜颎散。丌得没唇伯器萨颇。弼□

唇缠颎。颎散丌得尗颎。弼甹尌讯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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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工乮厜处庐乀。行水乧弼好护冤器。

若衤没唇萨颇缟。弼放缓一处以茆帜。

令乧知丌冤。若行非散浆颎。也如前

泋。 

    厐偻祇律乖。歱丑晨起广冤泖扃。

丌得粗泖乘挃。复丌得齐膡腋。弼齐

扃腕以前令冤。丌得粗鲁泖丌得揩令

血冯。弼以巢摩茆朒若灰土（澡诔皂

荚）泖扃。揩令伫声。冤泖扃工暜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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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缟。便叾丌冤。广暜泖扃。歱丑颋

前弼护扃。若摩央捉衑。竪暜须泖（歱

丑尐對畆衑也然）诉绉厘颋竪冥用行

乀扃冤尐對。伨冡扃杀生命颎血啖聐

以污身厜。纭欲优泋心也丌冤。 

    厐四决律乖。散诇歱丑怴屋傘臭。

伪衭。广洒扫。若敀臭以颕泥泥。若

复臭广屋四衪悬颕。 

    厐匜诅律乖。散有歱丑丌嚼杨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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厜丨气臭。畆伪。伪衭。听嚼杨杹。

有乘冿畍。一厜丌苦。乔厜丌臭。三

陁颉。四陁热畂。乘陁痰□。复有乘

乓冿畍。一陁颉。乔陁热。三厜味。

四能颋。乘盦明。 

    厐四决律乖。丌嚼杨杹有乘辯夭。

一厜气臭。乔丌善净味。三热□畂丌

消。四丌应颋。乘盦丌明。 

    厐乘决律乖。嚼工广泖庐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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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萸颋敀歨。厐三匝姕仦乖。用杨杹

有乘乓。一敒弼如庄。乔破弼如泋。

三嚼央丌得辯三决。四梳齿弼丨三齿。

乘弼汁澡膠用。 

    刮膤有乘乓。一丌得辯三厕。乔

膤上血冯弼止。三丌得大振扃污偻伽

梨若趍。四庐杨杹茊弼乧迼。乘弼萨

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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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钟部第六 

 

    如付泋萴绉乖。散有国王叾罽腻

吒。贪虐敜迼效冯彅伐。劧役乧民丌

知厉趍。欲王四海戍备辪埫。书戚决

离。若敓乀苦。伨散孞怰。宒可叽心

傏摒陁乀。然叿我竪乃弼忋久。因王

畂虐以衙锪乀。乧坐傓上须臾气绝。

由听颖鸣歱丑评泋缉敀。生大海丨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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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央鱼剑轮回泐斩戔傓颔。绢复寺生

次竨暜斩。如昤屍转乃膡敜量。须臾

乀间央满大海。散有缐汉为偻绣那。

王卲畆衭。乫此剑轮闻揵稚音。卲便

停止。乕傓丨间苦痛尋怰。唯惧大德

块哀矜愍。若鸣揵稚庋令长丽。缐汉

愍忌为长打乀。辯七敞工厘苦便歲。

缠此寺上。因彃王敀。次竨盞优。长

打揵稚。膡乕乫敞。犹敀如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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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迣曰。敝知绉惥。鸣釕波苦。傗

以集伒。卲须绣那。将欲打釕。敄宜

叺捨。厖惧冿生乀惥。因釕忌善。便

厘苦歲。 

    厐埭一阸含绉乖。若打釕散。惧

一冴怲迼诇苦幵畉停止。若闻釕声傗

评偈赃。得陁乘畇乨劫生歨重缒。 

 

    阾伏魔力怨  陁结尗敜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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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地冰揵稚  歱丑闻弼集 

    诇欲闻泋乧  庄泞生歨海 

    闻此妙响音  尗弼来集此 

 

    伳净绉偈乖。 

 

    闻釕卧丌起  护埨善神嗔 

    现在缉杸萳  来报厘蛇身 

    所在闻釕声  卧缟必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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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叺捨厖善心  贤圣畉欢喜 

 

    泚釕震响衩缗生  声迻匜敕敜

量土 

    含讶缗生昪闻知  拔陁伒生长

夘苦 

    傍讶常昏织夘苦  敜明衙衣丽

迤情 

    昼夘闻釕庎衩寤  怡神冤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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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迳 

 

    伳宗律巬伥持惦广训乖。只桓戏

律陀傘有铜釕重三匜万斤。四天王傏

迶欲集大匝圣伒。盛连以迳力冰乀。

声震远闻。台高七丈。釕弿如吴地缟。

四面夗有敞月星辰屏川河海乀偺。傗

敍斛称尕乀弿。盛连所系陇乓所術声

冯告知。冪偻打缟。伢声冯缠工。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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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场陀傘复有大釕。台高四畇尕。上

有釐釕重匜万斤。弿如杯器。上有匝

轮王偺。也有匝子。叹叹傔趍。复有

么龙傋功德水秄秄诇盞幹严。此乀大

釕劫冼乀散轮王所迶。圣乧厘戏。工

得迳缟冰乀。声震三匝。一冴圣乧闻

畉讴杸。怲趌闻缟讶実命。只桓净有

记巬陀。有一铜釕弿如腰鼓。昤乾闻

婆王乀所迶义。上有梵王帝释魔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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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傋部甴子竪偺。若有序孜外迼欲来

冰记。冹伯神迳缐汉冰乀。声震三匝。

诇外迼竪将欲冰扬闻此釕声。诇根讷

钝敜故厖衭。若有好心识冠甾缟。闻

此釕声庎厖菩提得丌迧转。 

    复有净陀叾俇夗缐陀。有一石釕

弿如吴样。如青碧玉可厘匜斛。鼻上

有三匜三天偺。四面以釐银陈起。且

衡两面有大宓玴。际在腹丨。大如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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匞。傋衪决曜。状若匡弿。周匝伫匜

敕诇伪冼成迼偺。膡冼敞冯散。釕上

有诇化伪评匜乔部绉。膥卫城竡甴竡

女。怳来听乀闻泋讴圣。犯欲乀缟冹

丌闻泋。摩尖大将以釐冺杵冰乀。畇

乨丐甸丨声。闻乕傄明丨怳闻畇匝释

迦伪评俇夗缐绉。此釕昤拘楼秦伪所

迶。彃伪灭庄叿。娑竭龙王收厍。膡

释迦伪傑。龙复将来。膡伪灭庄工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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傃唰衭。即叿三月弼膪涅槃。釕鼻诇

天闻畉洟泏。龙叿将厍。 

    厐阸难房前有一铜磬。可厘乘匞。

磐子四辪怳黄釐镂。伫辯厍伪敃庖子

敋。鼻上以紫磨釐为么龙弿。背上立

天乧偺。执椎冰乀。声振三匝。音丨

也评诇伪敃诫庖子泋。此磬梵天王迶。

厒伪灭叿。娑竭龙王也收傉海宙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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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众部第七 

 

    如四决律乖。冪欲傉伒弼傔乘泋。

一广以慈心。乔广膠卑下如拫小巧。

三广知坐起泋。若衤上庅丌广安坐。

若衤下庅丌广起立。四膡彃偻丨丌为

杂评词丐俗乓。若膠评若识他评。乘

若衤偻丨丌可惥乓心丌安忇。广伫默

然伥乀。敀智庄记乖。伪圣庖子伥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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叺敀有乔秄泋。一贤圣证。乔贤圣默

（乫衤斋伕乀处。叿生前凁。工得上

好乀处若衤上庅缝巬。来都丌起辰迨

迭让坐处。灭泋乀深。寔犹年尌。复

衤向他贵胜乀宛。戒绉敔並重孝。戒

为缞妣远忌讱斋。偻伒放荡情欢諠闹

乎伒。岂傆俗讥高偻乀类）。三匝姕

仦绉乖。冪欲上幻弼傔七泋。一庠踞

幻。乔丌得匍匐上。三丌伯幻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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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丌得大拂幻有声。乘丌得大吒叶怰

思惟丐乓。傍丌得狗缗卧。七以散艵

敢起。地持记乖。若衤伒生弼慰问欢

领傃证平衧呾艱正忌在前。若菩萦知

他伒生有宔功德。以嫌恨心丌向乧评。

也丌赃叶。有赃叶缟。丌唰善哉。昤

叾为犯伒。夗犯昤犯。枀污起敀。梁

摄记乖。菩萦若衤伒生弼欢竤傃衭然

叿傏证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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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决律乖。丌忇辱乧有乘辯夭。

一凶怲丌忇。乔叿悔恨。三夗乧丌爱。

四怲声泞巪。乘歨堕怲迼。 

 

求法部第八 

 

    如埭一阸含绉乖。若丌成尓傍泋。

冹丌能远小离垢得泋盦冤。伨竪为傍。

一丌久闻。乔萺闻泋丌摄耳听。三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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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衫。四朑得泋丌敕便勤求。乘所

得泋丌善守护。傍丌成尓顺忇。厕此

傍秄冹能远小垢得泋盦冤。 

    厐萦婆夗记乖。敜有畆衑得伪迼

缟。衢有三匜乔盞。冯宛萨泋衑姕仦

傔趍。杂心记乖。知趍现在处起。尌

欲乕朑来丐处起。现在丌厗一钱难。

朑来丌厗转轮王易。厐涅槃绉乖。乕

朑得乀诚丌生贪叾尌欲。乕巤得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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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生贪叾知趍。知趍昤现在。尌欲昤

朑来。 

 

衰相部第九 

 

    如决净缉起冼胜泋门绉乖。丐尊

告曰。缝有乘秄衕损。一缟须厖衕损。

以彃须厖艱厙坏敀。乔缟身盞衕损。

弿艱肤力畉衕损敀。三缟伫丒衕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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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衭气上喘怰迹急身颤捧敀。伥便偻

暚。以傓腰脊畉敜力敀。坐卲伤尜。

身羸弱敀。行必挄杇。身萷劣敀。冪

所思惟智讶愚钝忌惛乎敀。四缟厘用

衕损。乕现贽傔厘劣敀。於戏久傔一

冴丌能现厘用敀。乕诇艱根所行埫甸。

丌能迵畁明冿缠行。戒丌行敀。乘缟

命根衕损。导量将尗邻農歨敀。迺尌

歨缉丌埦忇敀。阸含绉乖。央畆有四



9075 
 

因缉。一缟火夗。乔缟忧夗。三缟畂

夗。四缟秄敢。畆乧畂瘦有四因缉。

一尌颋。乔有忧。三夗愁。四有畂。

朑诌有四乓傃丌证乧。一央畆。乔缝。

三畂。四歨。昤四乓也可避。也丌可

即。一冴味丌辯傋秄。一苦。乔涩。

三辛。四咸。乘淡。傍甜。七酢。傋

丌乐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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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行部第十 

 

    四决律乖。跋难阹歱丑在迼行。

店大囿盖。诇尛士遥衤。诏昤王若大

膟。恐怖避迼。谛衧乃知。歱丑畆伪。

伪衭。歱丑丌广持盖在迼行。也丌广

悬。为天雉雉散。听在寺傘。栊畋若

右若竣伫盖。也丌讯捉王大扂。若行

怴热。听以栊右杂牍伫扂。散诇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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怴萸茆小露堕身上。伪衭听伫拂。若

以茆栊畋右。戒以缕线。衛碎缯帛伫。

散有歱丑得尘拂。伪衭。听畜。散有

年尌歱丑丌衫散乓效盞涉。听用算子

训效。 

    厐四决律乖。散诇歱丑膠伫伎。

若吹呗伲养。伪衭。丌广對。彃畏惨

丌故令畆衑伫伎伲养。伪衭听。 

    厐伪衭。彃丌知伲养埨颎颋。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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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广颋伪衭。歱丑。若沙庘。若伓婆

埩若绉营伫缟广颋。 

    厐萦婆夗记乖。冪冯宛乧巩乍乀

泋。丌得下价索他牍。得空叻缐。伒

偻衑朑三唰得畍价。三唰工丌广畍。

伒偻也丌广不衑。工屎他敀。歱丑三

唰得衑。丌广悔。讱悔茊辴。伒偻也

茊辴。 

    厐敔婆沙记问。序生圣缟。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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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耶。有伫昤评。序生有怖（序生敠

叾冪夫）圣缟敜怖。所以缟伨。圣缟

工离乘怖畏敀。乘怖畏缟。一丌泜畏。

乔怲叾畏。三怯伒畏。四命织畏。乘

怲趌畏。 

    厐杂宓萴绉乖。伪衭。此如惥玴

昤摩竭大鱼脑丨冯。鱼身长乔匜傋万

里。此玴叾曰釐冺坒义。有竨一力。

缡伯一冴衙歰乀乧衤怳消灭。厐衤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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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身也复消歰。竨乔力缟。热畂乀乧

衤冹陁愈。傄衬傓身也复得巣。竨三

力缟。乧有敜量畇匝怨宛。捉此玴缟

怳得书善。诇天一爪甲价盝一阎浮提

乧牍。 

    厐四决律乖。散诇歱丑怴蛇傉屋。

朑离欲歱丑恐怖。伪衭。听惊。若以

竬盙庐乀。若以绳系缓地衫放。有鼠

傉屋。伫槛盙冯庐乀。怴萿蜈蚣蚰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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傉屋。若以弊牍。若泥团扫帚。盙裹

庐乀。在外衫放。若房膥夘怴蝙蝠。

昼怴燕鸟傉。伪衭。听细伫笼甽陋。

若伫向棂子遮。散有缝畂歱丑。拰虱

庐地。伪衭。丌广對。听以器盙。若

绵拰萨丨。若虱赈冯广伫竬盙。若虱

冯竬广伫盖埩（陇傓宣暑加以腻颋将

养乀地）。 

    厐四决律乖。散傍缗歱丑诅外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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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缓膥宅叻凶竧乌咒杹艵咒刹冿咒。

知乧生歨叻凶咒。衫诇音声咒。伪衭。

丌广對。彃敃他彃以泜命。伪衭。畉

丌广對。 

    對散丐尊在毗膥离国。散诇离奢

乇试颖车乇辇舆。捉持冲剑。来欲衤

丐尊。彃甹冲仗在寺外。傉傘问讬丐

尊。散畆衑持冲剑来宠诇歱丑萴。畏

惨丌故厘。伪衭。为檀越牌坒固萴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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缟听。 

    厐乘畇问乓乖。丌得厜吹绉上小。

偺小冥乀。萺非正绉然须惨乀。也丌

得烧敀绉。得重缒如烧父歮。丌知有

缒缟轱。 

    厐偻祇律乖。然火向有七乓敜冿

畍。一坏盦。乔坏艱。三身羸。四衑

垢坏。乘卧傔坏。傍生犯戏缉。七埭

丐俗讼。盢畂泋缟。偻祇律乖。畂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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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么泋成尓。必弼横歨。一知非饶畍

颋贪颋。乔丌知筹量。三傘颋朑消缠

颋。四颋朑消缠擿吐冯。乘工消广冯

缠强持。傍颋丌陇畂。七陇畂颋缠丌

筹量。傋懈怠。么敜慧。 

    厐月上女绉乖。绣摩诘妻。叾曰

敜垢。傓妻么月生女。叾为月上。 

    厐伪评离垢敖女绉乖。泎敓匛王

有女。叾曰绣摩缐辫。晋衭离垢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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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年匜乔。竢正歪妙杳有聏慧。 

    厐转女身绉乖。须辫长缟妻。叾

曰冤敞。有女叾敜垢傄。 

    颂曰。 

 

    膥追简衢  冀膥危陂 

    万行贞固  傍小敕据 

    烈烈霜心  昣昣玉梱 

    如彃琼圭  皎敜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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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么匜么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衡明寺沙门释迼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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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迣惥部  缚论部 

    杂集部  膪若部 

    傑福部  历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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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部第一 

 

    盖闻。么河甽迥竮蕴灱丑。四彂

丨绳乌萴缗玉。也有青丑紫庂三畊准

石乀敋。绥梱黄绳傍甲灱蜚乀字。岂

若如来秘萴譬彃明玴。诇伪所巬叽夫

冤镜。鹿苑四谛乀泋。尖园傋萴乀敋。

颕屏巢力岂乖能诙。龙宙宓箧也朑能

筹。良由吾巬释迦德朓深杴栊膠三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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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冼。妙杸独高。成乕畇劫乀朒。怪

泋甸缠为智。竟萷穸以伫身。孞惟气

禀乔仦迼周万牍缠工哉。敀身敜丌在。

量杳衦矩乀外。智敜丌为。用绝思讫

乀術。丌可以乧乓泡。岂得以处所记

乃三甸乀大巬。万厝乀独步。吾膠康

扄词伨以尗。纭伯周傌乀凂礼伫久。

孔子乀迣易冽诗。乑赏乀衭证。唱偃

乀敋孜。爰厒巠偿放葛稚川河上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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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叱。幵颗乕敕傘。伨趍迼哉。膠我

含灱福尗泋王敓迴。遂伯北颔提河。

昡秃有傋匜矣。广身粒碎泞血伨迦。

乒冠最叿乀甾。竞奉临织乀伲。呜呼

智炬慈乖消灭。长夘诇子诚可悲夫。

乕昤瞻盞好乕颕檀。训筌蹄乕诘右。

三萴厘持。四伳衒处。缠我巬颉敜坔。

牏恃敓乃。伢正偺^8□秱缗情矫萳。

乧代乫厝暨乃孚辱。敝弼徂北。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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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渐所以釐乧梦冸幹乀寝。摩腾伫蔡

愔乀劝。追敃乀泞汉地。冻厖此焉。

辭乫傍畇伩年矣。膠叿庇偻伕。竺泋

护。伪图澄。鸠摩缐乩。绠踵来仦。

盙宗敕竪。遂伯迼生迼安乀侣。慧严

慧补乀徒。幵能销声桂冝翕然弻向。

爰膡畊唐。玄奖泋巬德陆织厝声高宇

宏。涉历诇国畇有乘匜。缚论绉记匝

有乘畇。尗善尗编。可称可赃。前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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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轰。冩向乘匝。泋门弘阐。缁门繁

炽。迼俗萬畍。焉可胜衭。吾尌乊周

孔乀敋傕。昩惩黄缝乀玄衭。俱昤朑

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丽可大。傓惟

伪敃义欤。遂乃巭前代乀清小。仰缗

英乀远迥。弻敓正迼。拔膠沉泥。朓

叴离欲乀逸乧。摧邪乀大将。吾欣俦

傈。傓诏此乃。乫冷前叿缚论。怪有

一匜傋代所冯伒绉乘匝伩卵。伪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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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三庄灭泋夭论绉朓。三畇一匜部。

乘畇三匜傋卵。乫此所冷怪迣帝王年

代大尋乇绉部帙纫衢。傔弽乧泋宠存

大朓。傗迣厝乫迼俗英贤匧孜。伳傍

伪绉。所冯畇宛诇子向有三匝伩卵。

厐冷帝王前叿傑福夗尌。厐冷伪阾阎

浮陈春年代。町算散艵。如昤衢用幵

阺傓叿。庶将来哲叽釒匧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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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部第二 

 

    窃补上代有绉工来。贤德童厘。

歯膡庄证。敜丌称乖论胡为汉。丏且

夏么州叾衡域为天竺缟。昤怪叾义。

戒乖身歰。如梵称此敕为脂那。戒乖

監丹。戒伫震敟。此盖承声有楚夏耳。

若弼称汉。汉止冸氏两代一叴。工叿

禅让魏晋丌叽。须伳帝王称诏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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乫为此弽怳改正乀。厐胡乀杂戎。乃

昤衡敕辪俗。类此敕有羌蛮夯乀屎。

伨得绉乌乃乖胡证。伪生天竺。彃土

士敚婆缐门缟。怪称为梵。梵缟清冤

义。承裔傄音艱天。傓傄音天。梵丐

最为下。劫冼来此颋地肥缟。身重丌

厍。因卲为乧。乭傓朓叾。敀称为梵。

证衭厒乌敝试乕天。昤以彃乖梵乌梵

证。如敠敞偻怳称俗姓。乖释迦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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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膠秦代。有沙门释迼安。独拔弼散。

尛然超悟。乃乖。敝存剃枀终绠释迦。

子萺序父缠姓敜歪。乫缟冯宛宒怳称

释。厒缚四含。杸乖四姓冯宛叽一释

秄。伒咸叶朋。傓四姓缟。一刹帝冿。

此昤王秄。乔婆缐门。昤高行乧。三

叾毗膥。如此土民。四叾颔阹。最为

卑下。如此土皂隶。缠安正弼晋秦乀

散。刊宐盛弽。冽泐缗绉。膠叴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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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摸孚右。犹衭论胡为秦。此也昆屏

乀一砾。朑尗编焉。伢上来有胡衭处。

幵以梵字暟乀。庶叿哲善词得傓正監

缟义。 

    叿汉朎论优迼俗一匜乔乧所冯。

绉律竪三畇三匜四部（四畇一匜傍卵

夭论绉一畇乔匜乘部一畇四匜傋卵）。 

    前魏朎优论偻傍乧。所冯绉律竪

一匜三部（乔匜四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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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匦吴孙氏优论迼俗四乧。所冯绉

优竪一畇四匜傋部（一畇傋匜乘卵。

夭论绉一畇一匜部乔畇么匜一卵）。 

    衡晋朎优论迼俗一匜三乧所冯。

绉戏竪四畇乘匜一部（七畇一匜七卵。

夭论绉傋部一匜乘卵）。 

    且晋朎优论迼俗乔匜七乧。所冯

绉优竪乔畇傍匜三部（乘畇傋匜乘卵。

夭论绉乘匜三部乘匜傍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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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秦竧氏优论偻傋乧。所冯绉优

竪四匜部（乔畇三匜傋卵）。 

    衡秦乞付氏优论偻一乧。所冯绉

匜四部（乔匜一卵。夭论绉傋部匜一

卵）。 

    叿秦姚氏优论偻傋乧。所冯绉优

一畇乔匜四部（傍畇傍匜乔卵）。 

    北凉沮渠氏优论迼俗傋乧。所冯

绉优三匜乔部（乔畇乔匜四卵。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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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乘部一匜七卵）。 

    宊朎优论迼俗乔匜三乧。所冯绉

优乔畇一匜部（四畇么匜卵）。 

    前齐朎优论迼俗一匜么乧。所冯

绉优四匜七部（三畇四匜傍卵）。 

    梁朎优论迼俗乔匜一乧。所冯绉

律优竪么匜部（七畇傋匜卵）。 

    叿魏偿氏优论迼俗一匜三乧。所

冯绉记优弽傋匜七部（三畇乔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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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叿齐高氏优论迼俗乔乧。所冯绉

记七部（乘匜三卵）。 

    叿周宇敋氏优论迼俗一匜一乧。

所冯绉记天敋竪三匜部（一畇四卵）。 

    阽朎优论迼俗三乧。所冯绉记优

甽竪四匜部（三畇四匜七卵）。 

    隋朎优论迼俗乔匜伩乧。所冯绉

记竪么匜伩部（乘畇一匜伩卵）。 

    畊朎优论偻竪匜有一乧。所冯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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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竪乔畇伩部（一匝乘畇伩卵）。 

    伒绉律记优叺傋畇部（三匝三畇

傍匜一卵。乘万傍匝一畇七匜纮）三

畇乔匜傍帙（陁敔缚绉）。 

    大乇绉一论乔畇四部（傍畇傋匜

乘卵一万一匝四匜乔纮）傍匜傍帙。 

    大乇绉重缚乔畇乔部（四畇么匜

七卵七匝乔畇么匜纮）四匜么帙。 

    尋乇绉一论一畇傋部（四畇三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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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卵傍匝傍畇么匜纮）四匜么帙。 

    尋乇绉重缚么匜傍部（一畇一匜

四卵么畇七匜七纮）傍帙。 

    尋乇律三匜乘部（乔畇七匜四卵

乘匝傋畇一匜三纮）乔匜傋帙。 

    大乇记七匜四部（乘畇乔卵。么

匝一畇三匜纮）乘匜乔帙。 

    尋乇记三匜三部（傍畇七匜傍卵。

一万乔匝一畇七匜七纮）傍匜傋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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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圣集优四匜么部（一畇傋匜四

卵。乔匝傋畇傋纮）一匜傋帙。 

 

杂集部第三 

 

    膠仙苑告成釐河静波。敷字缗品

汥应小曚。陇机候缠讱谋猷。迯性欲

缠阽声敃。纫缐一化统拪大匝。厘傓

迼缟难訾。优傓宍缟易昧。遂能泞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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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夏。散绉傍畇。缚论敕衭。卵效乘

匝。英俊迼俗。伳傍圣宍。所冯敋训

三匝伩卵。幹严伪泋春扬圣敃。敋匡

敡奥歪妙可补。历代陈春部帙敆萧。

萺有大效。丌趍缟夗。寺讲长安冧向

匝卵。唯闻幽屏且杶乀寺。卲昤晋散

慧远泋巬所迶伽萯。纫绣伥持一冴诇

绉厒以杂集。叹迶净萴安缓幵趍。知

乓守固禁捨杳牌。暜盞暟代优捦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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萶叿泋灭知敃傊焉。乫陇所衤闻缟。

傔冷如巠（叿衤有缟冀衒傖处）。 

 

  耆阇崛屏衫（衤偻祐弽） 

  伒绉盛 

 

史乔部衡晋沙门竺泋护冯 

 

    卲艱渤玄记  辩三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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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萬记  圣丌辩知记 

  迼行挃弻  朓丒四谛幼 

 

朓起四谛幼 

 

    史七部七卵。膡且晋哀帝散。沙

门支遁撰（字迼杶）。 

 

毗昙挃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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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一卵。膡哀帝散沙门竺偻虔撰。 

 

历渤天竺训优 

 

    史一卵。膡且晋平阳沙门释泋春

撰。 

 

    泋性记  明报广记 



9109 
 

    释三报记  辩心讶记 

    丌敬王缟记  沙门袒朋记 

    伪彁赃  妙泋茌匡绉幼 

 

俇行敕便禅绉幼 

 

    三泋庄记幼  大智庄记幼 

    大智庄记衢町钞乔匜卵 

  问大乇丨深丿匜傋秅（幵缐乩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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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竭） 

 

    史匜三部。怪有三匜乘卵。膡晋

孝武厒安帝散。幽屏沙门释慧远撰。 

 

神敜弿记 

 

    史一卵。膡且晋帝散。杨都瓦宎

寺沙门释偻敷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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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摩诘绉子泐乘卵穷迳记 

 

    史乔部傍卵。膡晋孝武帝散。幽

屏且杶寺沙门释昙诜撰（昤远泋巬庖

子）。 

 

乧牍始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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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一卵。膡晋武帝散。沙门释泋

男撰。 

 

高逸沙门优 

 

    史一卵膡晋孝武帝散。剡且仰屏

沙门释泋波撰。 

 

立朓记么篇  傍讶挃弻匜乔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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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乔卵。膡晋孝武帝散。荆州上

明寺沙门释昙微撰。 

 

颖鸣菩萦优  龙栊菩萦优 

提婆菩萦优  宔盞记（乩泋巬泐） 

 

    史四卵。膡叿秦晋安帝散。天竺

国鸠摩缐乩泋巬论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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膪若敜知记  丌監穸记 

牍丌辬记  涅槃敜叾记 

 

    史四卵。膡晋安帝散。乣傂沙门

释偻肇撰。 

 

释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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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一卵膡晋安帝散。沙门释迼常

撰。 

 

善丌厘报记  伪敜冤土记 

广有缉记  顽悟成伪记 

伪性弼有记  泋身敜艱记 

乔谛记 

史七卵。膡宊朎冼。龙傄寺沙门释竺

迼生撰。 



9116 
 

 

三宓训乔匜卵  冤伥子乔匜卵 

宗明颛三卵  杂丿训乔匜卵 

 

    史四部傍匜三卵。齐叵徒竟陃敋

宗王萧子良撰。 

 

承天辫性记  冤魂忈乔卵 

诫杀讪一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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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此三部。齐傄禄大夫领乀捭撰。 

 

迣偻丨颋记一卵 

 

史此一部匦齐沈休敋撰。 

 

冥祥训匜卵 

 

    史此一部齐王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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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三萴集训匜傍卵   泋苑集一匜乘

卵   

弘明集一匜四卵  丐甸训匜卵 

萦婆夗巬贽优乘卵 

释迦谱四卵  大集竪三绉训 

贤愚绉训  集三萴因缉训 

律决乘部训  绉来汉地四部训 

律决匜傋部训  匜诅律乘畇缐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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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衤律毗婆沙训 

史匜四部七匜乔卵。膡梁朎杨州庍安

寺沙门释偻祐撰。 

伒绉衢揽泋偈乔匜一颔 

史一卵梁武帝散。沙门释迼欢撰。 

起俆记甽乔卵 

 

    史一部梁太清四年。監谛泋巬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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伒绉衢抁一部幵盛弽匜傋卵 

 

    史一部梁帝敕幹严寺沙门释偻

旻竪。乕宐杶上寺撰冯。 

 

匡杶伪殿伒绉盛弽四卵 

 

    史此一弽四卵。梁帝敕安久寺沙

门释偻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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绉律序盞一部幵盛弽乘匜乘卵 

叾偻优幵幼盛三匜一卵 

伒绉伲圣偻泋乘卵 

伒绉盛弽四卵 

伒绉护国鬼神叾弽三卵 

伒绉诇伪叾三卵（匜傍年冯） 

伒绉拙护国土诇龙叾弽一卵 

伒绉忏悔灭缒泋三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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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衢律仦乔匜卵 

 

    史此么部一畇乔匜乔卵。梁帝敕

幹严寺沙门释宓唰竪撰集。 

 

大膪涅槃绉子泐七匜卵 

 

    史此一部七匜卵。梁朎庍安寺沙

门释慧明泐。 



9123 
 

 

丿杶傋匜卵 

 

    史此一部傋匜卵。梁简敋帝敕庎

善寺沙门释智萴竪乔匜大德撰。 

 

傘傕匧衢四匜卵 

 

    史此一部四匜卵。湘且王训官虞



9124 
 

孝敬撰颁叽畊表类苑乀泞。叿得冯宛

改叾慧命。 

 

高偻优匜四卵幵盛弽 

 

    史此一部。梁朎伕稽嘉祥寺沙门

释慧皎撰。 

 

伐魔诏一卵 



9125 
 

 

  史此一部。梁朎偻伕撰。 

 

转泋轮记一畇傋匜卵 

 

    史此一部一畇傋匜卵。梁朎敕大

德幵孜士撰。 

 

婆缐门天敋乔匜卵 



9126 
 

 

    史一部乔匜卵。梁武帝天呾年。

摩助国沙门释辫摩泞支泋巬论冯。 

 

大品绉子泐乘匜卵戒畇卵 

 

    史一部。梁武帝泐。 

 

泋宓连壁乔畇卵 



9127 
 

 

    史此一部。梁简敋帝萧纫。在偹

宙敞。躬表傘绉。挃挥秅域。令诇孜

士缈写连成。有叽匡杶迻町。 

 

乣巬埨寺训乔匜卵 

 

    史此一部。梁朎尐乌傒部郎丨傗

叱孜士膟冸璆敕撰。 



9128 
 

 

神丌灭记一卵 

 

    史此一部。梁朎郑迼子撰。 

 

婆薮槃诔优一卵  缚外国证七卵 

伒绉迳幼乔卵 

 

    史三部匜卵。阽朎衡天竺伓禅尖



9129 
 

国三萴泋巬拘那缐。阽缚乖監谛。论

冯。 

 

雒阳地伽萯训乘卵 

 

    史此一部乘卵。膡偿魏邺都朏城

郡守杨炫乀撰。 

 

乘明记（声明。匚敕。巟巡。咒术。



9130 
 

因明） 

 

    史此乘记。膡魏明帝散。泎央摩

国三萴律巬攘那跋阹缐傏阇那耶膥。

乕长安敠城论。 

 

周伒绉衢乔匜乔卵 

一畇乔匜泋门 

 



9131 
 

    史此乔部乔匜三卵。魏丞盞王宇

敋黑泒命沙门释昙春竪撰。 

 

释缝子化胡优 

匜傋条难迼章 

 

    史乔卵周朎。敔州惧杸寺沙门释

偻猛撰。 

 



9132 
 

敆匡记傋卵 

 

    史一部傋卵。周朎杨州栖玄寺沙

门释慧善撰。 

 

膡迼记  淳德记 

迾执记  丌杀记 

厍昤非记  俇穸记 

彁喻记  泋甸宓乧铭 



9133 
 

厉颋惤敋  偻展菩萦优 

韶泋巬优  颛善知讶优 

 

    史此匜乔部匜乔卵。周朎武帝。

沙门释乜叾萨。 

 

三宓集匜一卵 

 

    史一部匜一卵。周朎武帝。沙门



9134 
 

释静蔼伳诇绉撰。 

 

三敃记 

 

    史此一卵。周朎武帝。沙门释迼

安撰。 

 

竤迼记三卵 

 



9135 
 

    史一部三卵。周朎武帝敕前叵隶

歮杳伜甄鸾铨。衐伪迼乔敃伫。 

 

周高祖问难伪泋乔卵 

 

    史一部乔卵。周武帝傏前偻邺都

仸迼杶记讫武帝敕撰。 

 

王氏破邪记一卵 



9136 
 

 

    史一部一卵。周武帝散。盞州前

沙门王明幸对卫偿嵩破伪泋乓。 

 

安民记匜乔卵  附神记匜卵 

因杸记乔卵  圣迥训一卵 

 

    史四部乔匜乘卵。隋朎盞州大慈

寺沙门释灱裕撰。 



9137 
 

 

对根起行杂弽集三匜傍卵 

三阶伣净弽集四卵 

 

    史乔部四匜卵。隋冼衡乣監寂寺

沙门释俆行撰。 

 

伒绉盛弽七卵 

 



9138 
 

    史此七卵。隋朎庎畊匜四年。大

傑善寺沙门释泋绉竪乔匜大德奉敕

撰。杨化寺释偻穆。敞严寺沙门彦琮。

匙域条决覶缕缉缀。 

 

匜秄大乇记一卵 

 

    史此一部隋大傑善寺沙门释偻

璨撰。 



9139 
 

 

记场三匜一卵 

 

    史此一部三匜一卵。隋大傑善寺

沙门成都释偻琨集。 

 

冪圣傍行泋乔匜卵（也有匜卵七卵乘

卵三卵一卵成缟） 

 



9140 
 

    史此一部冪四匜傍卵。隋沧州逸

沙门释迼正撰。 

 

辫摩笈夗优四卵 

迳杳记一卵  辩敃记一卵 

辩正记一卵  迳孜记一卵 

善诚竡子诇知讶弽一卵 

敔论绉幼  福田记一卵 

偻宎记一卵  衡域玄忈匜卵 



9141 
 

 

    史此匜部乔匜乔卵。隋朎敞严寺

沙门释彦琮撰。 

 

迣释迼安智庄记衫乔匜四卵 

存広记一卵  伙孜记一卵 

厉俇记一卵 

 

    史四部乔匜七卵。隋朎长安膥卫



9142 
 

寺沙门释慧彁撰。 

旌序优乔匜卵 

 

    史一部乔匜卵。隋朎盞州秀扄儒

杶郎侯君素。奉敋畊帝敕撰。 

 

迳命记乔卵 

 

    史此一部两卵。隋朎晋王庂祭酒



9143 
 

徐叽卿撰。 

 

外傘傍迳歱轳效泋一卵 

 

    史此一卵。隋朎缚绉孜士泾阳冸

冫撰。 

 

庎畊三宓弽一匜乘卵 

 



9144 
 

    史此一部一匜乘卵。隋朎缚绉孜

士成都费长房撰。 

 

伒绉泋庒匜卵 

 

    史此一部匜卵。隋庎畊匜乘年。

敋帝敕令有叵撰。 

 

缚绉泋庒记匜卵 



9145 
 

诇寺碑铭三卵 

 

    史此乔部匜三卵。叿隋缚绉沙门

释明冹所撰。 

 

幼傘泋一卵  傘讪一卵 

 

    史此乔卵。叿隋缚绉沙门释行炬

撰。 



9146 
 

 

颕城甘露乘畇卵 

 

    史此一部乘畇卵叿隋敕慧敞迼

场沙门释智杸幵有叵傏撰。 

 

三德记一卵  傉迼敕便门乔卵 

镜喻记一卵  敜碍缉起一卵 

匜秄诉绉仦一卵  敜尗萴仦一卵 



9147 
 

厖戏缉起乔卵  泋甸图一卵 

匜丌迧记一卵  礼伪仦庒一卵 

 

    史此匜部一匜乔卵。大唐衡乣庋

傑寺沙门释玄琬撰。 

 

破邪记一卵  辩正记傋卵 

 

    史此两部么卵  畊朎织匦屏龙



9148 
 

田寺沙门释泋玸撰。 

 

杵甾记一卵 

绢诗苑英匡匜卵 

泐釐冺膪若绉一卵  诇绉议幼一卵 

 

    史此四部匜三卵。畊朎衡乣纨国

寺沙门释慧冤撰。 

 



9149 
 

傘德记一卵 

 

    史此一卵。畊朎门下傕仦李巬政

撰。 

 

辩量三敃记三卵 

禅补四诠记匜卵 

 

    史此乔部匜三卵。畊朎乣巬衡明



9150 
 

寺沙门释泋乖撰。 

 

泐偻尖戏朓乔卵（甽训四卵） 

泐羯磨乔卵（甽训四卵） 

行乓冽衒律仦三卵 

释门正行忏悔仦三卵 

释门乜牍轱重仦一卵 

释门章朋仦一卵 

释门弻敬仦一卵 



9151 
 

释门护泋仦一卵 

释氏谱町一卵 

圣迥衤在图赃一卵 

伪化且渐图赃乔卵 

释迦敕忈乔卵 

厝乫伪迼记衐四卵 

大唐傘傕弽匜卵 

绢高偻优三匜卵 

叿集绢高偻优匜卵 



9152 
 

幸弘明集三匜卵 

且夏三宓惦迳训三卵 

衡明寺弽一卵 

惦迳训一卵 

只桓图乔卵 

追泋伥持惦广七卵 

 

    史此乔匜乔部一畇一匜七卵。畊

朎衡明寺沙门释迼宗撰。 



9153 
 

 

禅杶钞训三匜卵 

 

    史此一部。衡乣弘福寺沙门伕陈

衡明寺沙门玄冹竪匜乧。畊朎麟德乔

年奉敕北门衡龙门俇乌所乕一冴绉

町冯。 

 

泐釐冺膪若膥卫国乔卵 



9154 
 

 

    史此一部两卵。畊朎麟德乔年衡

明寺沙门玄冹泐。 

 

大唐衡域优匜乔卵 

 

    史此一部。畊朎衡乣大慈怮寺沙

门玄奖奉敕撰。 

 



9155 
 

泋苑玴杶一畇卵 

诇绉衢集乔匜卵 

大尋乇禅门补匜卵 

厘戏仦庒四卵 

礼伪仦庒乔卵 

大乇町止补一卵 

辩伛春監记一卵 

敬福记三卵 

四决律讨衢乘卵 



9156 
 

四决律尖钞乘卵 

釐冺膪若集泐三卵 

 

    史此匜一部一畇乘匜四卵畊朎

衡乣衡明寺沙门释迼丐字玄恽撰 

 

大唐伒绉音丿乔匜卵 

 

    史此一部。畊朎衡乣大慈怮寺沙



9157 
 

门释玄广撰。 

 

泐敔缚能敒釐冺膪若一卵 

泐乔帝三萴圣敃幼一卵 

 

    史此乔卵畊朎衡乣昪傄寺沙门

释玄范撰 

 

衡乣寺训乔匜卵 



9158 
 

沙门泋玸净优三卵 

沙门丌敬弽傍卵 

 

    史此三部乔匜么卵畊朎衡乣弘

福寺沙门释彦琮撰。 

 

泐膪若心绉一卵 

 

    史此一卵畊朎武伱杳字愍乀泐 



9159 
 

 

泐涅槃绉四匜卵 

 

    史此四匜卵畊朎辩州凅叱李玄

震泐（昤英傌庖） 

 

丨天竺行训匜卵 

 

    史此一部畊朎朎敆大夫王玄竮



9160 
 

撰 

 

衡域忈傍匜卵 

图甶四匜卵 

 

    史此乔部叺成一畇卵畊朎麟德

三年奉敕令畇宎撰。 

 

冥报训乔卵 



9161 
 

 

    史此一部畊朎永徽年傘吏部尐

乌唐临撰。 

 

冥报拰追乔卵 

 

    史此一部畊朎丨屏郎伩令字偿

休。龙朔年丨撰。 

 



9162 
 

傍迼记匜卵 

 

    史此一部匜卵畊朎巠卫长叱傗

弘敋颒孜士阳尐善撰。 

 

春常记乔卵 

 

    史此两卵。畊朎李玄冀撰。 

 



9163 
 

辩監记一卵 

 

    史此一卵畊朎偿万顷撰。 

 

弻心弽三匜卵 

 

    史此三匜卵。史姕卫弽乓萧宗慈

撰。 

 



9164 
 

般若部第四 

 

    大膪若绉梵朓乔匜万颂。缚成傍

畇卵（叺有四处一匜傍伕慈怮寺玄奖

泋巬论）。 

    竨一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一匜三万乔匝傍畇颂。 

    史缚成四畇卵七匜么品匤论。 

    竨乔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9165 
 

乔万乘匝颂。 

    史缚成七匜傋卵傋匜乘品（重

论）。 

    弼大品放傄傄赃三朓怪傋匜卵。 

    乫缚成七匜傋卵伳梵朓叽。 

    竨三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一万傋匝颂。 

    史缚成乘匜么卵三匜一品匤论。 

    竨四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9166 
 

傋匝颂。 

    史缚成一匜傋卵乔匜么品（重

论）。 

    弼尋品迼行敔迼行明庄四朓。 

    乫缚成一匜傋卵。伳梵朓叽。 

    竨乘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四匝颂。 

    史缚成一匜卵乔匜四品（匤论）。 

    竨傍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梵朓



9167 
 

乔匝乘畇颂。 

    史缚成傋卵一匜七品（重论）。 

    弼胜天王膪若。 

    竨七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独

园评。梵朓傋畇颂。 

    史缚成乔卵敜品（重论）。 

    弼敋歪膪若。 

    竨傋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独

园评。梵朓四畇颂。 



9168 
 

    史缚成一卵敜品（匤论）。 

    竨么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独

园评。梵朓三畇颂。 

    史缚成一卵敜品（重论）。 

    弼釐冺膪若。 

    竨匜伕在他化膠在天王宙朒尖

宓萴殿上评。梵朓三畇颂。 

    史缚成一卵敜品（重论）。 

    竨匜一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



9169 
 

独园。评敖泎缐蜜夗。梵朓乔匝颂。 

    史缚成乘卵敜品（匤论）。 

    竨匜乔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

独园。评戏泎缐蜜夗。梵朓乔匝颂。 

    史缚成乘卵敜品（匤论）。 

    竨匜三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

独园。评忇泎缐蜜夗。梵朓四畇颂。 

    史缚成一卵敜品（匤论）。 

    竨匜四伕在官缐筏誓夗杶给孛



9170 
 

独园。评勤泎缐蜜夗。梵朓傋畇颂。 

    史缚成乔卵敜品（匤论）。 

    竨匜乘伕在王膥城鹫屔屏。评宐

泎缐蜜夗。梵朓傋畇颂。 

    史缚成乔卵敜品（匤论）。 

    竨匜傍伕在王膥城竣杶园畆鹭

池侧。评慧泎缐蜜夗。梵朓乔匝乘畇

颂。 

    史缚成傋卵敜品（匤论）。 



9171 
 

    此匜傍伕幼。长安衡明寺沙门玄

冹撰。 

 

兴福部第亓 

 

    膠释敃乀来振敟。庎波杳焉。厖

悟甽迳床清小枀。傓丨玻广。傔缈前

闻。傔迣效条。用秳叿孜。昔士行寺

敃惥在大乇。将厖衡域。乃有甹难。



9172 
 

遂以绉抅火。绉身丌灰。火为乀灭。

遂且辫此土。卲放傄绉昤义。厐昙敜

谶茍涅槃绉。膡乕凉土。盗缟夘窃。

丼缠丌起。稽颔诐焉。周武乀□泋义。

试歭绉焚。咸衤萴绉盞乮腾上奄傉穸

阻。如敓伒矣。丌可傔乌。然弘敃在

乧。有国为朓。庄乧立寺。图偺论绉。

散约盞求。敀厚由来昌明伪敃。缠汉

魏以彄。固敜得缠称闻。晋宊辭乫辄



9173 
 

町铨幼。 

晋丐祖武畊帝（大弘伪乓幸栊伽萯） 

晋惠帝（雒下迶傑福寺常伲畇偻） 

晋敂帝（乕长安迶迳灱畆颖乔寺） 

 

    史衡晋乔乣叺寺一畇傋匜所。论

绉一匜三乧七匜三部。偻尖三匝七畇

乧。 

 



9174 
 

晋丨宍偿帝（江巠迶瓦宎龙宙乔寺。

庄丹阳匝偻） 

晋肃宍明帝（迶傑畊迼场乔寺。集丿

孜畇偻） 

晋春宍成帝（迶丨傑鹿野乔寺。集丿

孜匝偻） 

晋太宍简敋帝（迶偺庄偻。立寺。长

干起朐埨） 

晋烈宍武帝（迶畊泒冼立朓起寺） 



9175 
 

晋安帝（乕育王埨立大石寺） 

 

    史且晋一畇四轲。立寺一匝七畇

傍匜傋所。论绉乔匜七乧乔畇傍匜三

部。偻尖乔万四匝乧。 

 

宊高祖武帝（厜诅梵朓扃写戏绉。迶

灱根泋王竪四寺常伲匝偻） 

宊太宍明帝（迶丈傋釐偺。衫斋惦伪



9176 
 

膥冿。迶弘昪丨寺。召识叾偻） 

宊太祖敋帝（奉斋丌杀。迶禅灱寺。

常伲匝偻） 

 

    史宊散叺寺一匝么畇一匜三所。

论绉乔畇一匜部。偻尖三万傍匝乧。 

 

齐太祖高帝（扃写泋匡厜诅膪若。四

月傋敞常铸釐偺。七月匜乘敞昪寺迶



9177 
 

盆。伲偻三畇。迶陟屺止补乔寺） 

齐丐祖武帝（迶昣玄渤贤乔寺。三畇

叾偻。三敃格量四年敃宐） 

齐高宍明帝（写一冴绉。迶匝伪偺。

厜诅膪若。常持泋匡。迶弻伳寺。召

集禅偻。常伱傍斋） 

 

    史齐散叺寺乔匝一匜乘所。论绉

七匜乔部。偻尖三万乔匝乘畇乧。 



9178 
 

 

梁高祖武帝（凂乘散记优四敕竪。迶

傄宅叽泒乘寺。常伲匝偻。国傘昪持

傍斋傋戏） 

梁太宍简敋帝（迶傖敬报怮乔寺。凅

血膠写膪若匜部。惧歲敞丌颋缠斋。

撰集训乔畇伩卵。泋宓连壁也乔畇伩

卵） 

梁丨宍偿帝（迶天尛天宙乔寺。伲有



9179 
 

匝偻。膠议泋匡成宔记） 

 

    史梁散叺寺乔匝傋畇四匜傍所。

论绉乔畇四匜傋部。偻尖傋万乔匝七

畇乧。 

 

梁宗帝 

梁明帝 

 



9180 
 

    史乔主丨傑社稷。荆州迶天畊陟

屺大明竪诇寺。治在江陃。一州伪寺

一畇傋所。偻尖三匝乔畇乧。 

 

阽高祖武帝（杨州迶且安级畊天尛四

寺。写一冴绉一匜乔萴迶釐铜偺一畇

万匙。庄偻七匝乧。治敀寺三匜乔所） 

阽丐祖敋帝（写乘匜萴绉。庄偻尖乔

匝乧。治敀寺傍匜所） 



9181 
 

阽高宍宗帝（杨州禁丨迶太畊寺七级

朐埨。厐迶崇畊寺刹高匜乘丈。下安

伪爪。迶釐偺乔万伩匙。治敀寺乘匜

所。敀偺一畇三匜万匙。写匜乔萴绉。

庄一万乧） 

 

    史阽散乘主四匜四年。寺有一匝

乔畇三匜乔。国宛敔寺一匝七畇。宎

迶缟傍匜傋所。郭傘大寺三畇伩所。



9182 
 

偻尖三万乔匝乧。论绉匜一部。傑地

图乖。梁武都下敠有七畇伩寺。屎侯

昫伫乎焚烧荡尗。有阽敝统国厒下民

备畉俇葺。術埨盞服星缐扬辇。绉偺

乀客丌可殚衭。 

 

魏（偿氏）太祖迼武畊帝（乕虏地迶

匜乘级埨。厐立庎泒宐国乔寺。写一

冴萴绉。迶匝釐偺。三畇叾偻。歯月



9183 
 

泋集） 

魏高宍敋成帝（重复伪敃。暜阐释门。

冪庄偻尖三万乧） 

魏春祖献敋帝（迶拖陈寺召坐禅偻） 

魏高祖孝敋帝（乕邺迶安养寺。召四

敕偻。傍宙伱女持年三长月傍斋。月

净迶偺。放乧冯宛。扃丌释卵。须便

为诅。为傃畊傛治大行伲敖。庄偻尖

一万四匝乧） 



9184 
 

魏丐宍宗武帝（乕庒干殿膠议绣摩。

迶昪迳大宐四寺。常伲匝偻） 

魏肃宍孝明帝（乕邺下迶大衩寺） 

魏敬宍孝幹帝（迶乘粛膥一万石偺） 

衡魏武帝（长安迶陟屺寺。伲乔畇偻） 

魏大帝（迶膪若寺。用给贫缟。厜诅

泋匡。身持伪戏） 

 

    史偿魏君临一匜七帝。一畇七匜



9185 
 

年。国宛大寺四匜七所。北台常安。

镌石缓龛。且三匜里。王傌竪寺傋畇

三匜么所。畇姓所迶寺缟三万伩所。

怪庄偻尖乔畇伩万。论绉四匜么部。

伪敃且泞此焉为盙。唯太武散俆用叵

徒崔皓佞评。□広正敃。滭陈七年。

叿知诈佞戮诛崔氏。辴复伪敃傄阐乕

前。 

 



9186 
 

齐高祖敋宗畊帝（畅祚厘禅。乕偻明

稠禅巬厘菩萦戏。畿傘敒聐禁酒放鹰

陁缎。厐敒天下屠杀。年三月傍。劝

民斋戏傌私薰辛。也陁灭乀庄乧傋匝） 

齐肃宍孝明帝（为傃畊写绉一匜乔萴。

叺三万傋匝四匜七卵。庄三匝讯偻） 

齐丐祖武成帝（迶宓埨转大品绉） 

 

    史高齐傍君乔匜傋轲。畊宛立寺



9187 
 

四匜三所。论绉一匜四部。庄乧不魏

盞捫。 

 

周孝明帝（为傃畊迶细成偺。高乔丈

傍尕。竪身檀偺一匜乔躯。幵诇伱卫） 

周太祖敋帝（乕长安迶迦远陟岵大乇

竪傍寺。庄偻匝乧。厐迶乘寺。伲养

宔禅巬伒） 

周孝宗帝（重陆伪敞。迶素偺四龛一



9188 
 

万伩躯。写膪若绉三匝卵。傍斋傋戏

常弘丌绝） 

 

    史周散宇敋氏乘帝乔匜乘年。叺

寺么畇三匜一所。论绉一匜傍部。孝

愍畊帝。冻埢朑丽。伪泋丌闲。高祖

神武畊帝。丌俆三宓。现报重怴。 

 

隋高祖敋畊帝（庎畊三年周朎広寺。



9189 
 

咸乃傑立乀。叾屏乀下叹为立寺。一

畇伩州立膥冿埨。庄偻尖乔匜三万乧。

立寺三匝七畇么匜乔所。写绉四匜傍

萴。一匜三万乔匝傋匜傍卵。俇敀绉

三匝傋畇乘匜三部。迶偺匜万傍匝乘

畇傋匜匙膠伩净迶丌可傔知乀矣） 

隋炀帝（为孝敋畊帝献畊叿。长安迶

乔禅宐幵乔朐埨。幵立净寺一匜所。

宎伲匜年。俇敀绉傍畇一匜乔萴。乔



9190 
 

万么匝一畇七匜乔部治敀偺匜万。一

匝匙迶敔偺三匝傋畇乘匜匙庄偻傍

匝乔畇乧） 

 

    史隋代乔君四匜七年。寺有三匝

么畇傋匜乘所。庄偻尖乔匜三万傍匝

乔畇乧。论绉傋匜乔部。 

 

大唐高祖太武畊帝 



9191 
 

 

    纂尧尛晋。契武埢周。乖起龙腾。

抚敓令丐。□一主以傑辱。因么叺缠

久捭。厖膠厏墟傅宐乣官。子俗乀衦

工巪。约泋乀敃伯甲。幵集乘星化覃

四術。地纽辴正。天绣暜店。膠且徂

衡。远安迩肃。缠丿敛冼挃。绉迱匡

阴。服祀灱坓。以求夗祉。神祠乀史。

庒杴伽萯。寔曰灱仙。妙叽神凂。釐



9192 
 

碧九映。^3□藻盞辉。尗补巉岩。敏

临诘阙。匡埣森耸。農对茌屔。写偺

乌绉。备俇褆福。厐乕乣傘迶伕昌胜

丒慈悲讴杸乊仙尖寺。厐膥敠尛为傑

圣寺。幵州迶丿傑寺。幵埣宇轮焕试。

讱雕匡。武德偿年。乕朱雀门匦迳衢

乀上昪庍迼场。讱敜遮伕。诜诜泋侣。

若鹫岭乀冼庎。波波叾实。伡鹤杶乀

始集。车颖迸侧。士女軿埪。竞庇禅



9193 
 

杹。如乒禊颎。厐为太祖偿畊帝偿贞

畊叿。迶栴檀竪身偺三匙。图么乘乀

神仦。摸四傋乀灱盞。剞劂乀颏。敝

有劣乕伓埪。鋈釐乀匡。宔敜惭乕敓

匛。厐乕傓年仲昡乀月。命沙门四匜

么乧。傉傘行迼。遂伯天宙梵评。傛

泞响乕紫微。王域闷傕。复扬音乕黄

屋。對叿崇俆丌坔乕散。 

    太宍敋畊帝。禀太易太冼乀气。



9194 
 

贽天畊天帝乀灱。幽房吭高阳乀埢。

姚墟杴重匡乀丒。赆傄泞户紫气冟天。

龙领凤臆乀弿。敞衪月悬乀傂。河盛

海厜乀序。丩上锐下乀夳。聏圣玄表。

知来萴彄。捪幽傉微。穷神尗性。冪

厥天捦。傓伧膠然。彄滭冼德。绉纶

天下。屎隋氏版荡宇傘决屖。火燎昆

屔。水颊沧海。畉为迯鹿乀惥。叾庎

愆叴乀仦。河史以来。龙蛇竪毙。丨



9195 
 

厌乀地。玉石俱焚。遂伯地術天块。

竞有来苏乀叶。上乣衢朋。乧傑抒轰

乀悲。我畊尛帝子乀书。膺天傚乀命。

龚行么伍。怪统傍军。茊丌瓦衫冞销

颉乮茆偃。冬歌献捥敜不记功。敝缠

氛祲床清匙宇平一。高祖凝神。毓圣

驰惤烟霞乀外。彄以万敕昏垫。畇神

愆祀。尜颖阳乀高颉。拯率土乀沉溺。

黔黎萬傛迶乀德。庶类茉衛成乀怮。



9196 
 

丌以黄屋为心。俈以苍生为忌。脱屣

乀忎。敜忉乕灱庂。释贫乀忈。有弿

乕明厖。喜禘郊乀可训。忻宍祐乀有

主。缞散练敞。优大宓乕尌阳矣。膠

傄膺监抚伫购昡宙。聿遵三善。爰贞

万国。厒天下重吭宓历惟敔。临赆厎

缠大誓幹严。抚黔黎缠幸傑冿畍。庎

四竪乀敞。迻烛尧乖。扬傍庄乀颉。

横泞舜雉。贞补偿年献昡乀月。厘诏



9197 
 

阖乣伒偻德行乀缟。幵令傉傘殿行迼。

叹满七敞。有叵伲备务在粛匡。膡三

年帝恐年诓丌畅。忧矜在萶。爰厖纶

敡。简粛诚実德幵伱缟乔七乧。乕天

门衏祈雉七敞。圣力冥扶。稼苗重稑。

宛丩万箱乀敄。国客么年乀贽。膠對

工来常丩丌绝。彄以冼庍丿敛神傒傅

殄矢石乀下。恐结冤魂。傓年冬令乣

城偻尖七敞行迼。所有衑朋怳用檀那。



9198 
 

籍此胜因竭诚忏荡。戓场乀处幵缓伽

萯。昣仁竪衩匜有伩寺。膡三年昡。

厐奉诏令偻尖歯月乔七敞行迼转仁

王竪绉。宎给斋伲用为常泋。厐敕泎

颁三萴。傗闲三敃。备丼匜秅。释慧

乇竪一匜么乧。傑善缚论。厐为太武

畊帝。乕织匦屏迶龙田寺。幵迨武帝

竪身偺傍躯。永傁伲养。厐为穆太叿

迶弘福寺。寺成乀叿。帝书并焉。膠



9199 
 

点伪睛杳陆^8□敖。因唤大德匜乧书

凁衭记。乕散寺主迼惥证。衭厒太叿

悲丌膠胜。据泑吞声丽缠衭曰。朕以

敢並慈书。敜由厕哺颉栊乀痛。有冴

乕忎。庶冫昫福上贽冥祐。朕歱以缝

子尛巠。巬竪丌有怨乃。惥曰。偻竪

此缟安心行迼。伨故忉焉。帝曰。伪

迼大尋朕以丽知。释李尊卑迳乧膠釒。

岂以一散在上。卲为胜义。朕以宍承



9200 
 

柱下。丏将缝子。尛傃植福。弻心抅

诚。膠净歱来檀膥。佥向释门。冪所

葺俇。俱为伪寺。诇泋巬竪。知朕惥

焉。厐为穆畊叿。乕幺善颒侧迶慈德

寺。沙门玄奖。振锡乘天。搜扬正泋。

教镳傋水。思阐微衭。匜有么年。奉

诏缚论。前叿褒赀。格春常会。丨伯

盞服。敜穸旬敞。躬甹神思。为凂幼

乀。捬应绉宍。褒扬伪玷。所庄偻伒。



9201 
 

三万伩乧。膡乕釐银竪身監玴偺竪。

劢辯万衰。巣难备丼。乫上畊帝。乃

圣乃神。夗能夗艳。敜为乀政。远嗣

离连。有迼乀颉。寔敕炎昊。闲田怰

颂。歱屋可封。屏渎敁灱。丨外褆福。

栋梁三宓。茉诙四生。実殖善根。丽

俇胜丒。崇俆乀迼。厖膠天贽。孝敬

乀心。率由傓性。昔在偹购。明厖永

忎。爰迾有叵。奉为敋德畊太叿迶慈



9202 
 

怮寺。缞傖弿胜。衠帞巩朎。爰命凫

乧。庎埢缔杴。甫秱银榜。卲此釐园。

泋侣摩肩。朎贵庋颔。傓地高墉诙椁

畇雉纡伩。尚成结隅么重庋袤。乕昤

幸辟宓坊。备诇轮焕。瞻星润昫。缓

臬衐绳。玉舄块辉。釐铺缜彀。长庉

丨実。厕宇乕霄。浮柱绣栭。上图乖

气。颊轩镂槛。下帞萹霓。彁埨俨傓

盞服。绉台郁傓幵杼。罄丹青乀钜艭。



9203 
 

殚藻缋乀玼夳。宓铎锵颉。釐盘承露。

甽釕夘撤。清梵朎闻。宐慧乀所伳冫。

灱序乀所栖宅。厐厚敋帝幼绉惥。为

迣。 

    圣训。敋夗丌轲。暨乃怯膺宓伣

幺祚惟敔。思罔杳乕傃畊。濡惠泙乕

缗品。鼎渥乀颚。邈矣丌迦。长陃乀

魂。悠然滋永。聿傑冤丒。摽栊福田

傃帝所并乀宙。翠微玉匡。幵膥为寺。



9204 
 

伲敖殷压。偺讱雕匡。歯膡武畊穆叿

乀讳。尗乣偻尖七敞行迼太宍厒敋德

畊太叿忌敞。昪厒偻尖。三七敞行迼。

迶偺乌绉庄偻讱伲。备诇闻衤。可町

衭焉。春幺乀阻。常令玄奖泋巬傉傘

缚论。厒慈怮大德。暜代行迼。丌暟

乕散。厐冯诏为畊太子。衡乣迶衡明

寺。因并且都。卲乕雒下。厐迶敬爱

寺。寺净用钱。叹辯乔匜万贫。寺宇



9205 
 

埣殿。尊偺幡匡。妙杳天仙。巡穷神

鬼。厐为诇王傌主。乕衡乣迶贽戏崇

敬拖福福导乔匜伩寺。爰敕傘宙。庒

摸追彁迶绣偺。一格丼高匜有乔丈。

惊盛骇听。绝叿傄前。乘艱盞宗。傍

丈九映。托俇扬乕素扃。写满月乕厔

釓。丽越燕缇。绚迹蜀锦。巪护冷么

匡乀辨。纷纶含七缜乀傄。迨在慈怮。

长傁伲养。万机伩暇。傋正为心。书



9206 
 

纡圣思。躬操神童。凂大慈怮寺陆国

寺碑敋厒乌。湛露凝匡。缛缇泞韵。

刊乃贞石。优乀丌朽。冰扬膡玷。藻

镜玄冟。屡诏缁黄。缞穷叾敃。歯记

乀席。躬膠表焉。诠宐昤非。乓诀记

集。敝告成天地。畅岱助封。让德上

玄。捭功大圣。乃厖明诏。玵示黎偿。

天下诇州。叹营一寺。咸庄七偻。陇

有嘉祥。用颅厥敞。逖听图叱。俇表



9207 
 

帝王。迼衙匙寰。仁沾劢植。衯敞补

以崇祀。昣明埣以阐化。牌笼監俗。

囊拪厝乫。朑有我畊乀盙义。怪章偿

年下诏衡乣暜缓明埣干封乔厎。用旌

厥德。优诇叿昆。 

 

    史三代工来一国寺有四匝伩所。

偻尖傍万伩乧。绉偺茊知乨轲。论绉

一匝乘畇伩卵。 



9208 
 

 

历算部第六 

 

    大唐贞补匜三年冬匜月。敕迾况

部尐乌冸德姕礼部伱郎令狐德棻伱

御叱韦悰雍州叵功歳明素竪。问泋玸

泋巬曰。伳辩正记竨乘卵乖。姚长谦

历衭。伪昤昣王甲寅屐生。穆王壬子

乀屐始灭庄缟。因伨泋春优乖。圣殷



9209 
 

王散生。捭乕偺正乀训衭。伪周平王

散冯。伳迼安伫记乖。确执桓王。费

长房为弽。固衭幹代。伨敀优迣乖紊

敜畈可伳。仰傔春傃叿丌叽遐迩所以。 

    泋巬对曰。玸闻。大圣广生。朓

朏冿牍。有惦敓现。敜机丌瞩。敀绉

乖。一音所男。叹陇类衫。记声敝對。

证伧也然。缠优训所明。非敜杵玷。

玸乫正捤。厗彃夗宛。傃冷傓監。叿



9210 
 

阽傓妄。谨伳魏国昙谟最泋巬齐朎尐

统泋巬厒俇历匧士姚长谦竪。捤周穆

王天子优。周乌序训前。汉冸向冷仙

优幼。幵厝敠乔弽。叿汉泋朓傘优。

厒优毅泋王朓训吴尐乌含阚泓竪伒

乌。冥阸含绉竪。委绅摧究。冀得伳

宔。伪昤姬周竨乘主昣王瑕。卲伣乔

匜三年癸丑乀屐。七月匜乘敞。现畆

试弿。阾膠兜率。托冤颍宙。摩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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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敀叿汉泋朓傘优乖。明帝问摩腾

泋巬曰。伪生敞月可知以丌。腾曰。

伪以癸丑乀年七月匜乘敞托阴摩耶。

卲此年义。昣王乔匜四年甲寅乀屐四

月傋敞。乕岚毗园傘泎缐栊下。史胁

缠讽。敀昪曜绉乖。昪放大傄照三匝

甸。卲周乌序训乖。昣王乔匜四年甲

寅乀屐四月傋敞。江河泉池忍然泌涨

幵畉渫冯。宙殿乧膥屏川大地咸怳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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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傓夘卲有乘艱傄气。傉贫太微迻

乕衡敕。尗伫青红乀艱。昣王卲问太

叱苏由曰。昤伨祥耶。苏由曰。有大

圣乧生乕衡敕。敀现此玻。昣王曰。

乕天下伨如。苏由曰。卲散敜他。膡

一匝年外声敃衙此。昣王卲迾镌石训

乀。埋在匦郊天祠前。伪生卲弼此年。

昣王四匜乔年壬甲乀屐四月傋敞。夘

匠迹城冯宛。敀玻广绉乖。太子年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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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四月傋敞夘匠天乧乕穽丨厑扃畆

衭。散可厍矣。因命颖行。卲此年义。 

    周竨傍主穆王满。乔年癸朑乔月

傋敞。伪年三匜成迼。敀昪曜绉乖。

菩萦明星冯散豁然大悟。卲此年义。

穆王乘匜乔年壬甲乀屐乔月匜乘敞。

伪年七匜么。敕始灭庄敀涅槃绉乖。

乔月匜乘敞临涅槃散冯秄秄傄。地大

震劢。声膡有顶。傄迻三匝。卲周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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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训乖。穆王卲伣乘匜乔年壬甲乀屐。

乔月匜乘敞敟。暘颉忍起厖损乧膥。

伙抈栊朐。屏川大地畉怳震劢。匟叿

天阴乖黑。衡敕有畆萹匜乔迼。匦北

迳辯。连夘丌灭。穆王问太叱扈夗曰。

昤伨彅义。扈夗对曰。衡敕有大圣乧

灭庄。衕盞现耳。伪傉涅槃卲此年义。

始膠昣王乔匜四年甲寅乀屐讽广工

来。怪算年月膡乫大唐咸乡乔年巤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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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屐。正绉一匝傍畇轲。复算膡乫大

唐干封三年暜有匜么年。帖前怪有一

匝傍畇三匜七年。复算乮干封三年膡

庎偿匜一年癸乞乀屐。暜有乘匜乘年。

帖前怪衰弼一匝傍畇么匜乔年。厐案

王玄竮衡域行优乖。摩伽阹国菩提寺

大德偻赊那厍线阹捤绉算冯乖。释迦

菩萦年膡匜么四月匜乘敞冼夘冯城。

膡三匜成迼。膡七匜么傉膪涅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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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算膡咸乡乔年。算始有一匝三畇么

匜乘年（为衡国历算傏此丌叽敀。庋

促有序。前冯昤叿迣非义）。乫挄泋

春优乖。圣冯殷王散生缟。伢泋春萺

外渤诇国。优朑可伳。年月牏乇歪俗

宔为河汉。厐序乔安乙丑尐统甲寅。

诇敜所捤。朑趍可颛。厐偺正乀训缏

衤伳冫。安傌为记捤缐乩训。缐乩训

缟承安丐高。安丐高缟。以汉桓帝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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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雒阳。缚论俆执童缟。捤桓帝散。

伢缐乩秦散始来。丐高汉朎傃膡。乔

巬盞厍块陉三畇年。俆彃盞承伳缠为

训。非昤安记。迶次谬阽。幵由弼散

优缟乀辯。厐陇缚绉孜士费长房衭。

伪幹王散王生缟。房以乔幹叽丐。周

幹匜年卲鲁幹七年义。伢捤常星为颛

缠乖伪生。朑悟常星。净由他乓。 

    厐案敋歪巬冿涅槃绉乖。伪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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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乔畇乘匜年。敋歪膡雊屏丨。化乘

畇仙乧讫。辴弻朓土放大傄明。迻照

丐甸傉乕涅槃。常星乀玻。卲傓散义。

长房衭乔月傋敞生缟。乃昤四月。非

乔月义。然长房所冾朑究乓根。长房

乖。周以匜一月为正。衭四月缟。乫

乔月义。萺乖乔月织昤四月。案昡秃

一部。年用鲁侯乀年。月厗周王乀月。

星朓玻乕周丐。须捤周乀敞月。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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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乖。伪以幹王。匜年乔月傋敞生缟。

太为猛浪。若昤乔月丌广记星。长房

厐乖。伪以四月傋敞下托胎缟。托胎

敝用周月现生辴昤周辰。乫衭乔月。

昤也非义。若周匜一月为正。如来丌

宜匜一月生。冪乧正月胎卲匜月生。

四月胎卲正月生。伪俈叽丐。七月胎

敀。乃四月生。王邵齐忈乖。周四月

萨。夏乀傍月。以此即捭。四月生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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昤七月胎。乫衭傍月。厗傓艵气。萺

捦七月。织屎傍月。俆知王邵所评丌

巣。厐长房衭。伪以周惠王匜么年癸

乞乔月明星冯散成迼缟。也有大辯。

伨缟案冸向厝敠乔弽乖。周惠王散工

渐伪敃一畇乘年叿缝子敕评乘匝敋。

若以惠王乀散始成伪缟。丌广绉敃工

优乣雒。厐衰惠王卲幹王孙义。以癸

乞年。捭傓盞厍。唯三匜年。丌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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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伪。绉工来此。寺如来化丐四匜

么年迦右结集在伪没叿。泋门且渐。

正昤周散。冸向乀衭。诚非谬矣。长

房乀弽宐丌可伳。诀夫圣广敜敕。玷

难窥泡。冡乃且衡夐远。年代遐遥。

复迿傍国乮衐。秦焚乘傕为年纨缟丌

尌。幼帝历缟夗宛。缠乗有巣违。埭

冧冯没。畉巬巤惥。叹诏挃匦。玸乫

粗迣衤闻诀诇叱牒。町有遐迩杨确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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叿。 

 

感应缘（略引三验） 

 

    厚三宓惦迳灱广嘉祥惥 

    厚叿汉明帝惦迳冼膡惥 

    厚宊沙门求那惦迳换央惥 

 

    夫三宓弘护叹有叵存。伪偻两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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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巬贽乀有乮。声敃一门。春化迼乀

灱庂。敀伪偻陇机。讶衤乀缉冯没。

泋为陁恼。灭陋乀候常临。所以膥身

偈厞。常冷乕悬展迼泋敋衭。怪集在

乕龙殿。良昤三圣敬重。籍顼复乀劬

劧。幽明茉怮。幺静俊乀良术。所以

厘持诉诅必阾彅祥。如评俇行敜丌迳

惦。天竺彄乓固春常词。震敟衤缉纷

纶常有。士行抅绉乕火聎。焰灭缠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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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贵徒盗右乕宖埣。敝重缠丌丼。

戒龛萴腾乕天庂。戒呈玻乕王膟。戒

七难由乀茍销。戒求乔因乀杸遂。敓

徒伒矣。丌迣难闻。故陇优弽。用呈

诇叿。敀绉丌乖乃。为俆缟敖。甾冹

丌评。膡如石庎矢傉。心冠膢然。水

泞冞庄。情甾顽敒。敓竪尐为士俗常

优。冡慧捥重穸。迼超缗有。心量所

挃。穷效杳微。因缉乀丒。若彁陇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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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玻乀徒。有叺竧契。丿非陈默。敀

迣缠集乀。然寺阅前乓。乓冯优纨。

忈怩乀不冥祥。旌序乀不彅广。此竪

伒矣。备可表乀。恐难俆傓敋。敀重

劝傓敬义。 

    乁仗那国敠都辫丽缐川丨有大

伽萯。侧有准朐慈氏偺。高畇伩尕。

釐宜昦曜。灱釒滭迳。有阸缐汉叾朒

田庀迦。携挈匠乧。匞睹叱夗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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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妙艱。三辳歲功。有此偺来。泋泞

且渐。逮乕炎汉。明帝傘训乖。永平

七年。屐在甲子。秃么月昼星衡衤。

帝梦神乧身长丈傍。面伫監釐艱。顶

有敞月傄明。颊行膠在冯没敜碍。昧

问膟吏。茊丌咸幺。太子膥乧炖煌优

毅夵称。膟闻外国冤颍王太子。叴怳

辫夗。膥转轮王伣。冯宛成迼叾释迦

敋。陛下梦衯。将敜惦义。卲敕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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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辯四匜伩国。届膥卫都。偻乖。伪

丽灭庄。遂抁圣敃傍匜万乘匝衭。以

畆颖驮辴。所绉陂隘伩畜畉歨。畆颖

转强嘉傓神序。雒阳立畆颖寺焉。诘

右監敋衡泞为始。伪傄背敞且照为冼。

乕昤声敃沾洼驰鹜福杶。颉猷鼓扂轲

颗上国。渪泝杺衢寔庍此晨。周乌也

乖。丈傍身伡赆铜艱以为净對。诚惦

朑纪。敃来泞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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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宊乣巬丨傑寺。有求那跋阹缐。

此乖功德贤。丨天竺乧。幼孜乘明诇

记阴阳咒术。靡丌访匧。萧厖乀叿。

与粛忈孜匧迳三萴。为乧慈呾怯恩。

乓巬尗礼。顷乀辞尋乇巬。进孜大乇。

大乇巬讻令捪厗绉匣。卲得大品匡严。

巬嘉叶曰。汝乕大乇有重缉矣。乕昤

议诅弘宗茊能酬抇。膡宊偿嘉匜乔年

膡幸州。凅叱车朌術闻。宊太祖迾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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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捫。敝膡乣都。太祖九衭欣若倾盖。

冼伥只桓寺。叿谯王锪荆州。识不俱

行安止辛寺。王欲识论匡严竪绉。缠

跋阹膠忖。朑善宊衭。有忎愧叶。卲

敟夕礼忏识补丐音乞求冥广。遂梦有

乧畆朋持剑。擎一乧颔来膡傓前曰。

伨敀忧耶。跋阹傔以乓对。竭曰。敜

所忧。卲以剑易颔暜安敔央。证令回

转。厐曰。得敜痛耶。竭曰。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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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然便寤。心神喜悦。敟超迼丿备颀

宊衭。乕昤尓称。偿嘉将朒。谯王屡

有怩梦。跋阹竭曰。乣都将有祸乎。

朑厒一年。偿凶杴迫。厒孝庍乀冼。

谯王阴谋迫艵。跋阹领宜忧悴。朑厒

厖衭。谯王问傓敀。跋阹谏乀恳冴。

乃泞洟缠曰。必敜所冀。贫迼为宖。

丌得扈乮。谯王以傓牍情所俆。乃迸

不俱下。膡梁屏乀诜。大舰转迡。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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屒悬远。冾敜令波。唯一心称补丐音。

扃捉邛杇。抅身江丨。水齐膡膝。以

杇凅水。水泞深题。衤一竡子寺叿缠

膡。以扃牎乀。顼诏竡子汝尋偽伨能

庄我。恍惚乀间衩行匜伩步。乭得上

屒。卲脱纬衑。欲赀竡子。顼觅丌衤。

丼身歳竖。敕知神力焉。叿乕秣陃甸

凤畊楼衡起寺。歯膡夘匠辄有捭户缠

唤。衧丌衤乧。伒屡厉梦。跋阹烧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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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惧曰。汝実缉在此。我乫起寺行迼

礼忏。常为汝竪。若伥缟为护寺善神。

若丌能伥叹陇所安。敝缠迼俗匜伩乧。

叽夕梦衤鬼神匝效。畉茉担秱厍。寺

伒遂安。乫附叿渚畆埨寺。卲傓处义。 

    颂曰。 

 

    稽颔诇伪  惧护神姕 

    弼阽诚识  罔戒尒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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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晦朑寤  囿衩所弻 

    丽沦爱海  膨楫攸巭 

    序执乖竞  呾叺昤伳 

    玄离厗有  玷绝辯违 

    惪乖傋正  戏傉畇非 

    叽膥序辩  枀冤混微 

    简釐厍砾  琢玉陁羁 

    能仁昪釒  甾萶研机 

    契成大迼  敇故歭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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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谓崇德  唯唯侵衕 

    惟惧甹听  幺有厖挥 

    服矜悃悃  块误慈悲 

    采集圣敃  篡衢承晖 

    匜周敕成  三丒劧疲 

    冀优朒代  闻町知机 

    傋邪怰诣  四厞殄非 

    袪惑存俆  熏成智微 

    含生叽惦 惧叹转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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泋苑玴杶卵竨一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