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十誦比丘衆學法三本類勘表

十誦比丘衆學法 梵本 有部本 藏本

一百一十三戒 一百一十三戒 九十九戒 一百一十二戒

一不高着內衣 一 二 二

二不下着 二 三 三

三不參差着 三

四不如釿頭着 四 五不如虵頭 七同有部

五不如多羅葉着 五 六 五

六不如象鼻着 六 四 四

七不如麨團着 七 七不如豆團 六

八不細襵着 八

九不如兩耳着 佚

一〇不生起着 佚

一一不細着 佚

一二周齊着 一二 一 一

一三不高被衣 一三 九 九

一四不下被 一四 一〇 一〇

一五不參差被 一五 一一 一一

一六齊整被 佚 八 八

一七好覆身入舍 一七 一二 一二

一八好覆身入坐 一八

一九善好入 一九

二〇善好坐 二〇

二一不眄視入 二一 一四不高視 一四别有一五平正

視與此意同

二二不眄視坐 二二

二三不嗅入 佚

二四不嗅坐 佚

二五不自大入 佚

二六不自大坐 佚

二七小聲入 二七 一三 一三

二八小聲坐 二八

二九不胡跪入 佚 二〇不蹲行别有二 二三同有部别有二

一不足指行今 四不足指行今

缺 缺

三〇不胡跪坐 佚

三一不覆頭入 三一 一五 一六

三二不覆頭坐 三二

三三不幞頭入 三三

三四不幞頭坐 三四

三五不扠腰入 三五 一八 二五



三六不扠腰坐 三六

三七不現胸入 四一

三八不現胸坐 四二

三九不現脇入 四三

四〇不現脇坐 四四

四一不反抄衣入 三七 一六 一七别有一八不收

衣拊肩入一九

不兩手交項入

二〇不手交腦

後入今皆缺

四二不反抄衣坐 三八别有三九不手

交腦後入四〇

同坐今缺

四三不雙抄衣入 一七别有一九不拊

肩入今缺

四四不雙抄衣坐

四五不放衣跳入 四五 二二 二一

四六不放衣跳坐 四六

四七不掉臂入 四七 二六 二七

四八不掉臂坐 四八

四九不搖肩入 四九 二八不肩排他 二九不磨肩

五〇不搖肩坐 五〇

五一不搖頭入 五一 二七 二八

五二不搖頭坐 五二

五三不搖身入 五三 二五 二六

五四不搖身坐 五四

五五不攜手入 五五 二九别有三〇未請 三〇别有三一不請

不坐三一未觀 不坐三二善觀

察不坐三二不 察坐三三不放

放身坐今皆缺 身坐今皆缺

五六不攜手坐 五六

五七不躄脚入 五七 二三不仄足别有二 二二不探脚

四不弩身行今

缺

五八不躄脚坐 五八

五九不累脚入 五九 三三别有三四在舍 三四别有三五不交

不重內踝三五 腿坐三六不重

不重外踝三六 內外踝三七不

不斂足三七不 曲脚牀下三八

舒足三八不露 不叉腿坐三九

身今皆缺 不寬脚坐今皆

缺

六〇不累脚坐 六〇



六一不扶頰坐 六一

六二一心受飯 六二 三九恭敬受食 四〇同有部

六三一心受羹 六三

六四不溢鉢受食 佚 四〇 四一

六五羹飯等食 六五 四二不得齊等

六六不偏刳食 六六 五五不散手食

六七不鉢中擇食 六七 五九不粒粒取食

六八不大摶飯食 六八 四六别有四五不小 五〇别有四九不小

摶食今缺 摶食今缺

六九不摶可口食 六九 四七圓整而食 五一中摶食

七〇不張口待食 七〇 四八 五二

七一不含食語 七一 四九别有五一不彈 五三别有五四不皺

舌食五二不[(口*甫)/寸] 眉食五五不[(口*甫)/寸]

[(口*隹)/木]食五三不呵 [(口*隹)/木] 食五六不呵

食五四不吹食 氣食五七不吹

今皆缺 氣食今皆缺

七二不齧半食 佚 五八 六三

七三不嚼作聲食 七三 五七不填頰食别有 六一不換頰嚼食别

五六不毀呰食 有六〇不叱笑

今缺 他食六二不彈

七四不全吞食食 佚 舌食今缺

七五不未咽食食 佚

七六不吐食食 七六 五九别有六〇不作 五八别有六八不作

塔形食今缺 塔形食今缺

七七不齅鼻食 七五

七八不舐手食 七八 六一 六四

七九不指抆鉢食 七九 六二不舐鉢食 六五不刮鉢舌舐

八〇不棄飯食 八〇

八一不振手食 八一 六三别有六四不振 六六别有六七不振

鉢食今缺 鉢內食今缺

八二不汙手受器 八二 六七不汚手捉淨瓶 七〇同有部

八三不爲自索羹 佚 四二不預伸鉢 四五同有部

八四不覆羹望得 八三 五〇幷云以羹覆飯 四六同有部别有四

别有四三不安 七不安鉢食上

鉢食上今缺 今缺

八五不視比坐鉢 八五 六六不輕心觀比坐 六九同有部

鉢

八六一心觀鉢食 八六 六五别有四一用意 四四别有四八正意

受食四四恭敬 受食今缺

受食今缺

八七次第食 佚 四三

八八不棄洗鉢水 八八 六八别有六九不殘 七二别有七一水灑

食置鉢中七〇 近坐七三不殘

不立洗鉢七一 食置鉢七四——



不地上安鉢七 七七不地上澗

二不危岸安鉢 邊險處峻崖安

七三不逆流酌 鉢七八——八一

水今皆缺 不立洗鉢不澗

邊等洗鉢八二

不暴流酌水今

皆缺

八九不爲騎人說法 八九 八五别有八四不爲 九九别有九八乘象

乘象人說八六 人一〇〇乘車

乘轝人八七乘 人一〇一乘諸

車人今皆缺 物人今皆缺

九〇不在人後說 九一 七七 八六

九一不在道外說 九〇 七八 八七

九二不在下座說 九二 七六 八五

九三不爲坐人說 九三 七四 八三

九四不爲臥人說 九四 七五 八四

九五不爲覆頭說 九五 七九别有九〇——九 八八别有九三——九

二不爲戴帽着 五不爲髮髻人

冠頂髻人說法 戴帽戴冠人說

今皆缺 法今皆缺

九六不爲幞頭說 九六 九三别有九四不爲 九七别有九六不爲

戴華鬘人說法 戴華鬘人說法

今缺 今缺

九七不爲扠腰說 九七 八二

九八不爲現胸說 一〇〇

九九不爲現脇說 一〇一

一〇〇不爲抄衣說 九八别有九九不爲八〇 八九别有九〇——九

拊肩人說法今 二不爲拊肩手

缺 交項手交腦人

說法今皆缺

一〇一不爲雙抄衣説 八一

一〇二不爲放衣說 一〇二 八三

一〇三不爲著屐說 一〇三 八八 一〇二

一〇四不爲著屣說 一〇四 八九

一〇五不爲捉杖說 一〇五 一〇三

一〇六不爲捉蓋說 一〇六 九五 一〇四

一〇七不爲捉刀說 一〇七 一〇五别有一〇六

不爲持劒人

說今缺

一〇八不爲捉小刀說 一〇八

一〇九不爲捉器杖說 一〇九 一〇七别有一〇八

不爲披鎧人

說今缺

一一〇不菜上便唾 一一〇 九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不淨水便唾 一一一 九七 一一〇

一一二不立大小便 一一二 九六 一〇九

一一三不上過人樹 一一三 九九 一一二

附註 表中三本次第不順者.皆粗寫數字别之。其文義略異或同類别開者.皆摘文註出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