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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果法則(kammaniyàma)，又作因果律，是闡明

包括我們人生現象在內的世間萬事萬物的規律。根

據佛教，我們生活的這個世間，任何事物和現象的

產生、存在，都必須依靠各種各樣的條件。換言之，

這個世界不存在任何完全孤立、不需依賴其它條件

而存在的事物。導致事物產生和維持其存在的條

件，可分為主因(hetu)和助緣(paccaya)兩類。有了主

因，還必須有各種緣的支助，事物才得以產生和存

在。譬如一棵植物，種子是其主因，但還必須有適

當的土壤、溫度、氣候、水分等各種助緣，種子才

能生根、發芽、生長。 

當然，佛教所教導的因果律，並非只是為了說

明這個世間事物與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更重要

的，它是揭示生命起源和生命存在的重要學說，是

佛教生命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生命作為

一種結果，必須有其產生的因緣。生命由因緣而產

生，佛教稱為“緣起”(pañicca-samuppàda)。 

根據佛教，我們今生之所以能夠投生為人，是

因為我們在過去世曾經造作過善業。善業是投生為

人的主因，而父母精卵的結合只是投生的緣。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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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或者動物，是由過去世所造作的業是善的還是

惡的來決定的。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種因果關係，我們有必要來

解釋一下業果法則的基本規律和特點。 

對於業果法則，佛陀在《增支部》中說： 

ßKammassakà, bhikkhave, sattà kammadàyàdà, 

kammayonã, kammabandhå, kammapañisaraõà, yaü  

kammaü  karonti -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 tassa 

dàyàdà bhavanti.û 

“諸比庫，有情都是業的所有者，業的繼承者，

以業為起源，以業為親屬，以業為皈依處。無論所

造的是善或惡之業，都是它的承受者。”(A.10.216) 

在這段經文中：“有情”又作眾生，即一切有

情識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等。 

“都是業的所有者”：業是所有眾生自己的財

產，眾生是自己所造之業的主人。 

“業的繼承者”：業是眾生的遺產、財富，眾

生是業的繼承者，每個眾生所造之業最終還是由自

己來繼承，自己承擔。 

“以業為起源”：業是眾生的起源、根源，生

命也是由業帶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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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業為親屬”：業是眾生的親戚、眷屬，無

論他走到哪裡，投生何處，一直都跟隨著該眾生。 

“以業為皈依處”：業是眾生的皈依處、依止

處。 

“都是它的承受者”：無論眾生所造的是善業

或惡業，都將要承受、體驗由這些業帶來的果報。 

根據上述經文，業果法則的基本規律包含以下

三個層面： 

一、同類相應定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造了什麼業因，在因緣成熟的時候就會遭受果

報，而且所遭受的果報和過去所造下的業因是相應

的。現在體驗到樂的、好的、善的果報，是由於過

去所造下的善業成熟的結果；現在體驗苦的、惡的、

不善的果報，是由於過去所造下的惡業、不善業成

熟的結果。善業帶來善的果報，不善業帶來不善的

果報。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這種因果關係就

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就如佛陀在《增支部·一集》中說：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身惡行、

語惡行、意惡行會產生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者，

無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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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乃有此事，若身惡行、語惡行、意惡

行會產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意的果報者，乃有

此事。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身善行、語

善行、意善行會產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意的果

報者，無有此事。 

諸比庫，乃有此事，若身善行、語善行、意善

行會產生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A.1.284-289) 

二、異時結果定律——昔作今受 

業果法則除了“同類相應”之外，還有“異時

結果”定律。“異時”即不同時，意思是：業的成

熟並非立竿見影，它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甚至是

非常漫長的時間，在各種因緣具足的條件下才能成

熟。果報，巴厘語vipàka，vi是不同，pàka是成熟，

直譯為“異熟”，亦即業因和果報之間存在著時間

差。所以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後，通常還

要加上一句“不是不報，時機未到”。 

三、因果相續定律——自作自受 

再次，業與果是自作自受的。從阿毗達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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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諦1的角度來看，並沒有造業的人，而只是一堆

五蘊2而已；所謂的業，也只是思心所(cetanà)。五蘊

是生滅的，一生起立即滅去，不會有一刹那的停留。

然而，五蘊又並非一滅去之後就不再生起，除非是

阿拉漢般涅槃3之後，五蘊才會滅去而不再生，否

則，五蘊一直都是在生而即滅、滅後即生的相續當

中，這稱為“蘊相續流”。 

造業由思心所負責，思心所是生滅無常的，因

此善業或者不善業一旦被造下，也即刻滅去。然而，

所造作的善業或不善業留下的影響力，即會以“業

力”(kammasatti)的方式存在于蘊相續流中。等到因

緣成熟時，這一堆蘊相續流將會體驗到與過去所造

之業相應的善或不善的果報。 

在此，業即是行為，業力即是由該行為所留下

的影響力，也可以叫做行為能量流，而果報則是由

這種行為所帶來的結果。 

                                                         
1 勝義諦 (paramattha sacca)：又作第一義諦、究竟諦，即最高

的真理、究竟的真理。 

2
 五蘊 (pa¤cakkhandhà)：蘊是堆、組或聚的意思。佛陀把眾

生的身心組成分析為五蘊，即色——物質肉身，受——苦樂感

受，想——認知、記憶，行——心行造作，識——心識。 

3 般涅槃：巴厘語 parinibbàna 古音譯，又作圓寂，意為煩惱和

生死輪回的完全滅盡。在此指佛陀等阿拉漢聖者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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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業、業力和果報三者之間的關係呢？

舉個例子來說：在小學時背誦過一首古詩，當這首

詩被記住之後，就意味著背誦行為的結束，但背誦

行為所留下的是對這首詩的記憶。經過若干年，甚

至幾十年，一旦遇到適當的因緣，就又能記起這首

詩了。又比如在大學時期學過一門技術，雖然學習

行為已經結束，而且畢業之後好多年都不曾再運用

過這門技術，但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多年前所學

過的技術就派上用場了。 

瞭解了以上三者之間的關係之後，再從時間上

來說，造業和受報都發生在這一堆蘊相續流上。用

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說，即是這個人過去造了業，後

來還必須是他本人來承受由該業所帶來的果報，而

不會是這個人造了善業，後來由另一個人替代他享

福；也不會是這個人造了惡業，後來由另一個人替

他受罪。這和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觀念有所不同，他

們認為說，祖先所積累的功德（陰德）將會蔭庇子

孫後代。但從業果法則來說，這是行不通的。 

業果規律與植物的生長規律有某些共通之處。

播種下的種子並不會立刻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必

須經過一段的時間。而且，種下哪一類種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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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出那一類的植物，並不會種下苦瓜，長出西瓜,

也不會種下西瓜，長出葡萄。另外，在你自家的地

裡種下種子，也不可能在鄰居家的地裡生長出來。

這些都是不可能的。 

 

業，依其作用可以分為四類： 

一、令生業(janaka kamma)，這是能夠帶來結

生，並將影響有情整個生命週期的業。 

二、支持業(upatthambaka kamma)，這種業並沒

有獲得機會在有情臨終時成熟並帶來結生，但是它

能在有情的生命期間成熟，並能給因善業而投生到

善趣的有情帶來很多福報與快樂。 

三、阻礙業(upapãëaka kamma)，這是可以對抗

令生業的業。如果有情因為善業而投生善趣，那麼

阻礙業將會在他的生命期間給他帶來不幸，使他遭

殃受苦。 

四、毀壞業(upaghàtaka kamma)，這種業在它成

熟時，將使有情的生命中斷。例如有些人因為車禍、

空難、戰爭、地震、火災、水災、疾病等各種外力

因素而不能享盡天年。 

在這四種業當中，令生業最強，它影響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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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輩子。例如某種令生業使某有情投生為人，則

他一輩子都是人，不可能說活到三四十歲後變成

驢，變成狗。又例如投生為黃色人種，無論移民到

美國還是歐洲，還是黃色人種。如果令生業讓你短

命，無論你如何注重養生、保健、吃仙丹，也不可

能長壽。你的令生業讓你長得醜陋，無論你如何整

容、打扮，也不可能會美到哪裡去。令生業讓你長

得矮，不管如何你也長不高。 

令生業是影響一整輩子的業，但是令生業也有

可能被毀壞業所中斷。所以令生業在四種業中是最

強的，毀壞業是第二強。有時支持業也可能變得很

強，例如有人因為令生業使他投生到貧窮的家庭，

但是他有足夠的支持業使他在中年或者晚年變得很

富裕。同理，阻礙業在其成熟時也能發揮很強的作

用，例如原本家財萬貫的人也會因為阻礙業的成熟

而面臨破產、變得貧窮。 

想要瞭解業的這四種作用，拙作《阿毗達摩講

要（下冊）》中有詳細解釋，於此不作贅述。 

業依其成熟的時間，又可以分為四種。 

一、現法受業(diññhadhammavedanãya kamma)。

“現法”即今生、現生、這一生，“受”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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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造作之後，今生即能成熟並帶來結果的業。這

種業是最弱的，只要今生沒有獲得機會成熟，它將

成為無效業，不會延續到下一生。 

二、次生受業(upapajjavedanãya kamma)。今生

造作之後，將會在下一生成熟的業。也包括今生所

造而在臨終時成熟，並帶來下一生結生的令生業。

但更多的是指今生所造而在下一世的生命期間成熟

的業。畢竟能夠成為令生業的只有一種業，但我們

每天所造作的業都不計其數。 

如果這種業在下一生並沒有獲得機會成熟，也

將成為無效業。 

三、後後受業(aparàpariyavedanãya kamma)。今

生造作之後，在未來第二生以後的無盡輪回當中，

只要遇到因緣成熟，就會產生果報的業。因此有人

把它意譯為“無盡業”。 

四、無效業(ahosi kamma)。有三種無效業：1.

今生沒有遇到因緣成熟的現法受業，則成為無效

業。2.下一生沒有遇到因緣成熟的次生受業，也將

成為無效業。3.阿拉漢般涅槃之後，所有的業都將

成為無效業。換言之，除非一個眾生證悟阿拉漢並

般涅槃，否則，只要還在生死輪回當中，後後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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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有效。 

在這四種業當中，現法受業是最輕的。如果今

生所造的善業在中年或晚年成熟，使你享福享樂，

但是從業果法則來看，今生所享的這些福樂是微不

足道的。又比如說一個人殺人越貨，鋃鐺入獄後被

判死刑。被判死刑是今生所造之惡業的果報，但這

也只屬於現法受業，比起他在未來將要遭受的苦報

來說，被判死刑所受的苦還是微不足道的。 

次生受業是第二強的業。如果今生所造的善業

在下一生成熟，使他投生為人或天人，那麼他在下

一世的整輩子中都能享受這善業帶來的福報。如果

所造的惡業在下一生成熟，使他投生為畜生或者墮

落地獄，他的下輩子都會很苦。所以，次生受業從

所帶來的果報來說是第二強的業。 

最強的還是後後受業。一旦這種業被造下之

後，由於經過漫長時間的醞釀，在因緣成熟時所帶

來的果報也變得越強。同時，後後受業會以“業力”

的方式潛伏在名色流中，伴隨著眾生一直輪回，只

要還在生死輪回當中，過去所造的這一類業必然還

有機會成熟。後後受業在什麼情況下才會變成無效

業呢？佛陀等阿拉漢聖者在般涅槃之後，其以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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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的無論是善還是不善之業，都將成為無效業。

因為阿拉漢聖者在般涅槃之後，已經不再存在任何

承受果報的五蘊了。然而，即使是佛陀等阿拉漢聖

者，只要尚未般涅槃，只要仍然生活在這個世間，

仍然還有這副五蘊身心存在，就仍然還要承受其過

去所造作的善惡業成熟所帶來的果報。 

 

根據業果法則，一個人如果造作了諸如殺生、

偷盜、發生不正當兩性關係（欲邪行）、誹謗聖者等

惡業，當這些惡業在他臨終時成熟的話，將會作為

“令生業”而使這個人投生到地獄(niraya)、畜生

(tiracchànayoni)、餓鬼(peta)或阿蘇羅(asura)這四惡趣

4當中，遭受痛苦、悲慘的生命果報。 

一個生命一旦墮落到惡趣，通常的情況是，想

要再投生為人或往生天界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惡趣

的生命境地中，幾乎沒有行善積德的機會，只能依

靠過去世曾經做人時遺留的善業獲得機會成熟，才

                                                         
4
 四惡趣：惡趣，巴厘語 apàya，字面意思為痛苦的生命去處，

意為沒有快樂或極少快樂。在這些生存地中，痛苦遠遠超過快

樂或者根本沒有快樂，所以稱為惡趣。眾生之所以會投生到惡

趣地，是由於他們的惡業成熟。惡趣地有四種，從低至高依次

為：地獄、畜生、鬼和阿蘇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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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投生到人天善趣。即使有機會再投生為人或者

天人，也還可能因為過去世造作的那些惡業作為

“後後受業”成熟，而使其在生命期間遭受諸如被

殺、被傷害、財產損失、家庭悲劇、遭人誣衊等不

如意的果報。 

在此，過去世所造作的那些惡業稱為“宿業”

(pubbakamma)，由這些宿業再度在今生成熟而帶來

的殘餘惡報稱為“餘報”(pilotika)。 

 

瞭解業果法則的這些基本規律和業的分類之

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佛陀已經成佛了，還會

遭受許多不順心、不如意的餘報。 

在巴厘聖典中，最常用來尊稱佛陀的功德名號

是“跋葛瓦”。跋葛瓦，巴厘語 Bhagavà 的音譯，

有尊師、功德殊勝、尊敬、具祥瑞者、具福德者等

多種含義。5 

其中，“具祥瑞者”(Bhàgyavant)是指佛陀擁有

能生起世間、出世間快樂，能到達彼岸的佈施、持

戒等種種祥瑞，以及成就了百種福德之相的莊嚴色

                                                         
5 漢傳佛教依梵語 bhagavat 音譯為婆伽婆、婆伽梵、薄伽梵等，

意譯為世尊、有德、眾佑等，但是任何一種意譯，都無法涵蓋

此一詞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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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具福德者”(Bhagàvant)是指佛陀擁有六法： 

1．於自心中擁有最上的自在(issariya)，或神通

變化等世間共認的一切行相圓滿； 

2．出世間之法(dhamma)； 

3．極清淨的名聲(yasa)； 

4．能令見者歡喜、一切相好圓滿的色身祥瑞

(siri)； 

5．凡有所願皆能達成之欲(kàma)； 

6．稱為正精進的努力(payatta)。(Vm.144) 

跋葛瓦之所以能夠擁有種種祥瑞與福德，是因

為他在過去的無量無數生中行菩薩道時，積累佈

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等種種巴拉密6而成就

的結果。 

在很久遠久遠以前，我們的菩薩投生為一位名

善慧(Sumedha)的隱士。在那一生中，他有幸遇到了

燃燈佛(Dãpaïkara)。據說當時只要他願意成為燃燈

                                                         
6 巴拉密：巴厘語 pàramã音譯。導致成就佛果的菩提資糧。巴

拉密有十種，依次是：佈施巴拉密、持戒巴拉密、出離巴拉密、

智慧巴拉密、精進巴拉密、忍耐巴拉密、真實巴拉密、決意巴

拉密、慈巴拉密、捨巴拉密。這十種巴拉密每種又可再分為普

通、中等和究竟三個層次，一共為三十種巴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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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弟子的話，他有能力在聽聞佛陀開示一句有關

四聖諦的偈頌即證悟連同四無礙解智在內的阿拉漢

道智，然而，善慧隱士有極強的意欲想在未來成就

佛果。於是，在他發了成佛的至上願後，燃燈佛親

自給他授記：他將在四個不可數以及十萬大劫以後

的未來成就佛果，名為果德瑪7。 

自從善慧隱士被燃燈佛授記之後開始，他就成

了一位真正的菩薩(bodhisatta)，並開始義無反顧地

行自利利他之事，以積累各種巴拉密。 

然而，由於善慧隱士在他被燃燈佛授記那一

世，即放棄了斷盡煩惱、證悟阿拉漢道果的機會，

因此，菩薩還有煩惱。只要在生死輪回中，只要還

沒有斷除煩惱，就還會因為煩惱而造作善或不善之

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長的輪回流轉過程中，能

夠遇到佛陀出現的機會更加難得。自從善慧隱士發

願成佛開始，直到最後在菩提樹下覺悟成為佛陀為

止，中間經歷了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的漫長時

間。劫(kappa)，是指時間週期。一個世界從最初形

                                                         
7 果德瑪：巴厘語 Gotama 音譯。我們佛陀的家姓，通常用來

指稱佛陀。我們現在的教法時期是果德瑪佛陀的教法時期。 

北傳佛教依梵語 Gautama 音譯為喬答摩、瞿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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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毀滅殆盡，再到新的世界最初形成的這一段極

漫長時間週期，稱為“大劫”。一個大劫即一個世

界週期，時間大致相當於一個太陽系的壽命。在不

計其數的世界週期（大劫）中，有佛陀出現的大劫

是極為稀有的，絕大部分的大劫都是“空劫”

(su¤¤akappa)，即沒有佛陀出現的世界週期。我們的

菩薩在圓滿巴拉密的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的極漫

長時間內，包括當時的燃燈佛和我們的果德瑪佛陀

在內，一共才有二十五位佛陀出現於世間。在沒有

佛陀出現於世間的時期，自然也不會有佛法，不會

有佛法僧三寶，其時哪怕連聽到“佛陀”一詞的聲

音也極其難得。雖然是菩薩，也並非總是在行善，

偶而也會作惡。因為在沒有佛法的時期，菩薩也會

在煩惱和習氣的驅使下，造作各種不善業。一旦因

緣具足，過去所造作的這些不善業就會成熟。如果

惡業在臨終時成熟，菩薩也將會投生到惡趣。如果

惡業在菩薩的生命期間成熟，則還要遭受各種不如

意的痛苦果報。 

自從菩薩在菩提樹下證悟無上佛果的同時，他

也斷盡了一切煩惱和習氣，這意味著佛陀不會再造

作任何新的善或不善之業，“造業”對佛陀來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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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再適用。然而，菩薩在漫長的輪回過程中曾經

造下的“後後受業”，仍然能夠在佛陀的果報色身

上產生效用。正如菩薩過去所造的無量善業使佛陀

擁有種種祥瑞和福德一樣，菩薩過去所造作的惡的

後後受業，仍然能夠給佛陀帶來肉體上的痛苦和生

活上的不如意。 

只要明白了業果法則的運作，我們在閱讀《本

生》(Jàtaka)等講述菩薩過去生積累巴拉密的故事的

時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像菩薩這樣有大福報、大

智慧的眾生，既由於善業而曾經投生為梵天人、天

人、國王、出家人、普通人，也曾經由於惡業的成

熟，而投生為獅子、大象、鹿、猴子、孔雀等等，

甚至還曾經墮落到地獄。只要理解了因果律，也容

易理解像佛陀這樣擁有無量福德和圓滿智慧的聖

者，仍然還要承受由過去造下之業所帶來的果報。 

翻開巴厘聖典，我們能看到生活在人間的佛陀

也有像普通人一般的生理反應，比如口渴、打噴嚏、

如廁、胃痛、拉肚子等。在經典中，還把佛陀一生

八十年中所遭受的各種餘報歸納為十二種，分別是： 

1． 六年苦行 

2． 少女金佳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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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德麗誣陷 

4． 孫德麗謀殺案 

5． 三個月吃馬麥 

6． 迭瓦達德推石 

7． 碎石砸傷腳背 

8． 腳遭刀割 

9． 那喇笈利攻擊 

10. 因亡國滅族而頭痛 

11. 晚年背痛 

12. 晚年痢疾 

當然，佛陀在一生中所遭受的餘報並不止這十

二種，例如：馬甘迪婭(Màgaõóiyà)誹謗佛陀、迭瓦

達德(Devadatta)分裂僧團、曾經做過佛陀侍者後又因

不滿佛陀而還俗的善星 (Sunakkhata)誹謗佛陀等

等，只不過經典把其中主要的十二種選取出來而已。 

佛陀在一生中所遭受的這十二種餘報，記載於

巴厘語《經藏·小部》的《本行》(Apadàna)第 39 品

《無莖果品》(Avañaphalavagga)第 10 節《宿業餘報

的佛陀本行》(Pubbakammapilotikabuddha- apadàna)。 

本行，巴厘語 apadàna 的意譯，含有傳記、偉

人所行之義，即記述佛陀、獨覺佛和佛陀的聖弟子



序言  

19 

 

等諸聖者在過去生所行的善惡諸業和今生之間的因

果故事。如《本行義注》解釋說： 

“在此意為所行，所以諸佛的本行為佛陀本

行，佛陀所行的意思，即顯示恒河沙數許多諸佛的

佈施巴拉密等正好三十種巴拉密的所行。”

(Ap.A.1.5) 

“ 本 行 ” 的 巴 厘 語為 apadàna ，梵 語 為

avadàna。不過，此詞自古以來一直被莫明其妙地訛

譯為“譬喻”，但從其巴梵詞義、經文內容等方面

來看，apadàna 都沒有譬喻的意思（譬喻的巴厘語為

opamma, upamà）。 

《本行》聖典採用偈頌的體裁，講述有一次佛

陀去到大雪山上風景宜人的無熱惱池(Anotattasara)

邊，向大比庫僧團講述他過去生曾經造過的惡業和

在今生中曾遭受過的十二種餘報。該經的義注又進

一步解釋了這十二種宿業和餘報之間的因果關係。 

雖然《本行》及其義注解釋了宿業和十二種餘

報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敘述的內容仍過於簡略，如

果不是通曉巴厘三藏者，或者不是很清楚佛陀傳記

的人，的確不容易完全瞭解各種事件的具體經過。

而佛陀一生中所經受過的各種不如意之事，散見於

《律藏》《長部》《中部》《法句義注》等相關的巴厘

語經典中。2014 年 8 月，筆者于西雙版納法住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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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雨安居期間，根據《本行》等經典，把與佛陀這

十二種餘報相關的經文都選譯出來，並用了七個晚

上的時間向住眾作開示。為了讓更多的有緣人們能

瞭解連佛陀也無法逃脫的業果法則，現在將當時的

譯稿整理成書，以饗讀者。 

時至今日，我們參觀緬甸、泰國等的上座部佛

教寺院，仍然可以看到有些以這些題材為表現內容

的壁畫或掛畫，許多長老比庫也喜歡以這些題材作

為開示說法的內容，教育廣大信徒們敬畏因果、去

惡行善。 

在此，感謝馮文濤、黃旦霞、巴厘、新加坡伊

慧玲賢友參與本書的校稿工作，杜沛遠賢友為本書

設計封面，感謝西雙版納法住禪林印行此書。 

最後，作者謹以編譯本書的善業功德，回向給

他的父母親、親教師、諸位師長、同法者、助成本

書印行的賢友，以及一切有緣的眾生，祝願大家皆

能身體健康、心情快樂、善願達成、早日證悟涅槃！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瑪欣德 (Mahinda) 

序於西雙版納法住禪林 

2016 年 3 月 4 日 



 

21 

 

縮略符表 

·Pr. = Pàràjika 律藏·巴拉基格 

·Mv. = Mahàvagga 律藏·大品 

·Cv. = Cåëavagga 律藏·小品 

·M. = Majjhima-nikàya 中部 

·S. = Saü yutta-nikàya 相應部 

·A. = Aïguttara-nikàya 增支部 

·Dhp. = Dhammapada 小部·法句 

·Sn. = Suttanipàta 小部·經集 

·Ap. = Apadàna 小部·本行 

·J. = Jàtaka 小部·本生 

·Ps. = Pañisambhidàmagga 小部·無礙解道 

·D.A. = Dãghanikàyaññhakathà 長部義注 

·Vbh.A. = Vibhaïga-aññhakathà 分別義注 

·Vm. = Visuddhimagga 清淨之道 

·M.1.374 中部 第一冊 第 374 節 

·Ap.39.92-95 本行 第 39 品 92-95 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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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ubbakammapilotikabuddha-apadàna 

Anotattasaràsanne, ramaõãye silàtale; 

Nànàratanapajjote, nànàgandhavanantare. 

Mahatà bhikkhusaïghena, pareto Lokanàyako; 

â sãno byàkarã tattha, pubbakammàni attano. 

Suõàtha bhikkhavo mayhaü , yaü  kammaü  pakataü  mayà; 

Pilotikassa kammassa, Buddhattepi vipaccati. 

(1) 

Munàëi nàmahaü  dhutto, pubbe a¤¤àsu jàtisu; 

Paccekabuddhaü  Surabhiü , abbhàcikkhiü  adåsakaü . 

Tena kammavipàkena, niraye saü sariü  ciraü ; 

Bahåvassasahassàni, dukkhaü  vedesi vedanaü . 

Tena kammàvasesena, idha pacchimake bhave; 

Abbhakkhànaü  mayà laddhaü , Sundarikàya kàraõ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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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宿業餘報的佛陀本行 

無熱惱池邊，可愛石床上， 

各種寶光耀，各種香林中。 

大比庫僧團，圍繞世間師， 

坐在那裡說，自己過去業。 

“諸比庫請聽，我所作之業， 

殘餘之舊業，成佛也受報。 

(1) 

我昔某一生，名母納惡人； 

誹謗獨覺佛，無染蘇勒毗。 

以該業果報，地獄久輪回； 

許多千年中，遭受痛苦受。 

以該業果報，今此最後生， 

孫德麗案件，我也遭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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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abbàbhibhussa Buddhassa, Nando nàmàsi sàvako; 

Taü  abbhakkhàya niraye, ciraü  saü saritaü  mayà. 

Dasavassasahassàni, niraye saü sariü  ciraü ; 

Manussabhàvaü  laddhàhaü , abbhakkhànaü  bahuü  labhiü . 

Tena kammàvasesena, Ci¤camànavikà mamaü ; 

Abbhàcikkhi abhåtena, janakàyassa aggato. 

(3) 

Bràhmaõo sutavà àsiü , ahaü  sakkatapåjito; 

Mahàvane pa¤casate, mante vàcemi màõave. 

Tatthàgato isi bhãmo, pa¤càbhi¤¤o mahiddhiko; 

Ta¤càhaü  àgataü  disvà, abbhàcikkhiü  adåsakaü . 

Tatohaü  avacaü  sisse, kàmabhogã ayaü  isi; 

Mayhampi bhàsamànassa, anumodiü su màõavà. 

Tato màõavakà sabbe, bhikkhamànaü  kule kule; 

Mahàjanassa àhaü su, kàmabhogã ayaü  isi. 

Tena kammavipàkena, pa¤ca bhikkhusatà ime; 

Abbhakkhànaü  labhuü  sabbe, Sundarikàya kàraõ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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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勝一切佛陀，弟子名難德； 

我曾誣陷他，地獄久輪回。 

一萬年之久，輪回地獄中； 

我雖得人身，也多遭誹謗。 

因為此業故，被少女金佳， 

在多人面前，遭不實誹謗。 

(3) 

我昔受敬重，博學婆羅門； 

大林教咒語，有五百學生。 

有隱士去那，五通大神力； 

我見他前來，誹謗無染者。 

我對弟子說：此隱士享欲。 

我這樣說後，學生也跟隨。 

從此諸學生，諸比庫家家， 

多人這樣說：此隱士享欲。 

以該業果報，此五百比庫， 

孫德麗案件，全體遭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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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Vemàtubhàtaraü  pubbe, dhanahetu haniü  ahaü ; 

Pakkhipiü  giriduggasmiü , silàya ca apiü sayiü . 

Tena kammavipàkena, Devadatto silaü  khipi; 

Aïguññhaü  piü sayã pàde, mama pàsàõasakkharà. 

(5) 

Purehaü  dàrako hutvà, kãëamàno mahàpathe; 

Paccekabuddhaü  disvàna, magge sakalikaü  khipiü . 

Tena kammavipàkena, idha pacchimake bhave; 

Vadhatthaü  maü  Devadatto, abhimàre payojayi. 

(6) 

Hatthàroho pure àsiü , paccekamunimuttamaü ; 

Piõóàya vicarantaü  taü , àsàdesiü  gajenahaü . 

Tena kammavipàkena, bhanto Nàëàgirã gajo; 

Giribbaje puravare, dàruõo samupàgami. 

(7) 

Ràjàhaü  patthivo àsiü , sattiyà purisaü  haniü ; 

Tena kammavipàkena, niraye paccisaü  bhusaü . 

Kammuno tassa sesena, idàni sakalaü  mama; 

Pàde chaviü  pakappesi, na hi kammaü  vinas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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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昔因錢財，殺死異母弟， 

丟棄於山路，並且扔石頭。 

以該業果報，迭瓦達投石， 

我的腳拇趾，被碎石砸破。 

(5) 

我昔為小孩，正在大街玩， 

路遇獨覺佛，朝他扔石頭。 

以該業果報，于此最後生， 

惡漢迭瓦達，企圖殺死我。 

(6) 

昔為騎象者，至上獨覺聖， 

他去托缽時，我放象攻擊。 

以該業果報，迷象那喇笈， 

在山圍城中，粗暴沖過來。 

(7) 

我昔為國王，以劍殺害人， 

以該業果報，地獄劇煎熬。 

以該業餘報，現在我整個， 

腳皮被處理，業實無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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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haü  kevaññagàmasmiü , ahuü  kevaññadàrako; 

Macchake ghàtite disvà, janayiü  somanassakaü . 

Tena kammavipàkena, sãsadukkhaü  ahå mama; 

Sabbe sakkà ca ha¤¤iü su, yadà hani Viñañåbho. 

(9) 

Phussassàhaü  pàvacane, sàvake paribhàsayiü ; 

Yavaü  khàdatha bhu¤jatha, mà ca bhu¤jatha sàlayo. 

Tena kammavipàkena, temàsaü  khàditaü  yavaü ; 

Nimantito bràhmaõena, Vera¤jàyaü  vasiü  tadà. 

(10) 

Nibbuddhe vattamànamhi, Mallaputtaü  niheñhayiü ; 

Tena kammavipàkena, piññhidukkhaü  ahå mama. 

(11) 

Tikicchako ahaü  àsiü , seññhiputtaü  virecayiü ; 

Tena kammavipàkena, hoti pakkhandikà mama. 

(12) 

Avacàhaü  Jotipàlo, Sugataü  Kassapaü  tadà; 

Kuto nu bodhi muõóassa, bodhi paramadullab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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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在漁村，曾為漁童， 

看見殺魚，產生愉悅。 

以該業報，我遭頭痛， 

維毒噠跋，殺諸釋迦。 

(9) 

普思聖教時，我罵其弟子： 

你們吃馬麥，不應吃米飯。 

以該業果報，住韋蘭迦時， 

婆羅門邀請，三月吃馬麥。 

(10) 

發生摔跤時，擊敗力士子； 

以該業果報，導致我背痛。 

(11) 

我昔為醫師，致泄長者子； 

以該業果報，導致我痢疾。 

(12) 

說到我護明，善至咖沙時： 

‘禿頭何覺悟？覺悟最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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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 kammavipàkena, acariü  dukkaraü  bahuü ; 

Chabbassànu'ruveëàyaü , tato bodhimapàpuõiü . 

Nàhaü  etena maggena, pàpuõiü  bodhimuttamaü ; 

Kummaggena gavesissaü , pubbakammena vàrito. 

Pu¤¤apàpaparikkhãõo, sabbasantàpavajjito; 

Asoko anupàyàso, nibbàyissa'manàsavo. 

Evaü  Jino viyàkàsi, bhikkhusaïghassa aggato; 

Sabbàbhi¤¤àbalappatto, Anotatte mahàsareti.8 

Itthaü  sudaü  Bhagavà attano pubbacaritaü  

kammapilotikaü  nàma Buddhàpadànadhammapariyàyaü  

abhàsitthàti. 

Pubbakammapilotikaü  nàma Buddhàpadànaü  dasamaü . 

 

 

 

 

 

 

 

                                                         
8 Ap.39.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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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業果報，帶來許多苦。 

六年伍盧韋，此後得菩提。 

我不以該道，得至上菩提； 

尋求以何道，防止過去業。 

已滅盡善惡，一切熱惱息， 

無愁無憂惱，寂滅者無漏。” 

在無熱惱大池，於比庫僧團前， 

證一切勝智力，勝者如此解說。 

 

這是跋葛瓦所講述自己過去所作之業的餘報，名

為佛陀本行法門。 

稱為宿業餘報的佛陀本行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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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忙讀者們理解聖典的文字，下面我們選

用了一組富有緬甸特色的插畫，來增加本書的趣味

性。這組插畫是出自緬甸薩該省(Sagaing)的酸伍本

雅新佛塔(Swam Oo Ponya Shin Zedidaw)中的掛畫。 

 

 

 

 

 

 

佛陀來到無熱惱池邊的香林中，坐在可愛的石床

上，向大比庫僧團講述自己過去生曾作過的惡業，

和今生遭受餘報之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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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在過去某一生中，曾投生為名叫母納離的惡

人，誹謗清淨無染的獨覺佛蘇勒毗。 

 

因該惡業的果報，長久輪回於地獄中許多千年，遭

受各種痛苦。以該惡業的果報，今此最後生，佛陀

也遭受孫德麗的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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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曾誣陷獨覺佛勝一切的弟子難德。 

 

 

因此投生到地獄中受苦一萬年之久。後來雖然得生

為人，也多遭受誹謗。今生則遭到少女金佳當眾的

誣衊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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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投生為受人敬重的博學婆羅門，在大林中

教導五百學生咒語。他見到有位五通隱士前來，在

弟子前誹謗說：此隱士享欲。他的學生也跟著誹謗。 

 

因該惡業的果報，此五百比庫皆受到孫德麗案件的

牽連而遭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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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曾因爭家產而殺死異母弟，將他丟棄于

山路並向他扔石頭。 

 

 

因該惡業的果報，今生遭迭瓦達德投石，佛陀的腳

拇趾被碎石砸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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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某一世還是小孩的時候，有一天在大街上

玩，見到獨覺佛走在路上，向他扔石頭。 

 

 

因該惡業的果報，今此最後生，惡漢迭瓦達德派殺

手企圖謀殺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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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曾投生為騎象者，有一次見到至上獨覺

佛去托缽，菩薩放出大象攻擊他。 

 

 

因該惡業的果報，迷象那喇笈利在王舍城中，粗暴

地向佛陀沖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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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投生為國王，曾以劍殺害人。 

 

 

 

因該惡業的果報，在地獄中遭受劇烈煎熬。今生也

以該業的餘報，佛陀的腳皮被處理。宿業實無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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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曾投生為漁村的漁童，因看見殺魚而感

到愉悅。 

 

 

因該惡業的果報，釋迦族人遭維毒噠跋屠殺時，佛

陀感到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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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思佛的教法時期，菩薩曾罵他的弟子說：你們

應該吃馬麥，不應吃米飯。 

 

 

因該惡業的果報，佛陀住在韋蘭迦時受婆羅門的邀

請，卻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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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曾投生為矮子，有次摔跤時擊敗了力士

子，把他的脊椎骨摔斷。 

 

 

因該惡業的果報，導致佛陀今生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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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過去世曾投生為醫師，因長者賴帳而使其兒子

腹泄。 

 

 

因該惡業的果報，導致佛陀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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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在過去咖沙巴佛時叫護明，曾因婆羅門出身而

輕蔑佛陀說：“禿頭憑什麼覺悟？覺悟最難得。” 

 

 

因該惡業的果報而遭受了許多苦。菩薩今生在伍盧

韋叻修了六年苦行，後來才得證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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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佛陀陀陀的的的宿宿宿業業業與與與餘餘餘報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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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佛陀的十二種餘報，該經的注釋《本行義

注》(Apadàna-aññhakathà)以攝頌的形式歸納為： 

Dukkara¤ca abbhakkhànaü , abbhakkhànaü  punàparaü ; 

Abbhakkhànaü  silàvedho, sakalikàpi ca vedanà. 

Nàëàgiri satthacchedo, sãsadukkhaü  yavakhàdanaü ; 

Piññhidukkhamatãsàro, ime akusalakàraõà'ti. 

“苦行與誣陷，再三遭誣陷； 

誣陷被石砸，碎片和苦受。 

那喇笈刀割，頭痛吃馬麥； 

背痛下痢疾，遭此不善罰。” 

 

下面，我們將根據該經義注和相關經文的記

載，來講述佛陀過去生所作的宿業與今生所遭受的

十二種餘報之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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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餘報 六年苦行 

苦行(dukkaraü )：是指我們的悉達多菩薩在成佛

前修了六年的苦行。 

在過去咖沙巴(Kassapa)正自覺者的教法時期，

我們的菩薩投生為一位名叫護明(Jotipàla)的婆羅門

青年。因為過去世善業成熟的結果，他有幸出生於

佛世，但由於婆羅門出身，他並不相信佛教。 

有一天，他的好友陶匠喀帝咖勒(Ghañikàra)邀請

他一起去拜謁咖沙巴佛陀:“來吧，朋友護明，我們

前往拜見咖沙巴跋葛瓦、阿拉漢、正自覺者吧！和

我一起去拜見那位跋葛瓦、阿拉漢、正自覺者好

吧！” 

由於菩薩對自己的婆羅門出身感到驕傲，他輕

蔑地說:“夠了，朋友喀帝咖勒，為什麼要去見那個

禿頭沙門？禿頭沙門憑什麼覺悟？覺悟是最難得

的。”9
 

因為這種輕蔑佛陀的惡業成熟，導致我們的菩

                                                         
9“夠了，朋友喀帝咖勒，為什麼要去見那個禿頭沙門？”出

自《中部·陶師經》(M.2.283)，“禿頭沙門憑什麼覺悟？覺悟

是最難得的。”出自《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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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在後來的許多百世中墮落到地獄等處，遭受無量

的痛苦惡報。又因為我們的菩薩曾經從過去佛陀之

處親自獲得授記，他以善業度過了漫長的生死輪

回。在積累巴拉密即將圓滿時，菩薩投生為韋山德

勒(Vessantara)王子。韋山德勒去世後，往生到喜足

天(Tusita)成為天子。在喜足天界享完天壽之際，由

於諸天的請求，菩薩于天界壽盡後，降生到瞻部洲

(Jambudãpa, 印度)的釋迦王族中。 

我們的菩薩長到二十九歲時，智慧逐漸成熟，

於是拋棄了統治整個瞻部洲的王位，在阿諾馬

(Anomà)河畔以利刀剃去自己的頭髮，接受由梵天送

來的神變所成的、劫初形成時從蓮花胎中生成的袈

裟、缽等八種必需品(aññha parikkhàrà)而出家。由於

菩提智見尚未成熟，菩薩並不知道成就佛果的道與

非道，於是花了六年的時間在伍盧韋叻(Uruvela)的

地方，以一食、一口、一人、一道、一座而食，饑

餓導致只剩下骨、皮、筋，無有血肉，身體就像餓

鬼的樣子，就如《經集·精勤經》(Padhànasutta)中所

說的那樣精勤、大精進地修苦行。 

關於我們菩薩出家後修習苦行的經過，記載於

《中部》的《大薩遮格經》《菩提王子經》《桑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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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經》中。這些經文如此描述： 

我現起三個如此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過的

譬喻。猶如潮濕、有汁的木頭浸在水中，有人拿著

上面的取火鑽木前來:“我要生火，我要點火。”你

認為如何，此人是否能夠對潮濕、有汁的木頭浸在

水中，用上面的取火鑽木磨擦而生火、點火呢？不

能！為什麼呢？因那木頭潮濕、有汁，而且它還浸

在水中，所以那個人只是徒勞、煩惱而已。 

同樣地，若有沙門或婆羅門身與心皆未遠離諸

欲而住，他的內心並未捨棄、未平息對諸欲樂的追

求、貪愛、迷醉、渴求、熱惱，不管這些可敬的沙

門婆羅門遭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之受，

他們不可能有智、見與無上正覺；不管這些可敬的

沙門婆羅門沒遭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

之受，他們也不可能有智、見與無上正覺。這是我

現起的第一個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過的譬喻。 

然後，我現起第二個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

過的譬喻。猶如潮濕、有汁的木頭離開水中，放在

地上，有人拿著上面的取火鑽木前來:“我要生火，

我要點火。”你認為如何，此人是否能夠對離開水

中放在地上的潮濕、有汁木頭，用上面的取火鑽木



佛陀的十二種惡報 

52 
 

磨擦而生火、點火呢？不能！為什麼呢？因那木頭

潮濕、有汁，即使離開水中放在地上，所以那個人

只是徒勞、煩惱而已。 

同樣地，若有沙門或婆羅門身與心雖遠離諸欲

而住，但他的內心並未捨棄、未平息對諸欲樂的追

求、貪愛、迷醉、渴求、熱惱，不管這些可敬的沙

門婆羅門遭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之受，

他們不可能有智、見與無上正覺；不管這些可敬的

沙門婆羅門沒遭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

之受，他們也不可能有智、見與無上正覺。這是我

現起的第二個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過的譬喻。 

然後，我現起第三個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

過的譬喻。猶如乾燥的枯木離開水中放在地上，有

人拿著上面的取火鑽木前來:“我要生火，我要點

火。”你認為如何，此人是否能夠對離開水中放在

地上的乾燥枯木，用上面的取火鑽木磨擦而生火、

點火呢？能！為什麼呢？因那是乾燥的枯木，而且

它還離開水中放在地上。 

同樣地，若有沙門或婆羅門身與心遠離諸欲而

住，他的內心已捨棄、平息對諸欲樂的追求、貪愛、

迷醉、渴求、熱惱，不管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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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之受，他們可能

有智、見與無上正覺；不管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

沒遭受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之受，他們

也可能有智、見與無上正覺。這是我現起的第三個

非不可思議、之前未曾聽過的譬喻。 

為此我這樣想:“就讓我以牙咬牙，舌抵上顎，

以心抑止、壓制、壓迫心吧！”我即以牙咬牙，舌

抵上顎，以心抑止、壓制、壓迫心。我以牙咬牙，

舌抵上顎，以心抑止、壓制、壓迫心後，汗從腋下

流出。猶如強壯之人抓著更弱小之人的頭或肩膀來

抑止、壓制、壓迫，同樣地，我以牙咬牙，舌抵上

顎，以心抑止、壓制、壓迫心後，汗從腋下流出。

雖然我的發勤、精進不退縮，建立之念不忘失，但

我的身體卻因為苦精勤、精勤克制而變得躁動且不

平靜。即使生起像這樣的苦受，也沒有佔據我的心

而住。 

為此我這樣想:“就讓我修習止息禪吧！”我

即停止用口和鼻呼吸。當我停止用口和鼻呼吸，風

從耳洞出時發出很大的響聲。猶如鐵匠的風箱吹動

時發出大響聲一樣，同樣地，當我停止用口和鼻呼

吸，風從耳洞出時發出很大的響聲。雖然我的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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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不退縮，建立之念不忘失，但我的身體卻因為

苦精勤、精勤克制而變得躁動且不平靜。即使生起

像這樣的苦受，也沒有佔據我的心而住。 

我停止用口、鼻和耳呼吸。當我停止用口、鼻

和耳呼吸，強風在頭頂翻攪，猶如強壯之人用利劍

劈開頭頂一樣…… 

然後是頭部劇烈的頭痛，猶如強壯之人用堅硬

的皮帶勒緊頭上的頭巾…… 

接著是強風割開腹部，猶如熟練的屠牛者或屠

牛者的學徒用利刀割開牛的腹部…… 

再後來是身體感到強烈的灼熱，猶如兩個強壯

之人抓著更弱小之人的兩隻手臂在火坑裡烘烤。同

樣地，當我停止用口、鼻和耳呼吸，身體感到強烈

的灼熱。雖然我的發勤、精進不退縮，建立之念不

忘失，但我的身體卻因為苦精勤、精勤克制而變得

躁動且不平靜。即使生起像這樣的苦受，也沒有佔

據我的心而住。 

有些天人看見我後這樣說:“沙門果德瑪死

了。”有些天人這樣說:“沙門果德瑪還沒有死，不

過快死了。”有些天人這樣說:“沙門果德瑪還沒有

死，也不會死。沙門果德瑪是阿拉漢，住于阿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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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像他這樣。” 

為此我這樣想:“就讓我實行完全斷食吧！”

於是諸天前來對我這樣說:“師父，你別實行完全斷

食。師父，如果你實行完全斷食，我們將用天食從

你毛孔注入，以它讓你維生。”對此我這樣想:“既

然我要實行完全絕食，而這些天人卻用天食從我毛

孔注入，以它讓我維生，我豈不是虛妄。”我拒絕

了那些天人說:“夠了。” 

為此我這樣想:“就讓我吃一點點食物，每次一

點點綠豆汁、扁豆汁或者豌豆汁。”於是我吃一點

點食物，每次一點點綠豆汁、扁豆汁或者豌豆汁。

我因此吃一點點食物，每次一點點綠豆汁、扁豆汁

或者豌豆汁，身體變得極為瘦削。猶如番薯藤結節

或黑藤結節一樣，我的肢節只因少吃而變成這樣；

猶如駱駝蹄，我的臀部只因少吃而成這樣；猶如念

珠串，我的脊椎骨只因少吃而隆起成這樣；猶如老

房子的椽木變得殘破，我的肋骨只因少吃變得壞損

成這樣；猶如深井裡的水光顯得深邃、幽深，我眼

窩裡的眼光只因少吃而顯得深邃、幽深成這樣；猶

如鮮采的苦瓜因風吹日曬而乾癟、萎縮，我的頭皮

只因少吃而乾癟、萎縮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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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觸摸肚皮可以碰到脊柱，觸摸脊柱可以碰到

肚皮，甚至我的肚皮只因少吃而緊貼著脊柱。我想

大便或小便，只因少吃而迎面跌倒在那裡。我想用

手拍打四肢以放鬆身體，為此我用手拍打四肢時，

只因少吃而根部爛壞的體毛從身上掉落。 

有些人看見我後這樣說:“沙門果德瑪是深藍

[皮膚]人。”有些人這樣說:“沙門果德瑪不是深藍

[皮膚]人，沙門果德瑪是黑[皮膚]人。”有些人這

樣說:“沙門果德瑪不是深藍[皮膚]人，也不是黑

[皮膚]人，沙門果德瑪是金色皮膚人。”我那清淨、

純淨的膚色只因少吃而損壞了。 

為此我這樣想:“無論過去任何沙門或婆羅門

所遭受的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烈之受，這

是極限，不會超越。無論未來……無論現在任何沙

門或婆羅門所遭受的劇烈、痛苦、強烈、粗重、激

烈之受，這是極限，不會超越。但我行此激烈的苦

行，仍無法證得能為聖者殊勝智見的上人法。是否

還有其他覺悟之道？” 

為此我這樣想:“記得父親釋迦[王]在耕作

時，我坐在清涼的瞻部樹陰下，離諸欲，離諸不善

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並住于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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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就是覺悟之道？”我回憶此事後意識到:

“這就是覺悟之道！”為此我這樣想:“我為何要

害怕這種樂呢？這種樂與諸欲無關，與不善法無

關。”為此我這樣想:“我不害怕這種樂，這種樂與

諸欲無關，與不善法無關。” 

為此我這樣想:“如此極端瘦弱的身體不容易

證得它，就讓我吃些粗食、飯或麵食。”我就吃了

些粗食、飯或麵食。 

那個時候，有五位比庫在侍奉我:“若沙門果德

瑪證得法，他將告知我們。”自從我吃了些粗食、

飯或麵食，那五位比庫厭惡地離開了我: 

“沙門果德瑪變奢侈，放棄精進，退回奢侈

了。”(M.1.374-382; 2.329-335; 2.477-483) 

《本行義注》繼續說，當菩薩意識到這些苦行

修法並非正覺之道，在村鎮王都吃了美味食物後，

諸根變得肥美，三十二大丈夫相也恢復圓滿。於是

菩薩次第來到菩提場，戰勝了五種魔而成為佛陀。 

在《小部·經集》中收錄了一篇《精勤經》，佛

陀以偈頌的方式講述了他與惡魔之間關於六年精勤

的一番對話。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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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蘭迦拉河，我精勤努力， 

為得解縛安穩，極努力禪修。 

那母吉10前來，說著憐憫話： 

‘你瘦弱難看，你接近死亡。 

死亡有千分，你生命僅一分， 

你活命吧！活命更好，活命將可做功德。 

你已行梵行，及奉侍祭火， 

積了很多功德，精勤還想做什麼？ 

精勤是難行道，苦行難得達。’ 

魔站在佛陀前說此偈。 

魔說了這些話，跋葛瓦這樣說： 

‘放逸的親屬，惡魔，來此想做什麼？ 

哪怕極少的功德，我也沒有需要， 

你這魔頭應該對那些想要功德者說。 

我擁有信仰、由此的精進和智慧， 

我如此努力，還問活命為何？ 

此風能吹幹諸河之流水， 

為何我努力，血液不會乾枯？ 

血液乾枯時，膽汁和痰也乾枯， 

                                                         
10 那母吉：巴厘語 Namuci，意為不放，即魔王。他對想要脫

離自己控制範圍的諸天和人都不肯放過(na mu¤cati)，給他們製

造障礙，所以叫“那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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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消耗時，心更加明淨， 

我住立于更強的念、智慧與定。 

我對此這樣住，得到最強之[苦]受， 

心對欲望無渴求，看，有情的清淨性。 

欲望是你的第一支軍隊，第二支叫做不樂， 

你的第三支是饑渴，第四支叫做貪愛。 

你的第五支是昏沉睡眠，第六支叫做戰慄， 

你的第七支是懷疑， 

你的第八支是偽善和頑固。 

利得、名聲、恭敬和不正當得來的名譽， 

抬高自己和貶低他人。 

那母吉，這是你的軍隊，黑魔的進攻， 

懦夫不能戰勝它， 

[但勇士]戰勝而得到快樂。 

持此門哲草(mu¤ja)，寧可厭棄我的生命， 

讓我死在戰場上，也比戰敗而偷生好。 

淹沒於此[魔軍]，一些沙門、婆羅門不能見， 

也不知那善行者們所走的道路。 

看見到處都是好戰的軍隊，魔乘著坐騎， 

我上前迎戰，[魔]無法把我趕下座位。 

有諸天的世間皆無法征服你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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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智慧破它，像用石[打破]未燒的缽。 

控制思惟，並善住立於念， 

從一國至一國地遊行，調伏眾多的弟子。 

他們不放逸、努力，實行我的教導， 

他們將走向無欲，去到那裡而無憂。’ 

‘步步跟蹤跋葛瓦七年，11 

找不到具念的正覺者的缺點。 

猶如烏鴉盤旋於色如脂肪的石頭， 

[心想:]我們可在此享用鮮嫩或美味。 

在那裡得不到美味，烏鴉飛離那裡， 

如烏鴉碰到石頭，我們對果德瑪氣餒。’ 

他憂傷地敗北，琵琶從腋下掉落， 

那亞卡12憂心地從那裡消失。”(Sn.427-451) 

對於菩薩的六年苦行，必須避免兩種錯誤觀

點。第一種認為菩薩之所以成佛是由於六年苦行的

結果，好像把苦行說成是成佛之因一樣。其實，苦

行是印度諸外道採用的修行方式，那只是自我摧

殘、自我折磨、毫無意義的修行。因為我們的菩薩

當時還是凡夫，才會選擇修行外道之法；聖者已經

斷除了戒禁取邪見，是不可能再修行此類外道法

                                                         
11

 之前菩薩時跟蹤了六年，成佛後還繼續跟蹤了一年。 

12
 亞卡：巴厘語 yakkha 的音譯，舊譯夜叉。這裡指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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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由於菩薩的慢佛宿業成熟，才導致苦行

持續六年之久。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菩薩只有

放棄苦行，行于中道，才成就了佛果。 

第二種認為六年苦行乃佛陀所示現。佛陀示

現，總是有一定的教化意義或示範作用。苦行乃佛

陀所批判，毫無教化意義可言，更不值得示範。 

正因如此，佛陀在他成佛後的第一次說法中，

開門見山地否定苦行，表明了佛陀對苦行的鮮明態

度，並把它與縱欲相提並論，強調它是出家人應該

避免的兩種極端之一： 

“諸比庫，有兩種極端乃出家者所不應親近。

哪兩種呢？若沉迷于對諸欲的欲樂享受者，乃卑

劣、粗俗、凡庸、非聖、無益的；若從事此自我折

磨者，乃苦、非聖、無益的。”(S.5.1081) 

根據法性定律(dhammaniyàma)，三世諸佛必定

是出家後才證悟佛果的，不可能處於居家而成佛。

在出家之後，成佛之前，他們都會實行一段或長或

短時間的苦行。《巴厘三藏》中有記載的過去佛共計

有二十八位。由於我們的菩薩在上一位佛陀咖沙巴

佛的教法時期，曾經造下輕蔑佛陀的宿業，導致他

今生出家後修了六年極端苦行的餘報，成為二十八

位過去佛中行苦行時間最長才證悟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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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八佛行苦行時間表 

 佛陀名 苦行時間 

1 丹杭咖勒佛 十個月 

2 美唐咖勒佛 六個月 

3 薩勒囊咖勒佛 三個月 

4 燃燈佛 十個月 

5 袞丹雅佛 十個月 

6 吉祥佛 八個月 

7 善意佛 十個月 

8 雷瓦德佛 七個月 

9 索毗德佛 七天 

10 最高見佛 十個月 

11 紅蓮花佛 八個月 

12 那勒德佛 七天 

13 勝蓮花佛 七天 

14 善慧佛 十五天 

15 善生佛 九個月 

16 喜見佛 六個月 

17 見義佛 八個月 

18 見法佛 七天 

19 悉塔特佛 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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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帝思佛 八個月 

21 普思佛 六個月 

22 維巴西佛 八個月 

23 西奇佛 八個月 

24 韋沙菩佛 六個月 

25 咖古三特佛 八個月 

26 果那葛馬那佛 六個月 

27 咖沙巴佛 七天 

28 果德瑪佛 六年 

《本行》聖典在談到菩薩的慢佛宿業和六年苦

行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說到我護明，善至咖沙時： 

‘禿頭何覺悟？覺悟最難得。’ 

以該業果報，帶來許多苦。 

六年伍盧韋，此後得菩提。 

我不以該道，得至上菩提； 

尋求以何道，防止過去業。 

已滅盡善惡，一切熱惱息， 

無愁無憂惱，寂滅者無漏。”(Ap.1.39.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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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餘報 少女金佳誣陷 

誣陷(abbhakkhànaü )：是指佛陀遭到少女金佳

的詆毀、誣衊。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世有一次出生于首陀羅家

庭，是一個無名無份、無所作為的惡人，名叫母納

離(Munàëi)。當時，有位大神通、大威力的獨覺佛名

叫蘇勒毗(Surabhi)，因為有事來到他的附近站著。

母納離看見獨覺佛後，用“這個沙門是破戒者、惡

法者”等語言辱駡獨覺佛。13 

由於這個不善業的原因，菩薩在後來的輪回中

墮落到地獄等惡趣中遭受了許多千年的痛苦後，又

一直輪回到了現在這個最後生。 

當我們的菩薩還居住在喜足天界、尚未降生人

世間的時候，當時的那些外道已經比跋葛瓦更早就

出名了，他們到處雲遊，鼓吹著六十二種邪見欺騙

所有人。菩薩從喜足天降生到釋迦王族並次第成佛

後，外道們就像太陽當空照耀時，螢火蟲失去光明

                                                         
13《本行》聖典中說被辱駡的是獨覺佛勝一切(Sabbàbhibhu)的

弟子難德(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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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失去了供養和禮敬，於是他們憎恨跋葛瓦，

盤算著要如何破壞跋葛瓦的聲譽。 

故事發生在跋葛瓦證悟正自覺的第六年。有一

次，王舍城長者(Ràjagahaseññhi)在恒河中結網時，得

到一塊昂貴的紅旃檀木塊，他想:“我們家中有很多

旃檀木，這塊紅旃檀木就請轆轤匠車成缽後，用竹

竿一節一節綁好後掛在最頂上，到處擊鼓說:‘誰能

用神通拿到這個缽，我就將它供養給他。’” 

於是，王舍城長者把那塊紅旃檀木雕刻成缽

後，用網袋裝著，懸掛在竹竿頂，再用一條條竹竿

綁好後，這樣說:“若哪位沙門或婆羅門是阿拉漢且

有神通者，請拿走佈施之缽。” 

當時，布勒納·咖沙巴(Påraõa Kassapa)14來到王

舍城長者之處說:“居士，我是阿拉漢且有神通者，

請把缽給我吧！” 

“尊者，若您真的是阿拉漢且有神通者，請拿

走佈施之缽。” 

當時，馬克離·苟薩叻(Makkhali Gosàla)……阿

                                                         
14 布勒納·咖沙巴和下麵的馬克離·苟薩叻、阿吉德·給思甘拔叻

等，是與佛陀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外道六師”，即西元前 6 世

紀時古印度的哲學家和宗教大師，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

張和學說，具體記載於《長部·沙門果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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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給思甘拔叻(Ajita Kesakambala)……巴古特·咖

吒亞那(Pakudha Kaccàyana)……山吒亞·悲喇特子

(Sa¤jaya Belaññhaputta)對王舍城長者說:“居士，我

是阿拉漢且有神通者，請把缽給我吧！” 

“尊者，若您真的是阿拉漢且有神通者，請拿

走佈施之缽。” 

尼甘陀·那特子(Nigaõñha Nàñaputta)對自己的徒

眾說:“我走近竹竿後要飛到空中，那時你們要抓住

我的肩膀阻攔我:‘請您不要為了用燒屍柴做成的

缽而輕易顯現神通。’”然後他們來到王舍城長者

之處，尼甘陀·那特子假裝著要顯現神通的樣子，被

他的徒眾阻止了。 

那時候，賓兜叻跋勒德瓦哲(Piõóolabhàradvàja)

尊者和馬哈摩嘎喇那(Mahàmoggallàna)尊者站在綿

亙三牛呼15的岩石山頂，穿好袈裟、拿了缽，正準備

進入王舍城去托缽集食，聽到了城裡面傳過來的嘈

雜聲。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對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說:

“具壽跋勒德瓦哲是阿拉漢且有神通者，你飛到空

                                                         
15

 牛呼：巴厘語 gavuta，長度單位，四分之一由旬，接近 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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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拿那個缽，那個缽就是你的。” 

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說:“尊者，您是跋葛瓦

弟子中擁有神通住於第一位的，您去拿吧！” 

“我叫你去拿吧！” 

於是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站在原地，把腳掌

固定在三牛呼的岩石山，決意岩石山像鍋蓋一樣覆

蓋住整座王舍城。 

那時，市民們遠遠望見立定在水晶石山上猶如

紅線一般的長老後，高聲呼喊：“跋勒德瓦哲尊者，

請保佑我們！”並誠惶誠恐地頂禮。 

當時，長老站在那座山顯現神通，飛上空中取

了那個缽，並繞王舍城三次。 

那個時候，王舍城長者和妻兒在自己家中站

著，合掌禮敬說:“尊者，願聖尊跋勒德瓦哲站在我

們家！”於是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站在王舍城長

者的家中。於是，王舍城長者從賓兜叻跋勒德瓦哲

尊者手中取了缽，裝滿珍饈美饌後供養。於是尊者

拿了該缽回去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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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為了一個旃檀木缽而于在家

人面前顯現神通，遭到佛陀的呵斥和禁止。 

王舍城的市民看見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顯現

神通，並聽說他拿了王舍城長者的缽，於是緊跟在

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的後面來到僧園，並發出很

大的嘈雜聲。 

那時跋葛瓦在竹林園坐著，聽見嘈雜聲後問阿

難尊者:“那是什麼聲音那麼嘈雜？” 

“尊者，據說賓兜叻跋勒德瓦哲尊者拿了王舍

城長者的缽，那是興奮的市民發出的歡呼聲。” 

那時，跋葛瓦為了避免未來因為比庫顯現神通

而可能發生的非難，把那個缽拿過來後，吩咐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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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它打破並磨成粉末，給比庫們作塗眼藥粉，並

制定一條學處： 

“諸比庫，不得向在家人顯示上人法、神通神

變。若顯示者，犯惡作。”(Cv.252) 

隨後，外道們得知：據說沙門果德瑪為弟子們

制定的學處，他們即使遇到生命的危險也不會違越

它。好啊，我們將變現神通，向沙門果德瑪挑戰。

然後到處在人群中興奮地叫嚷著。 

馬葛特國的賓比薩勒王聽見那些外道的叫嚷

後，來到跋葛瓦跟前，頂禮後坐在一邊，對跋葛瓦

說:“尊者，您為弟子們制定的學處是否也適用于跋

葛瓦？” 

“大王，對這個問題我想問問你：假如有人偷

吃了你果園中的芒果而受到處罰，除了處罰他以

外，你是否也要一起受處罰？” 

“不用，尊者，不用處罰我。” 

“同樣地，大王，並沒有為我而制定的學處。” 

“尊者，您將在哪裡顯現神變？” 

“在沙瓦提城(Sàvatthã)附近的甘德芒果樹下，

大王。” 

“薩度！尊者，到時我們一定要去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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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外道們聽說跋葛瓦要在沙瓦提城附近的

甘德芒果樹下顯現神變，於是把沙瓦提城市周邊的

所有芒果樹都砍掉了。整個瞻部洲的居民都聚集在

沙瓦提城市的大廣場處，他們把床和床拼在一起，

從東南西北四方各遍滿了十二由旬。 

跋葛瓦也準時到達沙瓦提城，在阿薩爾哈月

(â sàëha)的月圓日（在陽曆 7 月）早上，完成了該做

的事情後，去到那個地方坐著。 

那時，有個名叫甘德(Kaõóa)的守園人在蟻洞裡

看見一顆熟透了的芒果，心想:“如果我把這顆芒果

拿去送給國王，只可以得到一些錢，但若供養給跋

葛瓦，則可以獲得今生和來世的成就。”於是他供

養給了跋葛瓦。跋葛瓦接過芒果後，吩咐阿難尊者:

“把這果子壓碎後做成果汁。”尊者照著做了。 

跋葛瓦喝了芒果汁後，把芒果核遞給守園人說:

“把它種了。”守園人除去一些砂土後把它種了，

阿難尊者則拿著水瓶澆水。 

說來也神奇，剛剛種下不久的芒果核即刻長出

了芒果芽，大眾都看見嫩枝、樹枝、開花、結果並

長滿了整棵樹。掉落的芒果即使讓整個瞻部洲的居

民來吃也都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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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跋葛瓦從東方的輪圍世界到西方的輪圍

世界，經過我們這個輪圍世界的須彌山上空，變現

出一條珠寶經行道，然後在上面向無數的會眾作獅

子吼，並在方圓二十四由旬的人群大眾中顯現“雙

神變”(yamakapàñihàriya)。 

雙神變是只有諸佛如來才能顯現的、與諸弟子

不共通的神變。當佛陀顯現雙神變時，從上半身噴

出火焰，從下半身噴出水；從下半身噴火，從上半

身噴水；從前半身噴火，從後半身噴水；乃至從每

一身毛噴火、噴水，從每一毛孔噴火、噴水；全身

放射出六色光芒；佛陀在經行、站立、坐著或躺臥，

而另外變化出來的佛陀則作不同的姿勢。(Ps.1.116) 

佛陀顯現大神通征服諸外道後想:“過去諸佛

顯現這種神變後在哪裡度雨安居16？”然後知道他

們都會在三十三天界度雨安居並為母教導阿毗達

摩。於是，佛陀像過去諸佛那樣，以神變自在去到

三十三天界(Tàvatiü sa Devaloka)，在那裡度過了他

                                                         
16 雨安居：印度一年分為三個季節：熱季、雨季和涼季。在雨

季的四個月當中，佛陀規定僧人在其中的三個月期間停止到處

雲遊，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度雨安居並精進地禪修。雨安居的

時間在每年陽曆 7 月月圓日翌日至 10 月的月圓日，約相當於

中國農曆的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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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悟正自覺後的第七個雨安居。 

在那個雨安居期間，跋葛瓦坐在天界珊瑚樹

(Pàricchattaka)下的黃色石座(Paõóukambalasilàsana)

上，用相當於人間三個月的時間，向來自一萬個輪

圍世界的諸天人及梵天人無間斷地開示阿毗達摩，

當時的主要聽眾是佛陀已經去世並往生到喜足天

(Tusita)成為天子的母親馬哈馬雅(Mahàmàyà)。當跋

葛瓦開示阿毗達摩時，以母親為首的許多天人都證

悟了入流道等諸聖道。 

雨安居結束時，跋葛瓦在許多諸天和梵天人的

圍繞下，從天而降，為了攝受世間而降落在桑咖思

(Saïkassa)城門。當時，沙格天帝(Sakkadevànaminda)

修建了由黃金、寶石和白銀造的三道階梯，諸天從

右側的黃金階下來，大梵諸天從左側的白銀階下

來，跋葛瓦則從中間的寶石階下來。(Dhp.A.181) 

那時，跋葛瓦所獲得的恭敬就像遍佈瞻部洲中

間的五大河(pa¤camahàgaïgà)一般。 

因為佛陀令無數的人類與天人進入聖者之地，

供養和恭敬也與日俱增，而外道們則像大白天裡的

螢火蟲失去了光明一樣，供養和恭敬日漸減少。他

們站在人行道中間聲嘶力竭地向人們叫喊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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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只有沙門果德瑪才是佛，我們也是佛！為什麼

只有佈施他才有大果報，佈施我們也有大果報！你

們佈施、恭敬我們吧！”雖然他們如此賣力討好人

們，但仍然不能獲得供養和恭敬，於是他們想方設

法盤算著要破壞佛陀的聲譽。 

那個時候，在沙瓦提城有一個名叫少女金佳

(Ci¤camàõavikà)的游方外道女弟子，她長得天生麗

質，美麗動人，貌若天仙。有一天，她走進外道寺

廟，看見外道們憂愁、鬱悶、垂頭喪氣地坐著。她

向他們禮敬，但沒人理睬她，她再三行禮，外道們

還是對她不理不睬。 

少女金佳納悶地問:“尊師啊！我到底犯了什

麼過錯，你們為什麼不理我呢？” 

外道回答說:“賢妹，自從沙門果德瑪出現以

後，就害得我們沒有供養和恭敬，連這裡的市民都

不再理睬我們了。” 

“尊師！但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賢妹，如果你希望我們快樂，就自己想辦法

損害沙門果德瑪的聲譽，讓他失去供養和恭敬。” 

“是！尊師，這事由我來負責，你們不用擔

心！” 



佛陀的十二種惡報 

74 

 

從那天開始，每當傍晚沙瓦提城的市民聽完法

離開揭德林(Jetavana)時，少女金佳把自己打扮得花

枝招展，穿上胭脂色的外衣，手中拿著香和花鬘，

朝揭德林的方向走去。當人們問她要去何處時，她

回答:“你們幹嘛想知道我去哪兒呢？”然後她在

揭德林附近的外道寺院裡過夜。隔天清晨，她裝著

好像在揭德林中過夜一般走進城中。當人們問她在

何處過夜時，她回答:“你們幹嘛想知道我在哪兒過

夜呢？我在揭德林和沙門果德瑪一起在香室中過夜

呢！”有人開始起了疑心:“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呢？” 

過了三、四個月，她用布塊裹住腹部，並穿上

紅色的上衣，看起來好像懷孕的樣子。有些愚人的

信心開始動搖:“沙門果德瑪讓她懷孕了。” 

八、九個月後，她用繩子綁了一個木盆，用牛

的下顎骨把自己的手足背打腫，裝成身體疲憊的樣

子，看上去就像快要臨盆一般。 

在傍晚時分，當佛陀坐在法座上向大眾說法

時，她走進法堂站在佛陀面前，指著佛陀說： 

“大沙門！你只知道向大眾說法，滿口甜言蜜

語。我因你而懷孕，現在快要分娩了，但你既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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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排產房，自己不準備酥油、油等，也不叫高思

叻王、給孤獨長者或維沙卡(Visàkhà)等為我做點適

當的事。你只知道自己快活，卻從來不關心一下我

們的胎兒。”她就像抓起糞塊拼命想弄髒清淨的月

輪一樣，在人群中誣衊如來。 

如來停止說法，像獅子吼一樣說:“阿妹，你所

說的是真是假，只有我和你才知道。” 

“是的，大沙門，只有你和我才知道這事的真

相！” 

這時，沙格天帝的黃色石座熱了起來，他一檢

查，便明白是少女金佳在誣衊如來，決定澄清此事，

於是命令兩位天子，叫一位天子化身為小老鼠，跑

到少女金佳的衣服裡，咬斷了綁木盆的繩子；另一

位天子吹起一陣風將她的上衣掀開，讓木盆掉下

來。他們照著做了，結果掉落的木盆正好砸在她的

腳背上，切斷了雙腳尖。 

真相大白，在法堂裡坐著的那些凡夫們憤怒地

罵她:“你這個邪惡的賤人，竟然這樣誣衊三界之

主！”他們向她的頭上吐口水，用拳頭、土塊、木

棍等打她，把她趕出法堂。 

當少女金佳走出如來的視線之外時，大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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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火焰從無間地獄中噴上來，把她捲入無間地獄。

(Dhp.A.176; Ap.A.1.82) 

平息這件誹謗案後，跋葛瓦的供養和恭敬反而

比以前更多了。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誹謗宿業和遭少女

金佳誣陷的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勝一切佛陀，弟子名難德； 

我曾誣陷他，地獄久輪回。 

一萬年之久，輪回地獄中； 

我雖得人身，也多遭誹謗。 

因為此業故，被少女金佳， 

在多人面前，遭不實誹謗。”(Ap.1.39.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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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餘報 孫德麗誣陷 

誣陷(abbhakkhànaü )：是指佛陀遭到孫德麗的

詆毀、誣衊。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世有一生曾經投生為一

個無名無份的惡人，名叫母納離(Munàëi)。他因結交

惡人的緣故，誹謗一位名叫蘇勒毗(Surabhi)的獨覺

佛:“這個比庫是破戒者、惡法者。” 

由於這個不善的語業，使他許多千年都在地獄

中煎熬。到了最後這一生，以十種巴拉密成就之力

而生為佛陀，並得到最高的供養和最好的名聲。 

見到佛陀獲得的殊勝供養和名聲，外道們痛

苦、悲傷地坐著，再一次策劃要如何才能使沙門果

德瑪身敗名裂。 

當時，有一個名叫孫德麗(Sundarã)的游方外道

女弟子來到他們跟前，禮敬後站著，看見他們沉默

著，奇怪地問:“我犯了什麼過錯？” 

外道回答說:“沙門果德瑪正妨礙著我們，你都

無動於衷，這是你的過錯。” 

“這樣，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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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辦法損害沙門果德瑪的聲譽。” 

“好吧！尊師，我努力。” 

從那天開始，孫德麗就像上述少女金佳那樣如

法炮製，並回答見到的人:“我和沙門果德瑪在香室

中一起過夜回來。”於是外道們開始誹謗:“朋友

們，請看看沙門果德瑪的所作所為。”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誹謗宿業和遭孫德

麗誣陷的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某一生，名母納惡人； 

誹謗獨覺佛，無染蘇勒毗。 

以該業果報，地獄久輪回； 

許多千年中，遭受痛苦受。 

以該業果報，今此最後生， 

孫德麗案件，我也遭誣陷。”(Ap.1.39.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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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餘報 孫德麗謀殺案 

誣陷(abbhakkhànaü )：是指佛陀受孫德麗謀殺

案的牽連而遭詆毀、誣衊。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生曾投生於一個婆

羅門家庭，他博學多聞、才華出眾，受到大眾的恭

敬和尊重。後來，他出家成為苦行僧，在喜馬拉雅

山的森林中以草木之根和野果為食，並以教導許多

學生念咒。 

當時，有一位證得了八定和五神通的苦行僧來

到他們居住的地方。婆羅門見到這位清淨無染的隱

士後覺得很不順眼，心生妒嫉並誹謗說:“這個享受

欲樂的詭詐隱士。”並對自己的弟子們說:“這個隱

士做這樣的不正行。”那些弟子也跟著那樣詆毀、

誣衊。 

由於這個不善業的果報，菩薩在後來的輪回中

有好幾千年都墮落到地獄中受苦。到了最後這一生

成為佛陀，並得到最高的供養和最好的名聲，就如

天空中十五的月亮一樣顯耀。 

下面的故事是接續上一節的。外道派他們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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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孫德麗去製造緋聞欲譭謗佛陀後，又用錢收買

了幾個酒鬼，指使他們說:“你們把孫德麗殺死，然

後丟棄在揭德林門口的附近，並用泥土掩埋。”他

們照著做了。 

隨後，外道們到國王那裡去告狀:“我們的女弟

子孫德麗失蹤了。”國王命人調查。 

他們在自己掩埋的地方挖出孫德麗的屍體，放

在床上抬去見國王，並抬著滿城遊街，邊走邊高聲

叫嚷著，誣陷跋葛瓦和比庫僧團:“朋友們，快來看

呐，這是沙門果德瑪的弟子們所做的。” 

外道們殺死孫德麗之後，抬屍遊街嫁禍佛陀和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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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命令說:“儘快查出殺死孫德麗的兇手。” 

不久，那些酒鬼喝醉了酒，互相爭吵著:“是你

殺死孫德麗，是你殺死孫德麗。” 

國王的部下接到舉報，逮捕了那些酒鬼，並押

送到國王那裡。 

國王問:“是不是你們殺死孫德麗？” 

“是的，大王。” 

“誰指使你們的？” 

“是某某外道，大王。” 

國王把那些外道抓來審問，然後說:“賤人，你

們去城裡高聲宣佈:‘是我們為了誣陷佛陀，策劃殺

死了孫德麗然後嫁禍跋葛瓦和他的弟子們的，跋葛

瓦和他的弟子們並沒有殺人。’” 

外道們照著做了，整座城市的居民才明白真

相。國王把那些外道和酒鬼都處決了。此後，跋葛

瓦的供養和恭敬更加增長了。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誹謗宿業和受孫德

麗謀殺案牽連的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受敬重，博學婆羅門； 

大林教咒語，有五百學生。 

有隱士去那，五通大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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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他前來，誹謗無染者。 

我對弟子說：此隱士享欲。 

我這樣說後，學生也跟隨。 

從此諸學生，諸比庫家家， 

多人這樣說：此隱士享欲， 

以該業果報，此五百比庫， 

孫德麗案件，全體遭誣陷。”(Ap.1.39.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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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再講一個佛陀遭受辱駡的故事。 

在北印度古盧國(Kururaññha)有個名叫馬甘迪亞

(Màgaõóiya) 的婆羅門，他的女兒叫馬甘迪婭

(Màgaõóiyà)，她長得天姿國色、貌若天仙。她父親

認為沒有人能配得上他的女兒，於是把前來求婚的

大戶人家一一呵斥走:“你們配不上我的女兒。” 

佛陀有個習慣，每天淩晨時分都會進入大悲

定，出定後遍觀世間，看看有哪些人證悟聖道聖果

的巴拉密即將成熟，以便白天前往度化他們。 

這一天，導師17在淩晨觀察世間時，看見馬甘迪

亞婆羅門和他的夫人都有證悟不來果的親依止緣

(upanissaya)，於是拿了自己的衣缽，朝婆羅門在鎮

外事火的地方走去。 

馬甘迪亞婆羅門看見如來莊嚴偉岸的樣子，心

想:“在這世間再也不可能找出像這個男人一樣的

男人了，只有他才配得上我的女兒，我要把我的女

兒許配給這男人。”然後說:“沙門，我有個女兒，

我一直都找不到配得上她的男人，但你配得上她，

她也配得上你，給你做妻子，她也算找到了夫家。

                                                         
17 導師：巴厘語 Satthà，這裡專指佛陀。由於本書譯自不同的

經典，在聖典中多數稱佛陀為“跋葛瓦”，義注中則稱“導

師”。此外，正自覺者、大沙門等也是指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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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站在這裡等我回來。” 

導師只是沉默著，什麼都沒說。 

婆羅門急忙跑回家喊道:“夫人，夫人，我看到

配得上我們女兒的男人了，趕快叫她化妝。”想等

她化妝後，和婆羅門女一起帶女兒到導師跟前。 

整座城市都轟動了，大家都知道:“他一直都找

不到配得上他女兒的男人，今天終於見到配得上她

的了。那是怎樣的一個男人，讓我們都去看看吧！”

於是很多人都跟著他一起前往。 

在他帶著女兒前來的時候，導師並沒有站在原

來說話的地方，只是留下一串腳印而走到另外一個

地方站著。諸佛只有在決意後，踏過的地方才會留

下腳印，而非他處。因此導師決意讓他們看見腳印。 

婆羅門女問婆羅門說:“那個男人在哪？” 

“我叫他在這裡站著，但他不知跑哪兒去

了？” 

他們看見了腳印。婆羅門女精通相術、咒語和

三吠陀，她觀察了導師的腳印後，判斷說:“婆羅

門，這不是一個享受五種欲樂者的腳印。” 

婆羅門不信。她繼續說:“婆羅門，你自己去對

他說吧，但這不是一個享受五種欲樂者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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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順著腳印找到了導師 :“就是這個男

人！” 

“沙門，我想把我的女兒許配給你做妻子。” 

導師並不回答說他接不接受婆羅門的女兒做妻

子，而是說:“婆羅門，我給你們講個故事。” 

“沙門，請講吧！” 

於是導師把他過去的經歷從大出離開始講述，

說到魔王跟隨他到阿哲巴叻榕樹(Ajapàlanigrodha)

下，並派遣他的三個女兒愛(Taõhà)、不樂(Aratã)和

貪(Ragà)化成絕色少女的樣子來引誘他。導師說:

“那時我都沒有欲望。”並說了以下的偈頌： 

Disvàna taõhaü  aratiü  raga¤ca, 

Nàhosi chando api methunasmiü ; 

Kimevidaü  muttakarãsapuõõaü , 

Pàdàpi naü  samphusituü  na iccheti. 

“見了愛.不樂和貪， 

也對性愛無意欲， 

對此充滿屎尿物， 

連腳也不想碰她。”(Sn.841) 

說完偈頌時，婆羅門夫婦都證悟了不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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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甘迪亞婆羅門企圖把他的女兒馬甘迪婭嫁給佛

陀。佛陀向婆羅門夫婦說法，使他們都證悟不來果。 

馬甘迪婭後來嫁給高賞比國王並做了王后。當佛陀

去到那裡時，王后唆使一幫愚人辱駡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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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恃貌美的馬甘迪婭聽了，卻開始仇恨

導師，心想:“如果你不要我，就直截了當地說不

要，為什麼還要罵我是充滿屎尿之物，連腳也不想

碰一下？等我找到一個擁有身份、領土、財富、名

望和青春的丈夫，再來對付你這個沙門果德瑪！” 

導師是否知道她會對自己產生仇恨呢？當然知

道。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說出這首偈頌？是為了

婆羅門夫婦兩人。諸佛確實不會在乎別人的仇恨，

而只在乎能否引導人證悟聖道聖果而說法。 

既然馬甘迪亞婆羅門夫婦都已經證悟了不來

果，他們也就對俗家的生活不再感興趣。於是，他

倆把女兒委託給她的舅舅後，雙雙出家精進禪修，

不久之後皆證悟了阿拉漢道果。 

她舅舅想:“低等的人都配不上我的外甥女，只

有國王才配得上。” 

於是，她舅舅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後，送到高

賞比國(Kosambã)的伍迭那王(Udena)那裡，說:“這

個女寶配得上大王。”國王見到她後，立刻產生了

強烈的愛欲，給她安排了五百個宮女服侍她，後來

又立她做了王后。 

當時，伍迭那王已有了名叫薩瑪瓦蒂(Sàmàvatã)

的王后，她是位虔誠的佛陀在家弟子。當馬甘迪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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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進王宮中後，一心想除掉這個情敵和仇敵，於是

多次以誣陷、造謠的方式中傷薩瑪瓦蒂。 

有一次，導師來到高賞比的時候，她誣衊薩瑪

瓦蒂與宮女們在宮牆上挖洞偷看男人。國王前往調

查後，才得知她們是在瞻視佛陀，於是反而派人在

宮牆上開了窗讓她們繼續瞻視。 

馬甘迪婭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我要怎麼對付

沙門果德瑪？” 

於是，馬甘迪婭指使一幫奴僕、工人和傭人，

在導師進入城中時去辱駡、羞辱他，企圖把他趕走。 

那些持邪見者對三寶沒有信仰，他們進入城中

尾隨在導師後面不斷地辱駡:“你這個強盜，愚人，

蠢人，駱駝，牛，馬，墮地獄者，畜牲，你不會投

生善趣，你只有墮落惡趣。”這幫愚人用這十種罵

詈事來辱駡、羞辱佛陀。 

阿難尊者確實聽不進去，對導師說:“尊者，這

些市民都在辱駡、羞辱我們，我們到其它城市去

吧！” 

“阿難，要到哪裡去？” 

“其它城市。” 

“如果那裡的人們也在辱駡我們，我們又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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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呢？阿難。” 

“再去其它城市，尊者。” 

“如果那裡的人們也在辱駡我們，我們又要去

哪裡呢？阿難。” 

“再去其它城市，尊者。” 

“阿難，這樣做是不適合的。問題在哪裡發生，

就要在那裡解決，解決之後才適合離開。阿難，誰

在辱駡？” 

“尊者，包括奴僕、工人的所有人都在罵。” 

“阿難，我就像在戰場上發情的大象一樣。戰

場上發情的大象能夠忍耐、承受由四面八方射來的

箭，同樣地，承受來自許多無德者的各種流言蜚語

也是我的責任。” 

接著，導師就自己遭受辱駡的事，說了《法句·

象品》中的三首偈頌： 

Ahaü  nàgova saïgàme, càpato patitaü  saraü ; 

Ativàkyaü  titikkhissaü , dussãlo hi bahujjano. 

Dantaü  nayanti samitiü , dantaü  ràjàbhiråhati; 

Danto seññho manussesu, yotivàkyaü  titikkhati. 

Varamassatarà dantà, àjànãyà ca sindhavà; 

Ku¤jarà ca mahànàgà, attadanto tato vara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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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象在戰場，忍受弓箭射。 

我也忍誹謗，無德人多數。 

馴服象可赴集會，馴服象可為王乘； 

若能堪忍誹謗罵，人中最上調伏者。 

馴馬更優良，駿馬為信度， 

大象袞哲勒，自御更優秀。”(Dhp.320-322) 

“阿難，這些辱駡最多不會超過七天，到第八

天將會自動平靜。對諸佛發生的問題不會超過七

天。馬甘迪婭想借辱駡趕走導師是不可能的！”

(Dhp.A.21-23, 3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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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餘報 三個月吃馬麥 

吃麥 (yavakhàdanaü )：佛陀居住在韋蘭迦村

(Vera¤jà)時，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據說在過去九十二個大劫以前，我們的菩薩曾

投生於某一家庭。當時他因為自己的出身和暗愚無

知的緣故，看見普思佛(Phussa Buddha)的弟子們在

吃米飯等美味飲食時，厭惡地說:“咄，禿頭沙門怎

麼也吃米飯？他們只應該吃麥。” 

菩薩因為該不善業的果報，在以後的輪回中有

許多千年都墮落到四惡趣中受苦。在此最後一生，

菩薩證悟成為佛陀，為了攝受世間而雲遊於村鎮都

市之間。 

在跋葛瓦成佛的第十二年，他與五百位大比庫

僧一起來到了韋蘭迦婆羅門村，住在村郊外一棵枝

葉茂盛的印度楝樹下。韋蘭迦婆羅門 (Vera¤ja 

Bràhmaõa)早就聽說過佛陀的名聲，於是前往拜謁跋

葛瓦。跋葛瓦以各種方式說法，使婆羅門對佛法僧

生起信心並證悟了入流道果。隨後，韋蘭迦婆羅門

邀請跋葛瓦和比庫僧團一起在韋蘭迦村度雨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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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葛瓦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婆羅門的邀請。 

恰巧在那個時候，韋蘭迦地區發生饑荒，莊稼

得白病，收穫困難，人們要靠發放的糧票維生，不

易依靠集食持缽過活。更糟糕的是，從雨安居的第

二天開始，惡魔使整個韋蘭迦婆羅門村的村民都著

了魔，他們被著魔到連跋葛瓦前去托缽，也都得不

到哪怕是一湯匙的飯菜。跋葛瓦和比庫僧團只好空

著缽回來。 

那個時候，從北路(Uttaràpatha)來的馬商帶著五

百匹馬正好來到韋蘭迦村度雨季。他們在馬圈中把

五百匹馬的馬糧分了，為每位比庫各準備了一巴特18

量之麥。 

比庫們在上午時分穿好下衣，拿了缽和衣，進

入韋蘭迦村托缽，得不到食物時走到馬圈去托缽，

把一巴特量之麥帶回僧園後，用臼搗碎後食用。阿

難尊者把一巴特量之麥用石磨碎後供養給跋葛瓦，

跋葛瓦食用它。 

                                                         
18

 巴特：巴厘語 pattha 音譯，容量單位，約相當於四分之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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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韋蘭迦村度雨安居期間，因為當地發生饑荒

而接受馬商的馬糧供養，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跋葛瓦聽到比庫們用臼搗麥的聲音後，對阿難

尊者讚歎說： 

“薩度！薩度！阿難。阿難，你等善人戰勝了

饑饉、貪欲和欲求。以後的人們將會輕視粳米煮的

肉飯(sàlimaü sodanaü )。”(Pr.16) 

那隊馬商供給了當天的馬麥後，並邀請從那天

開始繼續供養跋葛瓦和隨從的五百位比庫。跋葛瓦

和比庫們就這樣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三個月過後，惡魔的干擾才消失。到了雨安居

結束僧團作邀請(pavàraõà)的那天，韋蘭迦婆羅門才

想起他三個月前曾作過的邀請，於是懷著極大悚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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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了以佛陀為首的比庫僧團，禮敬後請求懺悔。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罵僧宿業和吃馬麥

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普思聖教時，我罵其弟子： 

你們吃馬麥，不應吃米飯。 

以該業果報，住韋蘭迦時， 

婆羅門邀請，三月吃馬麥。”(Ap.1.39.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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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餘報 迭瓦達德推石 

石砸(silàvedho)：是指迭瓦達德企圖殺害佛陀而

推大石塊砸向佛陀。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投生於一個家

庭，他和最小的弟弟是同父異母兄弟。他們的父親

去世後，兄弟倆為了爭奪奴僕等財產的緣故而發生

鬥毆。菩薩因為自己比異母弟弟身強力壯，他將弟

弟扔在山路邊，然後在上面用石頭殘忍地把他砸死。 

我們的菩薩因為這種惡業的果報，在地獄等惡

趣中受了許多千年的苦，次第輪回到了最後這一生

並成為佛陀。在我們佛陀七十二歲左右的時候，跋

葛瓦與迭瓦達德
19
之間發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 

菩薩和迭瓦達德之間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距今五

個大劫以前。在那一生中，我們的菩薩投生為收古

董的商人，當時的迭瓦達德也投生為收古董的商

人。他們兩人都住在同一座城市，每天隨身攜帶著

                                                         
19 迭瓦達德：巴厘語 Devadatta 的音譯，意思是天授、天賜，

舊音譯為提婆達多、提婆達兜或調達。佛陀的妻舅，晚年因屢

次企圖暗殺佛陀、分裂僧團等惡行而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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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飾、裝飾品等，穿街走巷到處叫賣:“要裝飾品的

來呀！要買珠寶的來呀！”如果客戶家裡有古董、

珍寶，他們就進行收購。因為他們都是做這行生意

的，同行生意往往容易成為冤家死對頭。 

話說那個時候，有一個曾經非常富有的家庭，

後來由於家門敗落，只剩下老長者之妻和孫女兩人

相依為命。她們貧窮得只能受雇於人，靠做人家的

奴婢來維生。 

當時，迭瓦達德進入她倆居住的那條街中叫

賣。小孫女聽到後，吵著她的祖母說:“奶奶，奶奶，

我要裝飾品。” 

奶奶說:“乖孫女啊，我們這麼窮，哪裡有錢買

得起裝飾品呢？” 

孫女說:“我們房間裡不是有一個茶碗嗎？” 

於是老奶奶叫當時的迭瓦達德進來，從盤碗堆

中間拿出那個堆滿塵垢的茶碗，但她們並不知道那

是個非常值錢的金茶碗。 

老奶奶說：“你把這個茶碗拿去，換些裝飾品

給我孫女。” 

由於迭瓦達德專門做古董這一行，識貨，他拿

過茶碗，感覺有點像金碗，再仔細端詳，發現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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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印章，知道這的確是個非常值錢的黃金碗。但

是當時他產生一個不好的念頭:“我要不費分文得

到這個金碗。”於是裝模作樣地說:“這個破茶碗根

本就不值錢！”並把那個金碗往地上一丟，揚長而

去，他希望老奶奶會說:“來來來，再便宜點賣給

你。” 

迭瓦達德假裝離開之後，正好我們的菩薩來到

她倆家門口附近。菩薩看見她倆後說：“老奶奶，

買些裝飾品給你的孫女吧！” 

小孫女對奶奶說:“剛才那個商人態度很惡

劣，但這個人看起來很優雅，言語柔和，也許這個

碗能賣上好價錢。” 

於是老奶奶請菩薩進去，拿出金碗遞給他：“你

把這個拿去，給我的孫女換肩飾項鍊。” 

菩薩坐下來，一看這個茶碗，知道它是個非常

昂貴的金碗，必定是以前家裡富有時留下來的。菩

薩說:“你這個茶碗價值十萬金，但現在把我身邊所

有的東西給你，都不足以收購你這個金碗！” 

老奶奶說:“剛才那一個貨郎說我這個茶碗根

本不值錢，還丟在地上揚長而去。” 

菩薩說:“不是，不是，你這個金碗確實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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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我真的不敢收購。” 

老奶奶見到他為人憨厚，於是說:“我願將這個

金碗送給你，隨你給我任何東西都可以。” 

於是菩薩把他身上的五百錢以及價值五百金的

物品全部給了她們祖孫倆，並把一條肩飾項鍊掛在

小孫女的手臂上，只留下八文錢以及一把秤——自

己謀生的家當，然後急急忙忙地離開。因為他要渡

過一條河，坐渡船需要八文錢。 

菩薩跑到河邊，對船夫說:“你趕快把我載到河

那邊去。”於是他拿著那個金碗和秤上了船。 

話說迭瓦達德不死心，還想找那個老奶奶看能

不能再壓壓價。當他回去時，小孫女指著他說:“你

這個人真不老實，我的金碗很值錢，你竟然說它一

文不值。” 

他問:“那個金碗在哪裡？” 

老奶奶回答說:“孩子，你沒資格擁有那個金

碗，剛剛有個正直的商人以千金收購走了。” 

迭瓦達德聽了，氣得簡直要發瘋，開始神志不

清，衣服從身上掉落下來，他拿著秤子當棍棒，一

路追到河邊。 

那時菩薩已經到了河中央，迭瓦達德站在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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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叫:“船夫，你給我回來！” 

菩薩說:“不要理他，趕快走，不要掉頭！” 

迭瓦達德看到菩薩的船逐漸遠去，悲憤交加，

發毒誓道 :“我生生世世只要有能力都要殺死

你！” 

發完毒誓，迭瓦達德就在河邊口吐鮮血，心臟

爆裂，一命嗚呼。(Ap.A.1.82; J.A.1.3) 

迭瓦達德因為發的這個毒誓，後來他們在許多

百千生的輪回中都彼此傷害。到了我們菩薩的最後

一生，他也投生到釋迦王族，名字叫迭瓦達德。 

迭瓦達德出身於王族家庭，自小養尊處優。他

比悉達多太子小幾歲，他的姐姐是悉達多太子的王

妃——亞壽特拉(Yasodharà)，他也是佛陀的兒子拉胡

叻(Rahula)王子的舅舅。 

悉達多太子覺悟成佛後的第二年，首次回釋迦

國探親，當時的迭瓦達德還很年輕，他和幾位釋迦

族王子跋帝亞(Bhaddiya)、阿奴盧特(Anuruddha)、阿

難(â nanda)、跋古(Bhagu)、金比叻(Kimbila)，還有

理髮匠伍巴離(Upàli)一起追隨佛陀出家。 

他們出家之後都精進地禪修，在第一個雨安居

(vassa)期間，跋帝亞尊者證得了三明，阿奴盧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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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就了天眼智，阿難尊者則在聽聞本那·滿答尼子

(Puõõa Mantàõiputta)尊者說法時證得入流果。雖然

迭瓦達德在那個雨安居中沒有證得任何的聖道聖

果，但是他也證得了凡夫的五神通：1.神變通或如

意通，2.天耳通，3.他心通，4.宿命通，5.天眼通。

唯有最重要的漏盡通沒有證得。 

擁有凡夫的神通之後，迭瓦達德繼續在僧團中

過著清淨的梵行生活，也很努力學習聖典和精進修

行。就這樣度過了三十多年，迭瓦達德已經是大長

老，可還是沒有其他更上的成就。 

有一天，迭瓦達德心裡生起一個壞念頭:“沙利

子(Sàriputta)有很多徒眾，摩嘎喇那有很多徒眾，馬

哈咖沙巴(Mahàkassapa)也有很多徒眾，他們每個人

都是領導，我也要做一個領導。但是，如果沒有供

養就不會有人要來跟我，就讓我想辦法弄些供養

來。” 

他想到現在馬葛特國(Magadha)的未生怨王子

(Ajàtasattu)，這位王子很有前途，因為他將會繼承

父親賓比薩勒(Bimbisàra)王而成為當時最強的一國

領袖，於是他開始盤算著如何博取未生怨王子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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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迭瓦達德帶上衣缽，走進王宮並來到王

子的寢室，隱去自己的本形，變成一個青年。這個

青年身上纏著三條蛇，出現在未生怨王子的膝蓋

上。未生怨王子看到這個腰、頭、脖子都纏著毒蛇

的青年，感到非常恐懼害怕。 

迭瓦達德問:“王子，你害怕我嗎？” 

王子說:“是啊，我是很害怕，你是誰？” 

他說:“我是迭瓦達德。” 

王子說:“尊者，既然你是聖尊迭瓦達德，那請

你現出自己的本形吧！” 

於是，迭瓦達德隱去神通，現出他的本形，拿

著缽和衣站在王子面前。 

未生怨王子對迭瓦達德的神通產生很強的信

心，每天早晚都用五百輛車的食物運去供養迭瓦達

德。從此，迭瓦達德有了很多隨從。 

迭瓦達德的心被名聞利養佔據之後，他產生這

樣的欲望:“我要領導比庫僧團！”在他產生這個

惡念的那刻，他的神通也消失了。 

有一天，佛陀正坐在大眾中說法，賓比薩勒國

王也在場。當時，迭瓦達德從座位上站起來，只是

合著掌對佛陀說:“尊者，現在跋葛瓦已經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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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年邁了，年歲已高了。尊者，跋葛瓦現在也該

退休了，也該致力於現法樂住而住了，請把比庫僧

團交給我，我將會領導比庫僧團！” 

佛陀說:“夠了，迭瓦達德，你不要想領導比庫

僧團！” 

迭瓦達德第二次這樣請求，佛陀又拒絕了他。

第三次他還是這樣請求，佛陀毫不客氣地回絕:“迭

瓦達德，即使是沙利子和摩嘎喇那，我都不會把比

庫僧團交給他們，更何況是你這個低賤的吃唾液

者！” 

通過邪命方式所獲得的供養就像被聖者們吐出

來的口水一樣，跋葛瓦說吞咽像這樣的供養為吃唾

液者(kheëàsakkassa)。 

迭瓦達德本身也是出身王族，他很傲慢，以前

又有神通。他心想:“跋葛瓦竟然在國王也在場的大

眾面前用吃唾液者的話來貶斥我，還抬舉沙利子和

摩嘎喇那。”於是他懷恨在心，準備殺死佛陀。 

當迭瓦達德離開後，跋葛瓦對沙利子尊者說:

“沙利子，你到王舍城去揭發迭瓦達德，說:‘以前

迭瓦達德的本性和現在的本性不同。無論是迭瓦達

德的行為和語言，都不代表佛陀、法或僧，只代表



佛陀的宿業與餘報 

103 

 

迭瓦達德自己。’”也就是說，從此以後他的一切

言行都和佛法僧無關！ 

由於迭瓦達德此前的品行尚佳，他在僧團中還

是很受尊重的，這使沙利子尊者感到很為難，他說:

“跋葛瓦！以前我在王舍城稱讚迭瓦達德說:‘果

底子(Godhiputta，即迭瓦達德)有大神通，果底子有

大威力。’尊者，您叫我如何在王舍城揭發迭瓦達

德呢？” 

佛陀反問他:“沙利子，你在王舍城對迭瓦達德

的稱讚是不是真實的？” 

他回答說:“是的！尊者。” 

“同樣地，沙利子，你在王舍城也只是照實去

揭發迭瓦達德。” 

於是，沙利子帶領著許多比庫一起進入王舍城

揭發迭瓦達德:“以前迭瓦達德的本性和現在的本

性不同。無論是迭瓦達德的行為和語言，都不代表

佛陀、法或僧，只代表迭瓦達德自己。” 

出於對迭瓦達德本性的瞭解，跋葛瓦知道他決

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迭瓦達德畢竟是一個很有政治才能的陰謀家和

野心家。想要殺死佛陀，必須先斷除佛陀的外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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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國王賓比薩勒是佛陀的得力在家弟子和熱心

護持者，他自然就成為迭瓦達德弑佛的最大障礙和

心腹之患。於是，一場“借刀殺人”和“釜底抽薪”

的宮廷政變和歷史悲劇正在他的策劃和導演之下逐

漸上演。 

迭瓦達德來到王宮，教唆未生怨王子殺死他的

父親後做國王，而他則殺死跋葛瓦後做佛陀。 

於是，王子在迭瓦達德的教唆下，把老國王關

進專門熏烤犯人的烤牢(tàpanageha)，直到把他的父

親活活折磨死。 

迭瓦達德見到自己的心腹大患被除掉之後，又

要未生怨王派人刺殺佛陀。於是，未生怨王喚來殺

手說：“你們聽從聖尊迭瓦達德的命令列事。” 

迭瓦達德首先指使一個身體魁梧的殺手說：

“朋友，去，沙門果德瑪住在某某地方，你殺死他

之後從這條道路過來。” 

當這人離開後，他又命令另外兩個人：“當你

們看到有一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死他之後

從這條道路過來。” 

等那兩個人走後，他又命令另外四個人：“當

你們看到有兩個人從這條道路走過來時，殺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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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從這條道路過來。”之後他又命令另外八個人

和十六個人，想通過這樣的方法殺人滅口，毀滅證

據。 

可是由於佛陀的威德，這些殺手見到佛陀，不

僅下不了手，而且都放下屠刀，聽聞佛陀說法成為

佛陀的弟子，並且都證得了入流果。 

迭瓦達德知道自己的陰謀失敗了，於是決定親

自動手。 

有一天，迭瓦達德爬上鷲峰山(Gijjhakåña)，趁

著佛陀在山下的陰影處經行時，把一塊大石頭往下

推，他企圖用這塊大石頭砸死佛陀。不過，以佛陀

的福德威力，這塊大石頭滾到半山腰時，正好被兩

塊岩石卡住。但還是有一塊碎石從那裡彈出，正好

把如來的腳拇趾砸傷並出血了。 

當時，佛陀抬頭望著山頂上的迭瓦達德說:“愚

人，你多做非福，你以噁心、殺心出如來之血！”

並對比庫們說：“諸比庫，這是迭瓦達德所造下的

第一種無間業，即以噁心、殺心出如來之血。”

(Cv.331-341) 

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出佛身血”——五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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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20之一。在我們佛陀的教法中，只有迭瓦達德一個

人曾經造過這樣的惡業。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殺弟宿業和遭石砸

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因錢財，殺害異母弟， 

丟棄於山路，並且扔石頭。 

以該業果報，迭瓦達投石， 

我的腳拇趾，被碎石砸破。”(Ap.1.39.78-79) 

 

 

 

 

 

 

                                                         
20 五無間罪：1.弑母；2.弑父；3.弑阿拉漢；4.噁心出佛身血；

5.分裂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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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餘報 碎石砸傷腳背 

碎石砸傷(sakalikàvedho)：是指跋葛瓦的腳背被

碎石砸傷。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出生於一個家

庭，在他小時候，有一天在大街上玩耍，看見一位

獨覺佛在大街上托缽，心想:“這個禿頭沙門要去哪

裡？”由於年幼無知，他撿起一塊石頭向獨覺佛的

腳背扔過去，當即把獨覺佛腳背的皮砸破並流出血

來。 

菩薩因為這種惡業，在以後的輪回中有許多千

年都在地獄中遭受極大的痛苦。即使最後這一生成

為佛陀，也因為該惡業的餘報，險遭惡漢迭瓦達德

推大石頭謀殺，並且被一塊從大石頭彈出的碎石砸

傷了腳背而出血。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擲石宿業和腳傷餘

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為小孩，正在大街玩， 

路遇獨覺佛，朝他扔石頭。 

以該業果報，于此最後生， 

惡漢迭瓦達，企圖殺死我。”(Ap.1.3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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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餘報 腳遭刀割 

刀割(satthacchedo)：用刀把佛陀受傷腳上的膿

瘡割破。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曾投生作邊地國

家的國王。他因為居住在邊地和結交惡友而變成了

一個粗暴的惡人。有一天，他手持著劍在城中行走

時，用劍殘忍地砍死了一個無辜的老百姓。 

菩薩因該惡業的果報，在以後的輪回中有許多

千年在地獄中煎熬，然後再遭受墮落畜生趣等苦，

即使到了最後這一生成為佛陀，也被迭瓦達德推出

的石塊砸傷腳背並腫起了膿包。名醫基瓦(Jãvaka)以

慈愛之心用刀幫佛陀弄破該膿包，消除傷口的瘀血

並做治療。 

根據《分別義注》的解釋，通過外力使如來的

不破之身破皮流血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身體裡面的

某一處瘀血。迭瓦達德所推的石頭破裂後彈出的碎

片打傷了如來的腳，就像被斧頭砸傷了腳而只在裡

面瘀血一樣，迭瓦達德以憎恨之心出佛身血乃造下

無間惡業。但基瓦以慈愛之心用刀割開如來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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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清除該處的瘀血並作治療，他這樣是在造福德

之業。(Vbh.A.809)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殺人宿業和遭刀割

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為國王，以劍殺害人， 

以該業果報，地獄劇煎熬。 

以該業餘報，現在我整個， 

腳皮被處理，業實無法消。”(Ap.1.39.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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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餘報 那喇笈利攻擊 

那喇笈利(Nàëàgiri)：即放出護財凶象企圖踏殺

佛陀。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曾經投生為象

倌。有一天，他騎在大象上到處遊走時，看見在大

路上有一位獨覺佛走過來，頓時心中感到不爽快，

想：“這個禿頭沙門從哪裡來？”於是以傷害之心

驅使大象去攻擊他。 

菩薩由於該惡業而在惡趣中受了許多千年的

苦，到了最後這一生成為佛陀。 

故事接續前面。迭瓦達德顯示神通騙取了未生

怨王子的信心後，教唆王子說:“王子，你殺死你的

父親後做國王，我則殺死佛陀後做佛陀。” 

當未生怨王子發動宮廷政變成功地弑父篡位

後，迭瓦達德叫未生怨王派刺客去刺殺佛陀遭遇失

敗，又親自推石企圖砸死佛陀不成，仍不死心的他

又生毒計。 

當時，在王舍城有一頭名叫那喇笈利的兇暴的

殺人大象。有一天，迭瓦達德得到國王的批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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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飼養大象的象倌那裡說：“夥計，我是國王的親

屬，我有能力讓低等的人升為高等，讓俸祿和薪金

增加。這樣，夥計，明天你用十六桶酒把這頭那喇

笈利大象灌醉，等沙門果德瑪走在這條街道上托缽

時，你就放出那喇笈利，讓它奔跑在這條街道上。” 

“是的，尊者！” 

整座城市都轟動了，市民們議論著:“我們去看

佛龍和象龍打仗。”並早早來到大街上準備看熱鬧。 

跋葛瓦在清晨完成清理身體的工作後，穿好袈

裟，拿著缽，在比庫僧團的圍繞下一起進入王舍城

托缽。象倌看到跋葛瓦從遠處走過來，於是放出那

喇笈利大象。那頭大象看到佛陀從遠處走過來，高

舉著象鼻，豎起雙耳朝跋葛瓦方向沖過去。 

這頭醉象在大街上粗暴地奔跑著，看見一個婦

女抱著小孩從一條街上往另一條街上跑，於是追了

過去。跋葛瓦說:“那喇笈利，不要傷害她，你跑過

這邊來。”它聽見聲音後，又朝跋葛瓦的方向沖過

來。 

比庫們見到大象氣勢洶洶地沖過來，紛紛勸佛

陀避退，但佛陀當然不會懼怕。跋葛瓦以遍滿無邊

輪圍世界無量眾生的慈愛向那喇笈利象散播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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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頭大象感受到跋葛瓦的慈心遍滿時，變得不再兇

暴，放下鼻子，慢慢走到佛陀面前站著。 

跋葛瓦伸出右手撫摸那喇笈利大象的臉瘤。那

喇笈利大象跪在跋葛瓦的腳下，用鼻子吸佛陀腳上

的灰塵撒在自己頭上，然後匍匐著退後，一直到看

不見跋葛瓦為止。(Cv.342) 

佛陀用慈心調伏這頭那喇笈利大象，再次挫敗

了迭瓦達德的陰謀。國王高興地擊鼓宣佈：“西門

的錢財屬於市民的，東門的錢財充國庫。”從此，

那喇笈利就叫做“護財”(Dhanapàla)。跋葛瓦調伏

了醉象，也回到了竹林園。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驅象宿業和遭象攻

擊的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昔為騎象者，至上獨覺聖， 

他去托缽時，我放象攻擊。 

以該業果報，迷象那喇笈， 

在山圍城中，粗暴沖過來。”(Ap.1.39.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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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餘報 因亡國滅族而頭痛 

頭痛(sãsadukkhaü )：跋葛瓦晚年因遭遇亡國滅

族而感到頭疼。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曾投生為漁村裡

的一個漁夫。有一天，他和漁夫們去到殺魚的地方，

當天漁夫捕了很多魚，菩薩看見那些魚被殺時感到

很高興，同去的人們也感到很高興。21 

菩薩因該不善業而在以後的輪回中墮落四惡趣

受了很多苦。到了最後這一世，菩薩和當時的那些

漁夫一起投生為釋迦族人。即使成為佛陀，仍然因

為當時的不善業，在將近八十歲的時候，遭遇自己

的祖國釋迦國被滅亡、自己的親族釋迦族被屠殺而

感到頭痛。 

關於佛陀的故鄉釋迦國遭滅亡的故事，還得追

溯到佛陀年輕的時代…… 

在沙瓦提城，大高思叻王的兒子名叫巴謝那地

王子(Pasenadikumàra)，因想要學習技藝而到答格西

喇(Takkasilà)拜師。學成回國後，父王看見兒子學藝

                                                         
21

 《法句義注》中說是他們往河裡投毒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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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而感到高興，把他灌頂立為國王。 

有一次，巴謝那地王聽了導師說法，想和釋迦

族聯姻，心想：“我想要讓比庫僧團和我建立親密

的關係，我該怎麼做呢？對，可以讓正自覺者親戚

家的女兒嫁給我，當我們生育有兒女後，他們會因

我的那些姑娘和將出家為沙馬內勒(sàmaõera)的兒

子而說‘這位國王是正自覺者的親戚’，這樣那些

比庫就有機會經常到我這裡來了。” 

於是，巴謝那地王派人送信到釋迦族那裡:“請

把一位姑娘嫁給我。” 

釋迦族人問:“您要娶哪一位釋迦族姑娘？” 

國王派遣使臣說:“你們選中後迎請過來。”於

是使臣前去釋迦國尋找姑娘。 

因為釋迦族的祖先曾留下一個族規：為了保持

釋迦族血統的純潔性，釋迦族人不娶外族女子，本

族女子也一律不外嫁。所以，左右為難的釋迦族人

集會商量:“巴謝那地王是我們的對手派，如果不送

個女子給他，他將會來消滅我們，但是他又不屬於

我們釋迦族人，該怎麼辦呢？” 

這時，釋迦王大名(Mahànàma)說:“我那裡有個

我和女奴生的姑娘，名叫瓦思帕公主 (Vàs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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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ttiyà)，長得很美麗，我們可以把她嫁給巴謝那地

王。” 

釋迦族人商議決定後，對使臣說:“很好，我們

將會把國王的女兒送過去。” 

“是哪位姑娘？” 

“她是正自覺者叔叔的兒子大名釋迦王的女

兒，名叫瓦思帕公主。” 

使臣們回去報告巴謝那地王，國王吩咐說：“如

果是這樣就很好，應趕快迎娶過來。不過，公主有

很多也是假的，甚至可能會把女奴的女兒也送過

來。你們再去一趟吧，讓她和她父親一起用同一容

器進餐。” 

巴謝那地王為什麼會這樣要求呢？難道父親不

會和自己的女兒一起用餐嗎？這和印度的種姓制度

有關。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實行極不平等的種姓制

度的國度，婆羅門貴族把社會劃分為從高到低的四

個種姓： 

1．婆羅門(梵 bràhmaõa)：即祭司和學者階層，

掌握宗教、祭祀、文化教育和各種知識學問。 

2．刹帝利(梵 kùatriya)：王族和武士階層，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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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導權和軍權。 

3．吠舍(梵 vai÷ya)：普通市民，廣大的農民、

商人和手工業者。 

4．首陀羅(梵÷ådra)：絕大多數是被征服的土著

居民，地位低下，主要從事農、牧、漁、獵等被認

為是低賤的職業。 

不同種姓之間等級森嚴，不能互相通婚、一起

用餐等。如果不同種姓的人通婚所生的孩子，將被

認為是賤民(Dalit)，是不可接觸的人，他們毫無社會

地位，被排除於種姓以外。 

大致瞭解了印度的種姓制度，我們知道作為刹

帝利大名王和女奴所生的這個瓦思帕公主其實屬於

賤民。 

話說使臣又去到釋迦國，對大名王說：“大王，

我們的國王想請您和您女兒一起吃飯。” 

大名王說：“好的，親愛的。” 

大名王把瓦思帕公主化妝打扮一番後，在自己

吃飯時召喚她來坐在一起吃，並有意讓使臣們看見

後，才把公主交給他們。 

使臣們帶著瓦思帕公主回到沙瓦提城，並把所

看到的事情報告國王。國王感到很滿意，專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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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百個宮女給瓦思帕公主，並把她立為第一王

后。不久之後，她便生了一個金色的兒子。 

到了孩子命名儀式那天，巴謝那地王把孩子送

到他爺爺太上皇那裡說:“這是釋迦王的女兒瓦思

帕公主所生的兒子，我們想給他起個名字。” 

不過，接受這件差事的大臣有點耳聾，他去到

後把國王的意思稟報給太上皇，太上皇聽了說:“瓦

思帕公主即使不生兒子也勝過所有人，現在她將成

為國王的最寵愛。” 

耳聾的大臣把“寵愛(vallabhà)”誤聽為“維毒

噠跋(vióåóabha, viñañåbho)”，於是回去稟報國王:

“大王，我們的王子起名叫維毒噠跋。” 

巴謝那地王心想:“自古以來我們家族的血統

都很高貴，就以這個作為名字吧！”於是將小王子

命名為維毒噠跋。 

後來，巴謝那地王為了讓導師喜歡小王子，就

在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就立為將軍。 

他從小就受到王子應受的尊貴待遇。小王子長

到七歲時，見到其他王子的外公家都會送來大象玩

具、馬玩具等禮物，於是問母親說:“媽媽，其他王

子的外公家都會送來禮物，為何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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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你是否沒有母親、沒有父親？” 

瓦思帕公主欺瞞他說:“親愛的，你的外公釋迦

王住得很遠，所以他們沒有送任何東西來。” 

到十六歲時，王子又吵著說:“媽媽，我想去外

公家看看。” 

“夠了，親愛的，為什麼要去那裡呢？” 

即使瓦思帕公主一再阻撓，王子還是堅持要

去，最後母親不得不答應說:“好吧，那你就去

吧！” 

王子報告父王后，和一大群隨從離開。 

瓦思帕公主在他們到達之前就送信給釋迦族說:

“我在這裡住得很快樂，請不要給小王子遇到任何

障礙。” 

釋迦族人得知維毒噠跋要過來之後，商量道:

“我們不能禮敬他。”於是把比他年輕的王子全部

派送到各地去。 

釋迦族人聚集在咖畢叻瓦土城(Kapilavatthu)的

集會廳，王子去到後站在那裡。他們對王子說:“親

愛的，這是你的外公，這是你的舅舅。”並叫他禮

敬。 

他走過去逐一禮敬了所有人，卻不見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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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敬自己，問道:“為什麼沒有人禮敬我呢？”釋迦

族人說:“親愛的，比你年輕的王子都到外地去

了。”並叫他恭敬比他年長的。 

維毒噠跋王子在釋迦國住了好些日子後，和一

大群隨從離開了。 

他們離開後，有個女奴在集會廳裡一邊用牛奶

水清洗王子坐過的坐板，一邊詛咒、惡罵道:“這是

瓦思帕公主女奴的兒子的坐板。” 

當時正好有個人忘了拿自己的武器，折回去取

時聽到詛咒維毒噠跋王子的罵聲，問明原因後得知

原來瓦思帕公主是大名釋迦王和女奴所生的。他回

去將此事告訴軍隊中的士兵，於是瓦思帕公主是女

奴的女兒的消息就在軍隊中迅速傳揚開來。 

維毒噠跋聽了之後非常惱怒，發毒誓道:“他們

竟然用牛奶水清洗我的坐板，等我登基做王之後，

我將要用他們喉嚨的血來清洗我的坐板！” 

到了沙瓦提城後，大臣們把這件事的經過報告

給巴謝那地王。國王開始憎恨釋迦族人:“你們竟然

把女奴的女兒嫁給我！”並把對瓦思帕公主和她兒

子的待遇收回，只用女奴和奴隸的待遇來對待。 

過了好幾天，導師來到國王的住處，坐在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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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座位上。巴謝那地王前來頂禮後，抱怨說:“尊

者，據說您的親戚把女奴的女兒嫁給我，我把她連

同兒子的待遇都收回了，只用女奴和奴隸的待遇對

待他們。” 

導師說:“大王，釋迦族人這樣做是不恰當的，

他們應該把相同出身的女子嫁給你。但是大王，我

說那位瓦思帕公主仍然是王族的女兒，她也曾經在

王族的家中獲得灌頂。維毒噠跋也是由王族所生

的，為何要以母親的種姓來對待他，只應以父親的

種姓作為標準。 

過去很久以前有位名叫咖特哈莉(Kaññhahàrikà) 

的貧窮女人，因為有智慧而被冊封為第一王后，而

由她所生的王子後來做了統治十二由旬的巴拉納西

國 (Bàràõasã)名叫咖特瓦訶那 (Kaññhavàhana)的國

王。”並講了《咖特哈莉本生》。 

巴謝那地王聽了導師說法後，對“只應以父親

的種姓作為標準”感到滿意，於是把瓦思帕公主和

她的兒子恢復到原先的待遇來對待。 

後來，由於一個宮廷陰謀，巴謝那地王把他的

軍隊統帥般圖叻將軍(Bandhulasenàpati)以反叛國王

罪誤殺了，事後才發現這位將軍是無辜的。也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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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這個過失，國王把般圖叻將軍的外甥長作

行(Dãghakàràyana)立為將軍，接掌他舅舅的職位。沒

想到長作行卻是個猜忌心和報復心極強的人，他因

其舅舅被處死而耿耿於懷，一直尋找機會報復。國

王也自從得知般圖叻將軍被無辜處死時開始，一直

懊惱不已，悶悶不樂，感受不到國王之樂。 

有一天，導師住在一個叫美達魯巴(Medàëupa)

的釋迦族小鎮。巴謝那地王去到那附近一處安靜的

地方後想起了佛陀，於是帶著長作行在日暮時分前

往拜謁佛陀。到達佛陀居住的僧園後，國王把五個

國王的象徵（王冠、寶劍、華蓋、拖鞋和犛牛尾拂）

交給長作行，然後獨自走進佛陀所住的香室，充滿

敬意地用頭頂禮、用嘴親吻、用手撫摸跋葛瓦的雙

足，一切如《中部·法潔地經》(Dhammacetiyasutta)

中所說。 

長作行在巴謝那地王進入香室和佛陀談話時，

見到報復時機成熟，於是拿了那五個國王的象徵

後，回去沙瓦提城扶立維毒噠跋為王，只留下一匹

馬和一個隨侍的婦女給國王。 

國王和導師愉快地談話後，禮敬導師出來，卻

不見了長作行和軍隊，問那個婦女，聽了事情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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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說：“現在我只有一個人，不適合回去自己的國

家，我要去王舍城我外甥那裡，到時再一起回去奪

回我的王位。” 

於是巴謝那地王前往王舍城，準備向他的外甥

未生怨王求助。可是當他到達王舍城時天已經黑

了，城門早關閉，只能在城外的一間廳堂裡過夜。

由於一路風吹日曬、奔波勞累，加上飲食不適，結

果巴謝那地王半夜在那廳堂裡駕崩了。 

到天亮時，那個婦女見到巴謝那地王已經去

世，悲痛地哭泣說:“大王，高思叻國的人主啊，您

竟然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地客死他鄉！” 

人們聽到那婦女的哭喊聲後報告未生怨王，未

生怨王以盛大的葬禮處理了自己舅舅的後事。 

維毒噠跋登上王位後，想起了他的怨敵，於是

帶領大軍離開，浩浩蕩蕩向釋迦國進發，準備殺死

所有的釋迦族人。 

當天淩晨，導師在觀察世間時見到親戚族群的

滅亡，心想:“我要為親戚族群做些適當的事情。” 

導師在上午像往常一樣去托缽，托缽回來後在

香室中作獅子臥休息，到傍晚時分飛到空中，在靠

近咖畢叻瓦土城的一棵無樹陰的樹下坐著。而在維

毒噠跋國境的那邊，有棵枝葉茂密的大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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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為了阻止維毒噠跋屠殺釋迦族人，來到兩國交

界處一棵無樹陰的樹下坐著。 

行走在軍隊前面的維毒噠跋看見導師後，走上

前去禮敬說:“尊者，您為什麼要在這麼熱的時候坐

在這棵無樹陰的樹下？您坐到那棵枝葉茂密的大榕

樹下吧！尊者。” 

“大王，願親族的蔭庇變得清涼！” 

維毒噠跋心想:“導師為了保護親族才來這

裡。”禮敬導師後班師回去沙瓦提城，導師也回去

揭德林。 

不久，維毒噠跋又想起了釋迦族的侮辱，第二

次帶兵前往，又在那裡見到導師後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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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毒噠跋第三次出師前往時，又在那裡見到導

師後再次回師。 

維毒噠跋仍然對釋迦族的侮辱懷恨在心，在第

四次帶兵前往時，導師觀察了釋迦族人過去世之

業，知道他們過去世有一天在河中投毒殺魚的惡業

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逃脫的，於是第四次就沒有再去

阻止了。 

維毒噠跋決定滅掉釋迦族而率領大軍前往。但

正自覺者的親族是不殺生的，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

也不會殺害其他的生命。釋迦族人想:“我們都是練

就一身好武藝、好箭術的弓箭手，但我們不可能為

了自己而奪取其他的生命，現在就讓我們展現自己

的身手來擊退他們。” 

釋迦族人在當時的印度是以精湛的箭術著稱。

他們帶上武器前往迎接戰鬥。他們把箭射向維毒噠

跋的軍隊中間，但是箭只是從他們的盾牌和耳邊的

縫隙中間穿過，卻不會傷到任何一個人，可見釋迦

族人的箭術是多麼的高明。 

維毒噠跋見到如雨點般的箭射過來後大吃一驚:

“不是說釋迦族人不殺生的嗎？他們怎麼還是射殺

我們的人？”回頭想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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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個人問:“主公，您為何撤退呢？” 

“釋迦族人在射殺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一個都沒有被射殺，不信您就數一

數吧。”維毒噠跋數過後，發現真的沒有一個人被

殺。 

他從那裡又掉頭回去，並下令說:“凡是承認自

己是釋迦族的，格殺勿論！不過，站在我外公大名

釋迦王面前的，就留他們的性命。” 

維毒噠跋的軍隊如潮水般攻進釋迦國的咖畢叻

瓦土城，並大肆屠殺。釋迦族人被集中在一起屠殺，

他們由於找不到可以抓住的東西，一部分人咬住

草，一部分人抓住蘆葦站著。當他們被問及“你們

是不是釋迦族人？”時，他們即使被殺也不會說虛

妄語。於是，咬住草站著的釋迦族人回答說:“不是

釋迦族，是草。”(no sàko, tiõaü ) 抓住蘆葦站著的

回答說:“不是釋迦族，是蘆葦。”(no sàko, naëo)

那些咬住草站著的被稱為“草釋迦”(tiõasàkiyà)，抓

住蘆葦站著的被稱為“蘆葦釋迦”(naëasàkiyà)，他

們全都被殘忍地屠殺了，只有逃到大名釋迦王面前

站著的那些人才保住了生命。 

維毒噠跋連還在喝奶的嬰兒也不放過，一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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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屠殺後，將屍體拖到羅希德河(Lohitanadã)邊，

用他們喉嚨的血來洗坐板。釋迦民族就這樣被維毒

噠跋滅絕了。 

維毒噠跋將大名釋迦王抓住後返回沙瓦提城。

到了吃早餐的時候，他走下一個地方，拿出食物召

喚外公:“我們一起吃早餐。” 

由於種姓思想，王族即使丟棄生命也不會和女

奴的兒子一起用餐，所以大名王看見一口池塘後說:

“我的種姓被沾汙了，我想先洗個澡，親愛的。” 

“好啊，外公，洗吧！” 

大名王心想:“我不和他一起用餐將會被殺，就

讓我自己死吧！” 

於是大名王把頭髮散開，在頭頂上打了個結

後，用頭髮纏住腳趾頭後潛入水中。因為他的功德

威力，連龍宮都變得熱起來，龍王觀察後知道是大

名王，走到他跟前，讓他坐在自己的頸背進入龍宮。

於是大名王在那裡住了十二年。 

維毒噠跋坐著等了很久不見大名王上來，著急

地說:“我的外公怎麼還沒有上來？”於是派人下

水尋找，可是用燈光在池中找了很久，連人影也找

不到，只能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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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夜晚時分到達阿吉勒瓦帝河 (Aciravatã)

後，吩咐軍隊就地駐紮。一部分軍人把帳篷駐紮在

河中央的沙地上，一部分軍人把帳篷駐紮在河邊的

陸地上。駐紮在河中央的軍人當中有些過去沒有造

惡業，而駐紮在河邊的軍人當中有些過去曾造過惡

業，結果這些人都因為駐營睡覺的地方有螞蟻爬出

來而無法好好休息。那些不曾造惡業的軍人便搬到

河邊高地上去睡，而那些過去曾造惡業的軍人則搬

到河中央的沙地上去睡。半夜時分，天上起了大雲，

下起暴雨並導致山洪暴發，把在河中央的維毒噠跋

和他的軍隊一起沖進大海，被魚吃掉。 

人們議論紛紛:“釋迦族人死得不應該，他們這

樣殘酷地殺死釋迦族人不應該。” 

導師聽到人們的議論後說:“諸比庫，如果只是

從這一期的生命來看，任何的釋迦族人像這樣慘死

都是不應該的。然而，釋迦族人只是在承受和他們

過去所造過的惡業相應的果報而已。” 

“尊者，釋迦族人過去世曾做過什麼？” 

“他們所有人曾經一起往河裡投毒。” 

又有一天，比庫們聚在法堂中一起談論:“維毒

噠跋這樣屠殺釋迦族，還沒有達到自己欲望的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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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就被沖進大海並被魚吃掉了。” 

導師來到後問道:“諸比庫，你們聚集在這裡談

論什麼？” 

他們回答:“我們談論這樣……。” 

導師說:“這些眾生還沒有達到欲望的巔峰，死

神就像大洪水沖走沉睡著的村莊一樣抓走他們，並

使他們命根斷絕後沉入四惡趣的大海中。” 

然後，導師說了這樣的偈頌： 

Pupphàni heva pacinantaü , byàsattamanasaü  naraü ; 

Suttaü  gàmaü  mahoghova, maccu àdàya gacchati. 

“如採摘花朵，心執著之人， 

如洪沖睡村，被死神抓走。”(Dhp.47)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觀殺魚宿業和頭痛

餘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在漁村，曾為漁童， 

看見殺魚，產生愉悅。 

以該業報，我遭頭痛， 

維毒噠跋，殺諸釋迦。”(Ap.1.39.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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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餘報 晚年背痛 

背痛(piññhidukkhaü )：佛陀晚年患有背痛病。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曾投生到一個家

庭，是個力大無窮的矮子。那個時候，有個摔跤力

士走遍整個瞻部洲，到各個國家、各個城鎮、各個

村寨去向人挑戰，許多人都敗在他的手下。他漸次

來到了菩薩居住的城市，打敗了當地的所有對手。 

那時，菩薩想:“這個人來到我居住的地方，就

讓我去打敗他。”於是來到城市的廣場，拍著臂膀

向那個人挑戰。 

摔跤力士看到菩薩，嘲笑道:“哈哈，我不知摔

贏了多少人，像你這樣比人家矮一截的侏儒，我不

用一隻手就可以打贏你。”說完一邊拍著臂膀一邊

吼著走過來。 

可是等他倆才一交手，菩薩一下子把他整個人

舉起來在空中旋轉，然後重重地摔到地上，當即把

那個人的脊椎骨摔斷了。整個城市的居民歡呼著，

拍著手把衣服、瓔珞等贈送給菩薩。 

菩薩讓那個摔跤力士平躺在地上，扳直他的脊



佛陀的十二種惡報 

130 

 

椎骨，然後說:“離開這裡，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並把他趕走。 

菩薩因為該業的果報，在以後的輪回中每一生

都要遭受身體、頭部等的痛苦。在此最後一生成為

佛陀，也還要遭受背痛等苦。 

例如《長部·大般涅槃經》記載，佛陀臨近般涅

槃那年，住在韋沙離附近的韋魯瓦村 (Veëuva- 

gàmaka)度過了其最後一個雨安居。在那個雨安居期

間，佛陀得了一場很嚴重的疾病，背部極其劇痛。

這種背痛所產生的劇烈苦受一直要延續到死亡才能

停止，稱為“至死方終的苦受” (màraõantika 

vedanà)。佛陀必須通過建立念與正知忍受著，並通

過修色七法(råpasattaka)和非色七法(aråpasattaka)22

十四種行相混合的大觀(mahàvipassanà)進入阿拉漢

果定來鎮伏這種苦受。在進入果定之前，佛陀決意：

從今日起直至般涅槃的十個月期間，願此苦受不再

                                                         
22

 色七法和非色七法屬於十六觀智(vipassanà¤àõa)中，第三思

惟智(Sammasana¤àõa)的兩種觀法。色七法是觀照色法（物質

現象）的七種觀法，例如：觀照這一期生命從結生到死亡之間

的色法為無常、苦和無我。非色七法是觀照名法（心理現象）

的七種觀法，例如：先觀照色法為無常，再以隨後生起的修觀

之心，觀照前面修觀之心的無常、苦和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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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從那天開始，佛陀每天都必須通過進入果定

來鎮伏這種劇痛。(D.A.2.164) 

跋葛瓦產生背痛時，有時會對沙利子尊者和摩

嘎喇那尊者說:“從現在開始由你們來說法。”然後

緩慢地進入香室，自己敷開善至袈裟，躺下休息。

業的餘報連佛陀也不能倖免。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摔跤宿業和背痛餘

報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發生摔跤時，擊敗力士子； 

以該業果報，導致我背痛。”(Ap.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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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餘報 晚年痢疾 

痢疾(atisàro)：佛陀晚年患有血痢病、痢疾。 

據說，我們的菩薩過去有一世曾投生到一個家

庭，靠給人們醫療治病來維生。他曾為一個因患重病

而瀕臨死亡的長者子治療施藥，治癒後長者卻賴著不

肯付給他治療費。後來，菩薩下藥導致長者子嘔吐和

下痢，才逼使長者賠給他很多錢。 

菩薩以該不善業的果報，在以後輪回中的每一生

都會因為下血痢、痢疾等病而導致昏迷。 

於此最後一生中，跋葛瓦到了 80 歲那年，他在

般涅槃當天的上午，來到了巴瓦(Pàvà)的芒果林，因

為吃了最後一餐、由鐵匠子准德(Cunda)所煮的軟豬肉

(såkaramaddava)後，當天下午就開始不斷地下血痢、

拉肚子。 

跋葛瓦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向古西那勒(Kusinàra)

般涅槃的途中，在許多地方坐下來休息，因口渴喝水

後都很痛苦。到達古西那勒後，在淩晨時分般涅槃

了。那一天，正好是西元前 544 年韋薩卡月（陽曆 5

月）的月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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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餘報，即使像這樣的三界之主也不肯放過。 

《本行》聖典在談到佛陀的下藥宿業和痢疾餘報

之間的關係時，以偈頌說道： 

“我昔為醫師，致泄長者子； 

以該業果報，導致我痢疾。”(Ap.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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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總結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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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了佛陀的十二種不善果報，接著再來作一次

總結。 

我們的佛陀在一生當中經受過不少磨難，遭受過

各種誹謗、誣陷。但可以肯定的是，佛陀不會再造作

任何的善業或惡業，所有導致他遭受這些不善果報的

業因，都是他過去世還是菩薩的時候造下的。下面，

就讓我們來看看佛陀曾經遭受的十二種餘報的因果

關係。 

從這些餘報發生的時間順序來說，最先的餘報是

六年苦行，那時佛陀還沒有成佛，還是凡夫。因為苦

行是外道法，只有凡夫才會修苦行，佛陀和一切聖者

是不可能修習苦行外道法的。 

其次，佛陀在證悟佛果七年之後，遭到少女金佳

的誣陷；遭受孫德麗謀殺案的牽連也應該是在其後不

久。在第十二個瓦薩（vassa，雨安居）期間，吃了三

個月的馬麥。72 歲時，遭到迭瓦達德推石的暗殺、那

喇笈利狂象的攻擊。佛陀將近 80 歲時，釋迦族遭維

毒噠跋率領軍隊滅絕性屠殺。因為事發前不久，巴謝

那地王前去拜見佛陀時曾經說過“跋葛瓦 80 歲，我

也是 80 歲”(M.2.374)，因此可以判斷此事件是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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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79 至 80 歲時發生的。佛陀 80 歲的時候，身患背

痛和痢疾。 

如〈緒論〉所述，一個人所造下的惡業，既可以

作為令生業而使他在下一生甚至多生多世墮落到惡

趣中受苦，也可以作為阻礙業，在未來的生死輪回中

不斷給他帶來災禍和不幸的餘報。佛陀所遭受的這十

二種不善果報都屬於餘報。“餘報”是相對於“正

報”來說的。“正報”通常是指由令生業帶來的果

報，它可以是次生受業，也可以是後後受業。“餘報”

是由阻礙業帶來的果報，多數屬於後後受業。因為佛

陀所遭受的這十二種不善果報的業因，既不是在他當

生造下的，也不是在他前一生還是喜足天子時造下

的，而是過去久遠以前還是菩薩時造下的。所以，菩

薩過去世所造的那些惡業，不但給他帶來了墮落地獄

等四惡趣的正報之苦，而且在其最後一生中帶來修苦

行、遭誣陷等餘報。 

菩薩所造的業因與所受的正報、餘報之間的因果

關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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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十二種餘報因果關係表 

 業因 正報 餘報 

1 護明謗咖沙巴佛 許多百世地獄等苦 六年苦行 

2 母納離謗獨覺佛弟子 許多千年地獄等苦 少女金佳誣陷 

3 母納離謗獨覺佛 許多千年地獄煎熬 孫德麗誣陷 

4 博學婆羅門謗五通者 幾千年地獄受苦 孫德麗謀殺案 

5 罵比庫們吃麥 許多千年在四惡趣受苦 三個月吃馬麥 

6 用石砸死異母弟 許多千年地獄等苦 迭瓦達德推石 

7 小孩石扔獨覺佛 許多千年地獄受極大苦 碎石砸傷腳背 

8 國王以劍殺人 許多千年地獄煎熬 腳遭刀割 

9 象倌攻擊獨覺佛 許多千年惡趣受苦 那喇笈利攻擊 

10 見殺魚而高興 四惡趣中受苦 因亡國滅族頭痛 

11 摔傷摔跤士 每生遭受身、頭等痛 晚年背痛 

12 醫師施瀉藥 每生皆痢疾 晚年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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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種餘報：護明菩薩誹謗咖沙巴佛陀作為

業因，其“正報”是許多百世墮落到地獄中遭受煎熬

之苦。這種惡業令他投生地獄許多次，都是令生業。

即使成了佛陀，這些在過去無數生之前所造下的惡業

成熟，也使他今生遭受六年苦行的餘報。這種惡業在

佛陀那一生已成了阻礙業而成熟。 

2．第二種餘報：菩薩在過去生曾投生為一個叫

母納離的無賴。那一生中，他由於誹謗過一位獨覺佛

的弟子難德，因此墮落地獄許多千年，飽受煎熬之

苦。這種惡業屬於令生業。即使今生成佛，仍然遭受

少女金佳的誣陷。這屬於後後受業，也屬於阻礙業。 

3．第三種餘報：母納離也誹謗獨覺佛。由於誹

謗獨覺佛的惡業，正報是他投生到地獄中被煎熬了許

多千年，餘報是今生遭到孫德麗外道女的誣陷。 

4．第四種餘報：同樣是孫德麗謀殺案，由於菩

薩過去世曾投生為博學的婆羅門，那時他誹謗過一位

證得禪那並獲得五通的苦行僧，這種惡業的正報是導

致他投生到地獄受了好幾千年的苦，餘報是被外道誣

陷，連同當時的許多比庫也一起遭誣陷。 

5．第五種餘報：佛陀在第十二個瓦薩期間吃了

三個月的馬麥。因為過去生中菩薩曾辱駡比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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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為什麼要吃那麼好的飯？你們應該吃馬麥。”

由於這個業因，導致他在四惡趣中受了許多千年的

苦，作為餘報，佛陀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6-7．第六、七種餘報：佛陀曾險遭他的堂弟迭

瓦達德的謀殺，結果被碎石砸傷了腳，然後基瓦醫師

用刀割開傷口擠出膿血。這是由於菩薩在過去世中曾

經用石頭砸死同父異母的弟弟，這種殺人的惡業使他

在地獄中受了很多千年的苦，到最後這一生仍然險遭

迭瓦達德的暗殺。而佛陀的腳被石頭砸傷，也由於過

去很多生以前，菩薩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因貪玩

而用石頭扔一位獨覺佛的腳背，使那位獨覺佛的腳背

流血。即使是天真無知的小孩子，因為所傷害的是一

位擁有無量功德的獨覺佛，所以這種惡業還是使他投

生地獄裡受了許多千年極大的痛苦，到了最後一生，

他的腳背也是被碎石砸傷。 

8．第八種餘報：佛陀的腳之所以遭刀割，是菩

薩過去曾經投生為邊地國王時，由於憤怒而用劍殺

人，這種惡業使他許多千年都在地獄裡遭受煎熬，最

後一生腳背也遭到刀割。 

9．第九種餘報：佛陀遭到那喇笈利象的攻擊，

是由於過去生菩薩投生為象倌的時候，出於貪玩而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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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象攻擊一位獨覺佛。這種惡業導致他許多千年在

地獄中受苦，最後一生還遭到狂象那喇笈利的攻擊。 

10．第十種餘報：佛陀將近 80 歲時，釋迦族遭

受亡國滅族之災，佛陀也因此而感到頭痛。業因是在

過去生中菩薩由於見到同村的村民殺魚而感到高

興。即使如此，他也在四惡趣當中受過苦，並因為滅

族而頭痛。佛陀之所以沒有受到傷害，是由於過去生

中他並沒有參與殺魚，而其他殺魚者都在那場種族大

屠殺中被滅絕了。 

11．第十一種餘報：佛陀晚年患有背痛，是由於

菩薩曾經投生為矮個子的那一生中，摔傷了一個摔跤

士。雖說摔傷摔跤士的不善業並沒有在他以後的輪回

中成為令生業，但是也作為阻礙業，使他在之後的輪

回中，每一生都遭受頭痛或身體疼痛的餘報，即使在

最後一生也還遭受背痛。 

12．第十二種餘報：佛陀晚年患痢疾，是由於過

去生投生為醫生的時候，因為報復一個不肯付治療費

的富翁，他下藥導致他的兒子嘔吐和腹瀉。這種惡業

也沒有在他以後的輪回中成為令生業，但卻作為阻礙

業使其每一生中都患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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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這十二種餘報的業因當中，有五種是誹謗佛

陀、聖者、比庫和得禪凡夫的誹謗業，屬於語惡業。

有七種是傷殺業。如有一生殺害了同父異母弟弟，用

石頭砸傷獨覺佛的腳，用象攻擊獨覺佛，下藥使患者

腹瀉。這些都是傷害他人的身惡業。還有一種是隨喜

殺魚，屬於意惡業。 

在這十二種餘報中，前面五種是由誹謗語業造下

的。造下誹謗惡業的果報，最輕的也是在地獄中受苦

許多千年。傷殺業也給菩薩帶來很多痛苦。 

導致這十二種餘報的業因中，有一半是針對三寶

或聖者的。例如誹謗咖沙巴佛、誹謗獨覺佛、誹謗獨

覺佛的弟子、誹謗比庫，以及用石頭扔獨覺佛、駕象

攻擊獨覺佛。由於菩薩所誹謗與傷害的物件都是三寶

或聖者，因此帶來的果報都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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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來看看佛陀的這十二種餘報給我們什麼

啟示。 

一、菩薩都是凡夫，還會造惡業 

根據上座部佛教，所有菩薩都是凡夫，他們還會

造作惡業。從《本生》故事中，可以看到菩薩既會造

善業也會造惡業。我們的佛陀所遭受的這些惡報，業

因都是他還是菩薩的時候造下的，並且都是惡業、不

善業。這和後期流變了的佛教之菩薩信仰有很大的區

別。 

後期佛教把菩薩兩極化。一方面把菩薩不斷地低

級化、平民化，無論是老幼婦孺都可以叫菩薩。知道

對方信佛，見面稱呼“菩薩”准沒錯，甚至連山神土

地、狐仙鬼神之類的也可以叫“菩薩”。另一方面，

又不斷地把菩薩神格化，奉菩薩為神明。菩薩是大慈

大悲、神通廣大、有求必應的，有各種各樣的功能，

可以加持、保佑信徒，幫人消災解厄，能夠滿足人們

諸如求官、求財、求偶、求子、求學、求平安等願望。

因此，後期佛教的菩薩是擁有不同職能、滿足人們各

種欲望的神明。 

上座部佛教也有菩薩，但是上座部的菩薩並不像

後期佛教的菩薩那樣神通廣大、無處不在、有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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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根據上座部佛教，菩薩是行走在菩提大道上的偉

大眾生，他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動物，甚至有可

能因為造惡業而墮落地獄。當然，如果菩薩因為善業

而投生為天人，他也有可能是一位擁有神通變化、救

苦救難的天神。 

菩薩，巴厘語 bodhisatta 或梵語 bodhisattva 音譯

的簡稱。bodhi 音譯為菩提，意為覺悟，satta 有兩種

意思：一、有情、眾生，二、是執取。因此，菩薩即

追求覺悟的有情，或執取菩提者。 

《長部義注》如此解釋： 

ßBodhisatto'ti paõóitasatto bujjhanakasatto, Bodhi- 

saïkhàtesu và catåsu maggesu satto àsatto 

laggamànaso'ti bodhisatto.û 

“菩薩者，即賢智的有情，覺悟的有情，或對稱

為菩提的四種道的執取、執著、心追求者為菩薩。”

(D.A.2.17) 

又如《中部義注》和《增支部義注》說： 

ßDãpaïkarassa hi bhagavato pàdamåle aññhadhamma- 

samodhànena abhinãhàrasamiddhito pabhuti tathàgato 

bodhiyà satto laggo ßpattabbà mayà esàûti 

tadadhigamàya parakkamaü  amu¤cantoyeva àg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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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mà bodhisatto'ti vuccati.û  

“在燃燈跋葛瓦的足下時，因具足八法並成就了

至上願開始，執取、執著如來的菩提 :‘我應證得

此！’為了證悟它而不放棄地努力達成，所以稱為菩

薩。”(M.A.1.35; A.A.2.104) 

因此，巴厘三藏中的“菩薩”是指成佛之前的佛

陀，這可以指自從過去善慧隱士獲得燃燈佛授記以

後，在漫長的生死輪回過程中所投生的各種生命，也

可以指最後一世誕生為悉達多太子，直至在菩提樹下

覺悟成佛前這三十五年間的生命。 

根據上座部佛教，菩薩並不能度人，巴厘三藏及

其義注也沒有記載菩薩曾經度過一個人。自從我們的

菩薩被燃燈佛授記以後，在極其漫長的無數的生死輪

回當中，他只是在圓滿巴拉密而已。在某些生命期

間，菩薩是在積累佈施巴拉密，這時他會用財富甚至

是生命去幫助其他眾生。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那些曾

經接受過他幫助的眾生，因為接受了菩薩佈施的食

物、錢財就斷除了煩惱，就被度脫了。當然，有些時

候菩薩也會投生到有佛陀教法的時期，他依照那位佛

陀的教法而去教導他的弟子，而他的弟子依照那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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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教法去修行，也可能證悟阿拉漢。在這種意義

上，我們也可以說菩薩是在度人，但其時的菩薩只是

依照那位佛陀的教法來度人而已。在很多世中，菩薩

為了圓滿出離巴拉密，他甚至會很無情地拋棄一切，

拋棄整個國家，整個親族、父母、妻兒而出家。 

菩薩什麼時候才能度人呢？只有在成佛之後，他

才開始度化眾生。那些在漫長的輪回當中曾經幫助過

菩薩，或者受過菩薩幫助的眾生，都將在菩薩成佛之

後成為他的弟子，並且在佛陀的教導下證悟聖道聖

果，度脫生死。 

在經典中，特別是《本生》裡的菩薩，是指尚未

成佛之前的佛陀。經典只是在講述我們的菩薩在無量

的生死輪回當中如何積累作為成佛之因的巴拉密。如

此，菩薩只是凡夫，不過由於他曾經得到燃燈佛的授

記，因此他生生世世都會朝著成佛的最終目標前進。

有時候，菩薩也會因為造了惡業而墮落地獄或者投生

為動物，但是他輪回的終點——最終成佛是可以確定

的。 

想要瞭解佛陀是如何成佛的，以及發願想要成佛

的人，一定要去閱讀收錄於《巴厘經藏·小部》中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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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佛陀史》 (Buddhavaü sa) 23以及《所行藏》

(Cariyàpiñaka)24，這三部都是講述菩薩如何積累巴拉密

而成佛的經典。 

當菩薩在過去生造下了惡業，這種惡業即使到他

最後成佛，仍然還是要承受過去所造之惡業帶來的果

報。菩薩的最後一生必定投生為人，並且必然在人間

成佛。只有善業成熟，才可能投生為人。菩薩最後一

生投生為人是其前一世善業成熟的結果，亦即菩薩是

一堆果報五蘊，佛陀也是一堆果報五蘊。只要還擁有

五蘊身，就必須承受由過去所造的不善業帶來的惡

報。導致這些惡報的業因，可以排除令生業，也可以

排除支援業，它們屬於障礙業。 

二、即使成佛也還要承受餘報 

從佛陀的十二種惡報可知，哪怕是佛陀，仍然無

法逃脫業果法則，還是要承受過去所造之惡業帶來的

餘報。菩薩過去所造作的惡業，並沒有因為後來成佛

了就自動消掉，佛陀更不可能通過所謂的大禮拜、念

                                                         
23 講述包括我們的果德瑪佛陀在內的二十五位佛陀的簡史。 
24 講述我們的菩薩在現在賢劫中為積累佈施、持戒等巴拉密所

行的 35 則本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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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或者拜懺等把它們消掉。所以經典裡說： 

ßKammapilotikaü  nàma Buddhamapi na mu¤cati.û 

“業的餘報，即使佛陀也不能倖免。” 

ßKammapilotikaü  evaråpaü  Lokattayasàmimpi na 

vijahati.û 

“業的餘報，即使像這樣的三界主也不肯放

過。” 

所以，菩薩過去曾經造下的惡業，即使後來成為

佛陀——天人導師、三界法主——也無法逃脫業的餘

報。 

可見，根據上座部佛教傳統，佛陀是人，也是和

我們一樣生活在人間的有血有肉的大導師。佛陀只要

仍然擁有肉身，就還會遭受過去所造惡業帶來的惡

報。 

三、罪福與物件的功德、福報有關 

一個人造下的善、惡業所帶來的善或惡的果報，

與他造業的物件有直接的關係。如果所造的善業的物

件是有戒德、有修行的人，那這種善業所帶來的福報

也將很大。反之，如果對擁有大功德的物件犯下惡

行，也將會帶來很多痛苦，甚至是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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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講造善業得福報，以佈施為例，餵養動物

的行為也是善業，但是這種善業所帶來的果報是很輕

的；佈施乞丐或者賑災，如果所有的乞丐和災民甚至

連最基本的五戒都沒有，那麼，這種善業也不會因為

物件而變得殊勝，因為物件都是無戒德的人。如果供

養一位有禪那的凡夫，帶來的果報將會很殊勝，因為

所供養的物件擁有禪那，禪那屬於上人法。如果供養

的物件是聖者，這種供養非常殊勝，所帶來的善果報

也非常巨大，因為供養的對象擁有戒定慧的功德。如

果供養的物件是一位元阿拉漢聖者，由於物件具足圓

滿的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的功德，哪怕只是

供養極少的東西，也將帶來無量的福報。供養佛陀也

是這樣。如果供養的物件是僧團，由於僧團擁有無比

殊勝的功德，佛陀稱之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anuttaraü  pu¤¤akkhettaü  lokassa)，即使供養很少，但

由於所供養的是世間上的無上福田，所帶來的福報也

將是無量無邊的。 

相反的，對功德、福報不同的物件造不善業，也

會帶來相應的不同果報。以殺生為例：拍死一隻蚊

子，或者故意踩死一隻螞蟻，這是惡業，但因為物件

的福報很低劣，所以能帶來的惡報也很輕微；如果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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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一頭牛或者豬，因為物件的福報比蚊子、螞蟻要

大，所以造業的惡報會更重一些；但是殺死一頭大象

和殺死一個小孩相比，哪怕還是在胎中的嬰兒（墮

胎），殺死小孩的惡報會更重，因為人的福報要比動

物的福報大得多，所以造的罪也大。如果殺死一個窮

光蛋或無賴，相對于殺死一個官員，所得到的罪報也

是不同的，因為同樣是人，也存在不同的福報。如果

殺死一個無道德的人、無賴或者小偷，與殺死一位阿

拉漢相比，其招致的惡報相差就不止百千萬倍了。因

為無賴或小偷沒有道德，而阿拉漢卻擁有無量的功

德，所以殺阿拉漢屬於五種極重罪之一，下一世必定

將墮落地獄。 

對於誹謗也是這樣。罵自己的孩子，罵自己的先

生或是妻子，罵自己不喜歡的人，如果對方沒什麼戒

德，罵人的業相對輕點；如果對方有持戒，有修行，

有禪那、觀智，造下的語業就很重。如果誹謗的物件

是聖者，所造的惡業就更重。誹謗聖者的惡業會導致

兩種結果：第一，障礙今生無法證得諸如禪那、道果

等更高的成就；第二，下一生無法投生善趣，或者說

謗聖的惡業會讓人墮落惡趣。想去除誹謗礙，就要向

被誹謗者本人請求懺悔。但即使得到寬恕，也只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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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今生修行的障礙，而誹謗的惡業卻無法通過懺悔消

除，以後成熟時還是要墮落惡趣。如果誹謗的物件是

僧團，那麼造下的惡業就更加重，只要這種惡業在臨

終時成熟，誹謗者必定會墮落惡趣。 

這個世間最擁擠的地方是哪裡？——地獄。在《長

部·轉輪王獅子吼經》中，佛陀把人口擁擠比喻成地

獄。經典中比喻人口密集的時候說，就像地獄裡擠滿

的眾生那樣，或者像蟻丘裡的螞蟻一樣密密麻麻、不

計其數。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地獄眾生呢？地球上的動

物多不多？不要認為現在世界上的人口很多，有 70

億那麼多，這 70 億在眾生的總數上來說卻是微不足

道的。只要大家想一想每天生起的善念多還是惡念

多，就能清楚人類和惡趣眾生的比例為何相差那麼懸

殊，作惡者也就不應存在僥倖心理。 

我們的菩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九十二

個大劫以前普思佛的教法時期，我們的菩薩看見比庫

們在吃米飯等美味飲食，只因厭惡地說了句“咄，禿

頭沙門怎麼也吃米飯？他們只應該吃麥”，這種謗僧

惡業即導致他在以後的輪回中有許多千年都墮落到

四惡趣中受苦，即使成佛以後，也因為該惡業的餘報

而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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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那些有修行、有功德的人，說話也要非

常謹慎，哪怕是不恰當的語言也不應該說。這裡講一

個發生在佛陀時代的故事： 

在沙瓦提城，有一個馴象師的兒子叫做吉德·哈提

沙利子(Citta Hatthisàriputta)，他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

後，很認真地學習與禪修，他精通並能夠背誦三藏，

同時也證得各種禪那。有一次，馬哈摩嘎喇那和馬哈

果提格(Mahàkoññhika)等長老比庫用餐後，坐在圓堂裡

一起討論阿毗達摩。當這些長老在討論阿毗達摩的時

候，吉德•哈提沙利子尊者也坐在那裡，他經常打斷

長老們的談論。馬哈果提格長老對吉德•哈提沙利子

尊者說： 

“具壽吉德•哈提沙利子，不要打斷長老們討論

阿毗達摩，等我們談論完了你再發言吧！” 

當時，吉德•哈提沙利子的一位好友比庫對馬哈

果提格長老說：“具壽馬哈果提格，你不要不喜歡具

壽吉德•哈提沙利子，他是位智者，他勝任和長老比

庫們討論阿毗達摩。” 

於是馬哈果提格長老說：賢友，你不知這難知的

他人之心。有些人表現得很柔和、謙遜、寂靜，是因

為他依止于導師或一位尊重的同梵行者而住，一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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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導師或尊重的同梵行者，經常結交僧俗、國王、

官員、外道、外道弟子等人，心就容易陷入貪愛，他

陷入貪愛的心將導致他捨戒還俗。 

過了不久，具壽吉德•哈提沙利子真的還俗了。

但畢竟他曾經是一位通達三藏且擁有禪那和強力觀

智的比庫，所以他還俗後不久又回來出家了。在此之

前，他已經反復出家還俗又出家 6 次了，這次可是他

第 7 次出家。這次出家後，他通過精進禪修，最終證

悟了阿拉漢道果。(A.6.60) 

為什麼吉德•哈提沙利子尊者會還俗 6 次、出家

7 次呢？在過去咖沙巴佛的教法時期，有兩位出家的

好朋友，他們非常要好，經常在一起念誦、學習。有

一天，其中一位比庫不樂梵行，想要還俗過在家的生

活，並把他的想法告訴當年的吉德•哈提沙利子尊

者。吉德•哈提沙利子就給他開示在家生活的過患和

出家的功德，勸他不要還俗。他朋友聽了就打消還俗

的念頭。過了不久，這位朋友又產生還俗的念頭，他

對當年的吉德•哈提沙利子尊者說：“賢友，我產生

這樣的想法，還俗後我的衣和缽都供養給你。”於

是，吉德•哈提沙利子因為對衣缽產生了貪念，反而

向他朋友鼓吹在家生活的好處和出家的過患。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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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聽了之後，反而打消了還俗的念頭，繼續樂

於出家的生活。(D.A.1.422) 

正是因為吉德•哈提沙利子尊者的過去生曾經在

他朋友面前讚歎在家生活的好處，意圖讓對方還俗，

即使對方並沒有因此而還俗，但他也因為這種不善

業，導致在最後的那一生中還俗了 6 次，直到第 7 次

出家才證悟阿拉漢聖果。可見，所造的善業或惡業與

物件有很大關係。如果物件是修行人，是持戒比庫，

哪怕他還是凡夫，還沒有禪那，說話也一定要很謹慎。 

問題來了，有人可能會問：“出家人不是要接受

在家人的監督嗎？難道我們不能批評出家人的不良

行為嗎？” 

沒錯，在家人可以監督出家人的行為，但監督不

等於隨意評頭品足。那監督和批評有什麼區別？ 

監督，是當出家人出現犯戒行為或即將發生某些

不良行為時，懂得戒律的在家人可以用適當的語言進

行提醒或勸諫。這是一種維護佛教形象、護持出家人

戒行的善行。 

而批評則是因為某些出家人發生了不良行為，甚

至只是因為道聼塗説，而對出家人妄加指摘、評判、

貶損、否定。這是一種損害出家人形象、破壞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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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行。 

在批評出家人的同時，也很容易造下謗僧的惡

業，因為批評的物件很可能是持戒清淨的僧人。難道

發生不良行為的出家人也有可能持戒“清淨”嗎？ 

是的，很有可能。第一，因為該出家人的行為也

許並沒有觸犯戒律，但不懂戒律或只是對戒律一知半

解的在家人可能誤認為該行為犯戒。第二，犯戒的比

庫可以通過如法懺悔而恢復清淨。如果在家人批評這

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出家人，就是批評持戒清淨的僧

人。 

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怎樣才算持戒“清淨”。在

比庫僧團每半個月念誦的《比庫巴帝摩卡》的開頭部

分有一句話這樣說： 

ßYassa siyà àpatti, so àvikareyya, asantiyà àpattiyà 

tuõhã bhavitabbaü , tuõhãbhàvena kho panàyasmante 

`parisuddhà'ti vedissàmi.û 

“凡是有罪者，他要坦白；沒有罪者應保持沉

默。以沉默故，我將知道具壽們是‘清淨’的。” 

對於“沒有罪者”，佛陀在《律藏·誦戒篇》中解

釋： 

ßAsantã nàma àpatti anajjhàpannà và hoti, àpajjitvà 

và vuññhità.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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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罪者’是指沒犯罪，或者犯了已出

罪。”(Mv.135) 

律注《疑惑度脫》也如此解釋“沒有罪者”： 

“‘沒有罪者’是指沒犯罪者，或者犯了罪但已

出罪、懺悔或告白其罪者，對其罪已成為不存在，如

此的沒有罪者應保持沉默。” 

根據以上律文，有兩類持戒清淨的比庫：第一，

持守戒律不犯者，第二，犯了戒通過如法懺悔而恢復

清淨者。如果在家人批評這兩類出家人，都是在批評

清淨僧人，都難脫謗僧之罪。 

即使是一位有明顯犯戒行為的僧人，在家人對其

說長道短、責難挑剔也是欠妥的。因為比庫至少要持

守 227 條學處，即使他違犯了其中的一兩條學處，也

還有其餘大量的學處沒有違犯。而對於在家人，能持

守好五戒已經算不錯了。一個處於道德低處的人，對

站在道德高處者妄加指責，是否恰當已毋須多言。 

四、宿業無法消 

有許多“學佛”的人經常會把“消業”、“消業

障”等口號掛在嘴邊，到底造下的業可不可以被消除

呢？答案是：不能！業一旦被造下，是無法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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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非是在般涅槃的時候。 

有人又會問：巴厘三藏有沒有講到消業呢？答案

是：有！但它並非佛陀的教法，只有裸體外道耆那教

才注重消除業障。在《中部·天池經》(Devadaha sutta)

裡，佛陀指出這些外道認為： 

“‘任何人所體驗的樂、苦或不樂不苦，一切都

是因為過去所造[之業]。如是諸宿業能通過苦行消

除，不作新業，則于未來不起作用。于未來不起作用

則業滅，業滅則苦滅，苦滅則受滅，受滅則一切苦滅

盡。’諸比庫，持這種見者是尼甘陀。”(M.3.1) 

耆那教的教義有兩個特點：一、認為今生所有的

果報都是過去造作的，這是宿命論。二、宿業可以消

除，消除的方法是苦行。所以，耆那教的修行方法主

要是消除宿業，不造新業。通過苦行消除宿業，通過

克制不造新業，等到所有宿業被消盡，苦就滅盡；苦

滅盡了，就可以解脫輪回。很清楚：消業不是佛陀的

教導，而是裸體外道耆那教的教義。 

古代印度在教義上非常相似的宗教是佛教與耆

那教。然而，兩者在修行解脫論方面的最大區別是，

佛教致力於斷除煩惱，而耆那教則致力於消除宿業。

佛陀的教法並不相信宿業可以被消除，也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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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業”的教導。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將近 80 歲那年，他的親族

釋迦族遭到維毒噠跋王滅絕性的屠殺。然而，佛陀得

知此消息後，並沒有前去為他的親族舉行諸如消災、

滅罪之類的儀式。當釋迦族慘遭屠殺後，佛陀也沒有

親自前去或者派弟子前去舉行諸如超度亡靈之類的

儀式。是否佛陀在世時還沒有這類儀式呢？有的，但

那是婆羅門教的信仰，舉行這類儀式也是婆羅門教祭

司們的職業，與佛教無關。到底這些外道的信仰和儀

式是何時混雜進佛教中來的，則並非本書討論的範

圍。 

從佛陀的十二種餘報可以看出，佛陀每次遭受惡

報的時候，他既沒有去燒香、求神、拜佛、拜懺或做

大禮拜，也沒有請“和尚”來念經、持咒、摸頂、加

持、消災，或是請婆羅門祭司來做祭祀、火供等以消

除業障。 

在整套巴厘三藏及其義注中，也無法找到佛陀以

及一切聖弟子有任何關於“消業”言行的記載，甚至

連消業的觀念都沒有。反而，佛陀曾這樣強調： 

ßNa hi kammaü  vinassati.û 

“業實無法消！”(Ap.1.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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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讓過去所造作之業不再起作用，只應該致力

於修行戒定慧，斷除煩惱。煩惱斷盡了，在這一堆身

心五蘊完全滅盡的時候，也就是“蘊般涅槃”

(khandha parinibbàna)時，過去所造作的善或不善之業

都成為無效業(ahosi kamma)，其時，業才可以說完全

地被消除。 

五、學習佛陀如何面對和處理惡報 

作為佛陀的弟子，我們除了要學習和實踐佛陀的

教導以外，也需要學習佛陀如何面對和處理惡報。佛

弟子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惡業成熟所帶來的果報

呢？ 

在不善業成熟並遭受惡報時，我們應當相信業果

法則。佛陀在《增支部·五集》裡強調，如果一個在家

弟子在經受惡報的時候，去相信占卜、算卦、算命、

風水、驅邪、祈禱、祭祀等，這不是合格的佛弟子，

而是下賤、低劣、污穢的佛弟子。(A.5.175) 佛弟子在

遭受惡報時，應當相信因果，思惟業果法則並接受

它。這是佛弟子應有的態度。 

佛陀在面對惡報的時候，例如被少女金佳誹謗

時，他用沉默去化解；在經受那喇笈利象攻擊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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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去調伏。許多時候，面對、正視、接受也是解決

問題的好辦法。佛陀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ßYattha adhikaraõaü  uppannaü , tattheva tasmiü  

våpasante.û 

“問題在哪裡發生，就要在那裡解決。”

(Dhp.A.21) 

這是一個很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問題在哪裡發

生，就要在那裡解決，逃避、抱怨、不滿、憤怒並無

濟於事。今天之所以會遭受這樣那樣的麻煩、委屈、

不公、痛苦，都是由於過去所造作的惡業成熟招致來

的，當年勇敢地造作惡業，為何今天在它產生結果時

卻不敢承擔呢？人生並非一帆風順，難免會有起起落

落，在遭受別人誹謗、歪曲、誣陷、污辱、傷害的時

候，要學會用廣大的心量來承擔。只有正視它、接受

它，才有可能把問題解決。我們作為佛弟子，作為修

行人，不應該因為人我是非而把自己搞到焦頭爛額。

眼睛、嘴巴長在別人的臉上，只要自己所做的事問心

無愧，就不應該在乎他人怎麼看、怎麼說。 

有一次，佛陀在大街遭到許多人的誣衊和辱駡時

這樣說： 

ßAhaü , â nanda, saïgàmaü  otiõõahatthisad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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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ïgàmaü  otiõõahatthino hi catåhi disàhi àgate sare 

sahituü  bhàro, tatheva bahåhi dussãlehi kathita- 

kathànaü  sahanaü  nàma mayhaü  bhàro.û 

“阿難，我就像在戰場上發情的大象一樣。戰場

上發情的大象能夠忍耐、承受來自四方的箭，如此承

受來自許多無道德者的各種流言蜚語乃是我的責

任。” 

接著又說了這首偈頌： 

ßAhaü  nàgova saïgàme, càpato patitaü  saraü ; 

Ativàkyaü  titikkhissaü , dussãlo hi bahujjano.û 

“如象在戰場，忍受弓箭射， 

我也忍誹謗，無德人多數。”(Dhp.320) 

佛陀很清楚，只要他在人世間弘法，出來度人，

必然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流言蜚語、誹謗、污蔑等等。

然而，就像在戰場上發情的大象，即使從四面八方不

斷射來無數的箭，它仍然能夠忍受著並繼續衝鋒陷

陣。既然佛陀決定出來弘法利生，也就隨時準備好承

受來自各種人對他的誹謗、污蔑。畢竟在這個人世

間，沒有道德的人還是占大多數。 

只要生活在這個人世間，只要與人打交道，就不

可避免會遭遇各種榮辱得失、人我是非。我們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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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無論好的還是不好的，都要承擔。就如佛陀在

《中部·大教誨拉胡叻經》裡教導，要像大地一樣，不

管人們把糞便、膿血、垃圾、穢物丟棄在大地上，大

地都能夠接受、能夠承受，如如不動，並不會因此而

感到厭惡、憤怒。(M.2.119) 我們要學習大地的承擔，

要勇於承擔自己過去所造的惡業成熟而招感的果報。 

當然，佛弟子在對待不善果報時，除了要學會承

擔之外，還要學會忍耐與等待。根據佛教的無常規

律，善業、惡業皆由心所生、依身語意而造作，禍福

苦樂也由身心來體驗，所有這些因果現象都屬於因緣

和合之法，都屬於有為法，它們只是一個過程，都是

無常的。無論善業或惡業，一旦造下即刻滅去，都是

無常的；而任何由無常之業所招感的善報或惡報，也

必然會有消盡的一天。當一種業報慢慢地消盡時，就

會被另一種獲得機會成熟的業報所替代。業是無常

的，果報也是無常的。如此，沒有永恆的天堂，也沒

有永久的地獄；沒有長久的享樂，也沒有無盡的受

苦。所以，身為佛弟子，要學會享樂超然，受苦坦然；

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我們要從這些經典的教導中，學習佛陀如何面對

和處理自己所遭受的各種不善果報，相信因果，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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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果法則，敢於承擔，不怨天尤人。我們無法逃避惡

業的成熟，但卻可以通過沉默、忍耐、慈愛和智慧來

解決它。只要這樣，才能把問題慢慢地化解掉。 

六、敬畏因果，謹言慎行 

我們有幸得生為人，就要相信業果法則，樹立善

惡觀念，經常思惟每個眾生都是業的主人，自己要對

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通過敬畏因果，從而做到謹言

慎行、防惡止非、改過行善。 

佛陀在《常應省思之事經》(Abhiõha- 

paccavekkhitabbañhàna sutta)中說： 

ßKi¤ca, bhikkhave, atthavasaü  pañicca 

`kammassakomhi, kammadàyàdo kammayoni 

kammabandhu kammapañisaraõo, yaü  kammaü  

karissàmi -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 tassa dàyàdo 

bhavissàmã'ti abhiõhaü  paccavekkhitabbaü  itthiyà và 

purisena và gahaññhena và pabbajitena và? Atthi, 

bhikkhave, sattànaü  kàyaduccaritaü  vacãduccaritaü  

manoduccaritaü . Tassa taü  ñhànaü  abhiõhaü  

paccavekkhato sabbaso và duccaritaü  pahãyati tanu và 

pana hoti.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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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緣何理由，‘我是業的所有者，業的

繼承者，以業為起源，以業為親屬，以業為皈依處。

無論我所造的是善或惡之業，我將是它的承受者。’

是女人、男人、在家人或出家人應經常省思的呢？諸

比庫，有眾生有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他經常省

思此事，則所有惡行皆能斷除，或者減少。”(A.5.57) 

一個人造作了善業，當善業成熟時，他將會享受

由自己所造之善業帶來的樂報。一個人造作了惡業，

當惡業成熟時，他也將要承受由自己所造之惡業帶來

的苦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依照業果法則運

作的，並不需要由外在所謂的上帝、造物主、諸佛菩

薩等來安排操控。你因造了惡而受苦，神佛無法幫你

赦免；只要你行善積德，無需神佛賜福也享樂，因為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造之業負責。 

瞭解業果法則、樹立善惡觀念之後，就要明白自

己必須承擔由自己的善惡行為所帶來的結果。當惡業

成熟而體驗到不好的果報時，自己要敢於承擔，甘於

承受，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別人或外在的事物。當我們

在遭遇他人傷害、受人誣衊、財產損失，或者命不如

人時，不需要怨天尤人，因為現在所遭遇的不如意結

果，都是過去所造的不善業成熟帶來的結果。既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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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敢於造業，現在惡業成熟時也應敢於承受，要怪只

能怪自己。 

因與果在時間上是貫穿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的。過去因帶來現在果，現在因帶來未來果。我們通

常把現在所體驗到的吉凶禍福、境遇好壞稱為“命

運”。命運作為一種結果，是有其原因的，它的因就

是自己過去所做的各種善惡行為。而我們現在的所作

所為，又將會影響到未來命運的好壞。因此，現在果

與過去因是一層因果關係，現在因與未來果又是一層

因果關係。 

佛教雖然相信命運，但並不是宿命論，並不相信

命運是註定的，更不相信有外在的神佛上帝在操縱著

人們的命運。現在的命運，只是自己過去世所做的各

種善惡行為帶來的果報。今生的富貴幸福，是自己過

去行善積德的結果；今生貧賤困苦，是自己過去多行

不善的結果。 

過去已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未來雖然不確

定，但卻是可以改變的。而改變的關鍵，則在於把握

現在，把握當下。 

作為過去所做的已成事實的行為，在現在已經成

熟並正產生作用時，我們只有接受它。只有接受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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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才有可能改變它。這裡講的改變，並不是要改

變已經發生的現實，而是改變我們對現實境遇所作出

的反應。 

我們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人、事、物。在遇到這

些物件時，又會根據自己的觀念、信仰、經驗、習慣、

職業、身份、心情等而作出不同的反應。在往好的、

善的、正面的方向想時，叫做“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àra)，往不好的、壞的、惡的、負面的方向想

時，叫“不如理作意”(ayoniso manasikàra)。通過如

理作意，接下來所產生的都是善心，由於善心而能造

作好的、善的行為。通過不如理作意，接下來所產生

的都是不善心，由於不善心而會造作壞的、惡的、不

善的行為。所以，我們雖然不能控制、改變每天的境

遇，但是卻能夠通過如理作意來轉變每天的心念和行

為，改變現在所造作的業。而通過改變現在所造作的

業，就能慢慢改變我們的未來，改變我們的命運。只

要我們善於把握現在、珍惜當下，用如理作意來培養

善心善念，積累善業善行，如此，我們必將擁有幸福

的未來、美好的明天。 

因此，通過學習和瞭解業果法則，就能明白自己

的命運可以由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必須由自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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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過經常思惟業果法則，我們就能坦然地面對現

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不如意遭遇，並通過減少乃至斷

除身語意的惡行、培養乃至圓滿身語意的善行，來提

升自己、完善人格、昇華生命。 

學習佛陀的十二種惡報，能夠使我們更加瞭解、

相信和敬畏業果法則，從而避免造作各種身語意的惡

業，不斷地具足、成就一切善行、善業、功德，不斷

地淨化自己的內心，在佛陀的教法中不斷成長，最終

實現學佛、修行的最終目標——證悟至上快樂的涅

槃！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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