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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摩醯提利陰謀陷害珊蔓娣皇后 

精進是涅槃之道，放逸使人趣向生死輪迴； 

精進的人不死(註 1)，放逸的人如行屍走肉。 (偈 21) 

智者確實明白以上的道理，所以精進安樂， 

並且喜悅聖境(註 2)； (偈 22) 

智者堅定、精進禪定(註 3)， 

解脫繫縛(註 4)，證得無上涅槃(註 5)。 (偈 23) 

姍蔓娣皇后有很多服侍她的侍女，其中一位名字叫做久壽多羅，她的職責是

每天為 皇后向花匠蘇曼那購買花。有一天，她在蘇曼那的家裡聽聞佛陀說

法，由於過去世的修 持，她立刻證得初果。回到皇宮之後，她就向皇后和其

它侍女轉述佛陀的說法。她們也 因此對佛法有所了解。從那天起，她不用再

做其它重大的工作，皇后也待她如師亦母。 她非常聰穎，能夠把聽聞過的佛

陀說法，再轉述給皇后和其它侍女聽，也因此，後來她 確實理解佛法。 

皇后和她的侍女很想當面頂禮佛陀，但害怕國王會反對，只好在佛陀經過皇

宮到其 她信徒的家時，透過皇宮建築的孔洞悄悄的行注目禮。 

摩醯提利是國王另一位出身婆羅門的妻妾。她的父親曾經認為佛陀是唯一值

得女兒 托付終身的人，所以就向佛陀提及婚配之事，但佛陀加以婉拒，佛陀

說：「即使看見天魔 波旬最漂亮的三位女兒─渴愛、不樂、貪欲 (註 6)，

我都不動心了。畢竟，色身都是 污穢的，有什麼值得貪戀呢？」佛陀所以如

此回答，是因為知道這對婆羅門夫婦當天就 可以證得三果（不還果）。這對

夫婦聽完佛陀的話後，果真領悟美麗的無常，而當下證 得三果。他們把女兒

交付給她的叔叔，而雙雙出家修行。後來，兩人也都證得阿羅漢果 。但摩醯

提利因為對自己的美貌非常自負，而認為佛陀的話是一種侮辱，她內心痛苦、 

難堪，發誓要找機會報仇。 

後來，她的叔叔把她獻給優填王，使她成為國王的妻妾之一。當她知道佛陀

正在憍 賞彌城內，也知道皇后和侍女透過居室的孔洞向佛陀敬禮時，她決定

展開報復的行動， 同時一併要傷害皇后和皇后的侍女。她向國王進纔言，說

皇后和侍女在房子牆壁挖洞， 而且對國王不忠實。國王就親自去檢查皇后居

住的房子，而看見這些孔洞，但當他明白 其中原委後，並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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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她繼續向國王誹謗皇后對國王不忠實，並且說皇后企圖殺害國王。

有一 次，她知道國王帶著琵琶要到皇后的房子住幾天，就把一隻蛇藏在國王

的琵琶中，並 且用花把琵琶的孔遮蓋起來。然後她告訴國王說，她有不祥的

預感，十分擔心國王的安 危，請國王不要前去皇后的房子，但國王不予理會，

她就跟隨國王到皇后的房子，並且 趁人不注意的時候，把遮住琵琶孔的花朵

拿開，琵琶內的蛇就跑到皇后的床上，並且蜷 起身子，嘶嘶作響。國王看見

蛇的時候，相信了她的纔言，誤認皇后要害他。國王一時 非常憤怒，怒吼著，

叫皇后站起來，也叫所有的侍女都站在皇后的身後。然後國王拉弓 ，將毒箭

向皇后等人射去。但皇后等人對國王的舉止毫無懼意，只默默地流露 慈悲的

眼光，所以雖然國王善於射箭，卻未射中任何人。國王目睹這奇蹟時，明白

皇后 是無辜的，就恩准皇后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到宮中來化緣、說法。 

摩醯提利看見自己所有的陰謀都失敗了，於是擬定最後一項萬無一失的陰

謀。她派 人送口信給她的叔叔，要他縱火燒皇后居住的房子。她叔叔遵照她

的話做，但房子內的 皇后和侍女由於有很好的修持，所以雖然在危難的時

刻，仍然繼續禪坐。因此、在房子 完全倒塌之前，有人證得二果，其他人的

修行也有進步。 

當國王接到報告趕來時，已經太遲了。國王心中懷疑這是摩醯提利慫恿的結

果，但 他不動聲色，反而說：「皇后在世時，我一直警覺在心、提心吊膽，

害怕遭了她的 毒手。現在我可寬心了！會是誰做了這件好事呢？一定是深愛

我的人做的。」 聽完國王 這一番話時，愚蠢的摩醯提利馬上接口說，是她

要她叔叔縱火燒死皇后的。國王聽她招 認了，佯裝非常高興，告訴她，他要

大大賞賜她和她的所有親戚。但當她們興高彩烈地 抵達皇宮時，卻全部與摩

醯提利一起被捕並且在皇宮的廣場上被處決。邪惡的摩醯提利 終於因為陷害

貞潔的皇后和侍女而受到懲罰。 

佛陀知道這兩件悲慘的事件時說，正念現前、精進的人不死，放逸的人則如

行屍走肉。 

備註： 

(註 1)「不死」的意思不是說精進的人不會死亡，有生必有死，即使佛陀和

阿羅漢也不例外。不死的意思是說精進的人證得涅槃，不在生死輪迴，所以

不死；放逸的人不知作善行，所以生死輪迴不斷。 

(註 2)「聖境」指的是三十七道品和九種殊勝。 

(註 3)此處的「禪定」包含止與觀。 

(註 4)此處的「繫縛」指四種煩惱：貪愛、生、邪見和無明。 

(註 5)「涅槃」─佛教徒的最高理想，涅槃不是一般人所誤以為的斷見或一

切虛無的境界 。事實上，涅槃是永恆、不死、超凡的境界，一般言語無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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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表達涅槃的真 實義，其字面的意義是遠離愛欲。涅槃是今生就可以證得的

出世間境界，也可 以解釋成所有愛欲止息的境界。涅槃不是一切虛無的意

思，它肇因於究竟滌除 愛欲而達到究竟解脫的喜悅境界。就形上學而言，涅

槃指所有苦痛的止息。就 心理學而言，涅槃是棄除自我觀。就道德（倫理)

學而言，是三毒（貪、瞋、 癡)的滌除。 

(註 6)Tanha, Arati 和 Raga 三者皆魔女。參考佛光阿含經，雜阿含經第 1979

頁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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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富翁的聲音 

精進、正念現前、舉止清靜、善於分辨善惡法、 

克己、生活如法、不放逸的人， 

名譽隨之提升。(偈 24) 

王舍城有一年發生瘟疫。城裡一位銀行家、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家人，除了一

位年輕 的兒子之外全都罹難。臨終之際，這對夫妻告訴年輕的兒子─坎拔高

沙卡趕快離開故鄉 ，等瘟疫結束後再回來。他們並且告訴他，已經把一些有

價值的財產埋藏在某個地 點。這年輕的兒子就照父母的話，遠離家鄉。後來，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才返回家 鄉。 

回鄉之後，城裡居然沒有人認識他。他接著到父母埋藏財產的地點，發現一

切保藏 良好。但是他想，如果把所有財產挖掘出來，城裡的人可能會認為，

這窮小子一定透過 什麼非法的手段致富，而向國王報告，其結果就是他的財

產會被沒收。所以他不想挖出 這些財產，而另外找工作維持生活。他找到的

工作是在清晨叫醒大家，並且大聲通知城 裡的人該是準備食物、馬車、套牛

軛等工作的時間了。這種工作在沒有時鐘的年代絕對 需要。 

 有一天，頻婆裟羅王聽見他的聲音，由於國王善於從人的聲音去判斷人的

個性，就 說：「發出這聲音的人有大批的財產。」這時候一位侍女聽到國王

的評論，就派人去調 查這件事。得到回報後，侍女向國王說，這個人只是個

傭工而已。但往後的兩天，國王 仍然堅持他的看法，而調查的結果仍舊一樣。

這侍女因此覺得事情一定有蹊蹺，就向國 王請求，親自去調查。 

侍女就和她的女兒偽裝成農人，然後到坎拔高沙卡的家去，並且說她們是出

門在外 的旅客，希望能借宿。坎拔高沙卡就讓她們在家中過夜。第二天，她

們想辦法說服坎拔 高沙卡讓她們繼續住下來。而在這期間，國王兩次宣告，

在坎拔高沙卡居住的地區要舉 行某慶典儀式，當地所有人都要捐獻。坎拔高

沙卡身邊沒有足夠的錢，只好被迫去 挖掘出部份金幣。當他繳交金幣後，這

侍女加以調包，並且把金幣送去給國王。不久， 侍女請人傳話給國王，請國

王派人來找坎拔高沙卡，叫他去王宮。國王的人馬到達 時，坎拔高沙卡勉強

跟著他們到王宮，而侍女和女兒卻已先一步回去了。 

在王宮裡，國王要坎拔高沙卡說出實情，國王向他保證，如果無辜，絕對不

會受到 傷害。坎拔高沙卡承認金幣是他的，而且他是多年前王舍城裡銀行家

的兒子。他也說出 藏金幣的地點，所有的財富因此被挖掘出來，並且呈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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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中來，國王就任命坎拔高沙 卡擔任他父親的職務─城裡的銀行家。並且把

一位女兒許配給他。 

後來，國王帶著坎拔高沙卡，到竹林精舍向佛陀頂禮問訊。國王向佛陀說，

坎拔高沙卡 雖然有錢，卻願意以勞力維持生計，從事最低賤的工作；國王又

說自己如何被他感動， 而任命他作銀行家。國王接著就向佛陀介紹坎拔高沙

卡，佛陀因此趁機說明，具有何種人 格特質的人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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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愚笨的周利槃特證得聖果 

由於精進不放逸，戒律和克己的功夫， 

智者為自己建造不為洪水淹 沒的沙洲(註)。 (偈 25) 

某個銀行家有兩個孫子，他們的名字分別是摩訶槃特和周利槃特。年長的摩

訶槃特 經常陪伴祖父去聽法，後來就出家加入僧伽，而在一段時間之後，證

得阿羅漢果。弟弟 周利槃特也跟隨哥哥出家，但由於前世曾作弄一位很笨的

比丘，所以今生愚昧不堪，甚 至四個月內記不得一句偈語。哥哥摩訶槃特就

建議弟弟不如還俗。 

有一天，名醫耆域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到他家接受供養。周利槃特不在可以

前去的 比丘名單中。他知道自己無緣參加後，十分沮喪，決定還俗。佛陀明

白他的心意後，就 叫他在精舍前面的門口，面向東方而坐，並給他一塊布，

要他一邊搓揉布塊，一邊複誦 「去除污垢 (Rajoharanam) 」。交代之後，

佛陀就和摩訶槃特挑選出來的比丘們一齊去 名醫耆域家。 

佛陀離開後，周利槃特努力搓揉布塊，並複誦「去除污垢」，不久，布塊變

髒了。 也就在這時候，他過去的善業機緣成熟，而使他了解世事無常。這時

候，佛陀在名醫耆 域家中，透過神通力量，知道年輕的周利槃特的進展，於

是放光，使周利槃特感覺佛陀 就在他面前向他說：「不只是布塊因為污垢而

變髒，人的身心也有貪、瞋、癡等污垢， 只有去除這些污垢，人才可以達到

修行的目的，而證得聖果。」周利槃特明白佛陀話中 的涵意，繼續禪修，不

久就證得阿羅漢果 (註)，並且具足非凡的智慧和精神力量。 

這時候，名醫耆域的家人，正準備向佛陀的缽中注水，以表示供養，但佛陀

卻用手 遮住缽，防止水進入，並且問道： 

「是否還有比丘在精舍裡？」 

「沒有！」 

「還有一人！」佛陀說，並要人去請周利槃特來。 

當被差遣的人抵達精舍時，不只看到一位比丘，而有很多一模一樣的比丘，

這些比 丘都是具有神通的周利槃特創造出來的。被差遣的人感到困惑，就回

去報告這件事，卻 又被差遣回精舍，要他向那些比丘說：「佛陀召喚名叫周

利槃特的比丘。」但當他照做 時，很多聲音回答道：「我就是周利槃特！」

他迷糊了，只好又回去，但又再次被差遣 回精舍，這次要他一把抓住第一個

回答「我是周利槃特」的比丘，結果當他抓住第一位 回答的比丘時，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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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都消失了。周利槃特比丘就跟隨他到名醫耆域家。供養之後 ，周利槃特

在佛陀的授意之下，信心十足地講經說法。 

後來，周利槃特的事被比丘們無意間提起，佛陀就說：信心堅定、努力精進

的人都必 定會證得阿羅漢果。 

註１「沙洲」：較高的陸地，可以避免洪水的患難，智者證得阿羅漢果，就

等於為自己建立較高的安全陸地，而不會陷溺於五欲、邪見、愛欲和無明之

中。 

 

註２：讀者應注意，周利槃特並不是在短時間內就證得阿羅漢，他已經準備

很多世了。佛陀只是幫助他除掉剩餘的污垢，解脫無明所造成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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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慶典期間幼稚的舉止 

愚癡的人耽溺於放逸行， 

智者護持自己的精進， 

一如世人保護無上的珍寶。 (偈 26) 

 

人不可放逸，也不可耽溺欲樂， 

精進禪修的人可以獲得大安樂。(偈 27) 

有一年，舍衛城慶祝一個廣受歡迎的慶典，慶典期間，許多年輕人用灰土和

牛糞塗 揉身體，並且在城內到處閒蕩、喧嘩，而成為大家頭痛的人物。他們

停留在居民家門口 ，直到居民給他們錢，才肯離去。 

當時，舍衛城裡有很多的佛教信徒。這些信徒就向佛陀通風報信，請佛陀在

七天之 內，不要進城，而由信徒們直接把供養品送到精舍。同時，他們也儘

量留在家中。第八 天，慶典結束後，佛陀和眾多比丘受邀到城內說法。當信

徒告訴佛陀那些年輕人在慶典 期間的幼稚舉止時，佛陀說那些年輕人因為無

明，所以舉止缺乏尊嚴與莊重的氣息。 

佛陀接著勸誡信徒們不可渾渾噩噩的過日子，也不可以沉溺於感官慾樂，應

該時時 正念現前，這樣才可以獲得幸福，證得究竟喜悅的涅槃。 

信徒們專心聽完佛陀的說法後，滿心歡喜，對佛法的信心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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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迦葉尊者想知道生死輪迴的次數 

智者以正念滅除放逸心， 

所以智慧增長，憂患全無，以視憂苦眾生。 

智者（阿羅漢）觀無明眾生， 

如同登上山頂的人俯視山下的眾生。 (偈 28) 

有一次，大迦葉比丘停留在畢砵離洞窟的時候，運用神通想要知道，誰正念

現前、誰迷糊過日子，誰快要往生了。 

這時候，佛陀從精舍裡透過天眼明白大迦葉尊者的所作所為，便想要告訴他

只是在浪費時間（註），所以就放光，出現在大迦葉尊者面前，告誡他：「大

迦葉！生死輪迴是不可究竟了解的。它超過你的智慧，只有證悟的諸佛才能

夠解釋眾生的生死輪迴。」 

（註）本故事說明人不應該過度追求無法增進修行的事物。大迦葉企圖要瞭

解的事無法幫助他證悟生命的實相。佛陀不斷提醒他的弟子們要確實參透生

命的實相，努力解脫生死輪迴，其他的追求都不是增上法。人可以透過察覺

而證得阿羅漢果。一旦成為具有無上智慧的究竟聖者（如佛陀），自然具足

這些能力。 



11 
 

二～六、修行的目的 

眾生放逸，智者精進；眾生昏沉，智者清醒， 

智者超越愚癡的人，就像賽馬超越老弱的馬匹。 (偈 29) 

兩位比丘從佛陀那裡得到觀想的題目後，到森林裡的一處精舍去禪修。其中

一位比 丘心不在焉，只知在火旁邊取暖，整個初夜只知向年輕的沙彌談話而

浪費時光。另一位 虔誠的比丘則善盡比丘的職責：初夜時經行，中夜時休息，

後夜則再度禪修。由於他的 精進和正念現前，所以很短的時間內就證得阿羅

漢果。 

結夏安居結束後，這兩位比丘回去向佛陀頂禮問訊。佛陀問他們如何安居？

懶惰又 心不在焉的比丘說另一位比丘只是躺著休息、睡覺而浪費時間。佛陀

就問道：「那麼你 自己呢？」他回答說自己在初夜的時候，靠在火旁邊取暖，

然後就整夜沒睡。但佛陀太 清楚他們兩人安居的情形，所以就對懶惰的比丘

說：「你明明懶惰、心不在焉，卻說自 己精進努力、正念現前，而你的同修

精進努力、正念現前，你卻說人家懶惰、心不在焉 。你就像羸弱、步履緩慢

的馬，而你的同修則是強壯、腳程敏捷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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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瑪伽為何往生為帝釋 

帝釋因為不放逸，所以成為諸天王； 

精進受人贊歎，放逸受人訶責。 (偈 30) 

有一天，離車國的摩訶利王子，前來聆聽佛陀講解《帝釋所問經》。佛陀的

生動敘述，讓王子以為佛陀一定見過帝釋。為了確認，他就問佛陀。 

佛陀回答道：「摩訶利！我確實認識帝釋，也知道他為何成為帝釋。」佛陀

就告訴摩訶利，身為諸天王的帝釋的某一前世是摩卡拉村子一位名叫瑪伽的

年輕人。他和三十二位同伴從事很多的社會公益活動，如舖路、建公共休憩

房舍等，一生中並奉行七項義務： 

１.奉養父母、２.尊敬長者、３.言語溫順、４.不背後說人閒話、５.慷慨大

方、不貪婪、 ６.實話實說、７.不動氣 

由於瑪伽在那一生中具足無數的善業和正確的德行，所以往生為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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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智慧之火 

精進的比丘，害怕放逸而勇猛精進， 

猶如大火，燒盡一切結。 (偈 31) 

有一位比丘得到佛陀給他的觀想題目後，就到森林裡去禪修。雖然努力修持，

但卻只有非常小的進展。他感到沮喪、挫折而返回祇樹給孤獨園，希望佛陀

能給他進一步的指引。路上，他遇見熊熊大火，於是就跑到山上去觀察火勢。

正當火勢漫延時，他突然領悟到，就像火燒毀一切東西，究竟智慧也會解除

生命中大大小小小的束縛。 

這時候，佛陀明瞭這比丘的意念，就放光，出現在比丘面前，告訴他：「你

現在的思考方向是正確的，繼續努力吧！就如大火燒毀一切障礙，繫念在前

的比丘解除所有的結 (註)。」這比丘聽完佛陀的說法後，正念現前，思考佛

陀的告誡，不久之後，就證得阿羅漢果。 

備註： 

有十種結（束縛）：身見、疑、戒禁取、貪、瞋、色愛、無色愛、慢、掉舉

和無明。前五項稱為五下分結，較輕微，後五項則稱為五上分結，較嚴重，

一旦證得預流果，則解脫五下分結中的前三項，其餘二項則在證得一來果時，

會減輕，但證得不還果時，才會滌除殆盡。 

五上分結則只有證得阿羅漢果後，才能予以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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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知足的比丘 

精進的比丘，唯恐放逸， 

所以不容易墮落，而趨近涅槃。 (偈 32) 

尼珈瑪西提舍出生在舍衛城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並且在當地長大。出家之後，

他過著非常簡單的日子。化緣時，他就到原來親友居住的村子，並隨緣接受

人家的布施。他避免參加大的儀式、慶典，甚至給孤獨長者與憍薩羅國波斯

匿王舉辦的大型布施，他也沒有參加。 

其他比丘漸漸議論紛紛。他們指責他只接近親人，而不喜參加大型布施等等。

這些比丘並且向佛陀報告這件事，佛陀就召喚他來，讓他自己解釋。他說雖

然他常回故鄉，但只是去化緣，而且只要有足夠的食物，不管食物可口與否，

他就離開。聽完他的解釋後，佛陀當著其他比丘面前稱讚他。佛陀也告誡比

丘們，需求少，知足的過日子符合所有聖者和佛陀的教誨。同時，所有的比

丘應效法尼珈瑪西提舍。佛陀進一步敘述鸚鵡王的故事： 

從前，鸚鵡王和很多的子民住在恆河岸邊的無花果樹林裡。後來，無花果全

被吃光了，所有的鸚鵡也就離開林子。只有鸚鵡王留下來，但不管剩下來的

東西是嫩芽、葉子或樹皮，他都很滿足。帝釋知道這件事後，想測試鸚鵡王

的德行，就運用神通力量使無花果樹枯萎。然後，和皇后一起變化成鵝，來

到無花果林，問鸚鵡王何以不離開年邁、枯萎，無法再長出大量果實的無花

果樹呢？ 

 鸚鵡王回答道：「我沒有離開，是出於感激的心。只要有足夠的食物維持生

命，我就不會背棄這樹林。」 

帝釋大受感動，就恢復並且透露自己的身份。同時，從恆河中取水，灑在無

花果上，使它們恢復生機。 


	二～一、摩醯提利陰謀陷害珊蔓娣皇后
	二～二、富翁的聲音
	二～三、愚笨的周利槃特證得聖果
	二～四、慶典期間幼稚的舉止
	二～五、大迦葉尊者想知道生死輪迴的次數
	二～六、修行的目的
	二～七、瑪伽為何往生為帝釋
	二～八、智慧之火
	二～九、知足的比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