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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無法控制心念的彌醯 

心念飄忽不定，難以制服， 

智者調服心念，一如工匠使箭筆直一般。 (偈 33) 

 

人心如同被丟棄在地上的魚，躁動不安， 

所以人應該遠離貪愛。 (偈 34) 

彌醯比丘有一次在化緣後返回精舍的路上，看見一處美麗、舒適的芒果園。

他認為是禪修的好地方，就請求佛陀答應他去那裡禪修。佛陀要他過一陣子

再說，因為佛陀明白光憑對一個地方的喜歡，無助於他的禪修。但彌醯急躁

難耐，一次又一次的懇求，最後，佛陀只好答應他。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57304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39096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39096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39096


2 
 

彌醯就到該芒果園去，並且坐在樹下禪修。雖然整天禪修，但心意紛亂，所

以毫無進展，傍晚時分，他就回精舍，向佛陀說他一直受到各式各樣精神煩

惱的干擾。 

佛陀告誡他，就是因為心容易受到刺激而且易變，所以應隨時隨地，以恰當

的方法控制內心。彌醯正念現前地思考佛陀的教誨後，證得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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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能夠洞察他人內心的女士 

心難以調御，輕浮躁動，隨欲流轉； 

智者應該調卸心，調伏的心令人安樂。 (偈 35) 

有一次，六十位比丘分別從佛陀得到禪修觀想的題目後，到一座山腳下的村

落去禪修。村長的母親瑪蒂迦瑪塔，供養他們所需的食物，並且為他們興建

一座遮雨蓬，方便他們在雨季時仍然可以停留在村落裏。一天，她請求這些

比丘指導她禪修觀想。他們就教導她觀想身體的三十二相，並從中去理解色

身的無常變化和我執的虛幻。她非常努力的禪修觀想，因而比這些比丘更早

證得三果，並且具有超凡的神通力量。 

透過她的天眼通，她明白這些比丘尚未證果，也知道他們都有證得阿羅漢果

的潛力，但需要足夠的食物，因為脆弱的身體無法使心發揮最佳的功能。所

以她提供他們營養的食物，由於有營養的食物和正精進，他們因而正念具足，

而證得阿羅漢果。 

雨季結束後，他們就回去祇樹給孤獨園，佛陀當時正駐錫在那裡。他們向佛

陀報告說他們身體健康，而且環境良好，也不用擔心食物不足的情形。他們

也說瑪蒂迦瑪塔明白他們的心念，而提供非常營養的食物給他們，這些食物

在維持色身健康是必要的，而健康的身體是保持精神專注的重要因素。 

有一位比丘聽他們說起瑪蒂迦瑪塔的所作所為後，決定也要前去該村落。所

以他在得到佛陀給予的禪修觀想題目之後，就到該村落去。瑪蒂迦瑪塔也供

給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當他想要某些東西時，瑪蒂迦瑪塔就親身帶這些東西

前來給他。有一次，他用完食物後，請教瑪蒂迦瑪塔是否真正能洞察別人的

心念，她不直接回答，卻說：「能明白他人心念的人，其言行舉止是如此如

此的。」這時候，這比丘想到：「如果我像一般眾生有不純淨的念頭，而她

也真的能洞悉他人心念的話，她一定會鄙視我的。」有了這種想法後，他對

瑪蒂迦瑪塔有種莫名的害怕而決定回祇樹給孤獨園。他向佛陀報告說，因為

害怕瑪蒂迦瑪塔會偵測到他內心不純淨的念頭，所以無法繼續停留在該村

落。佛陀告誡他，只要專注在一件事上，那就是調伏內心。佛陀要他再回該

村落去。但不可胡思亂想，只要專心禪修觀想就好。這比丘就再度回該村落

去，瑪蒂迦瑪塔也一如供養前次比丘們一樣地提供他食物，使他能夠心無牽

掛地禪修觀想。所以，在短短的時日後，他也滌清心念而證得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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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智者應護持自己的心念 

心念隨著欲望流轉，非常微妙，難於察覺， 

智者應該防護心念，使其安住，才能獲得安樂。 (偈 36) 

從前舍衛城有一位銀行家的年輕兒子，向到他家化緣的比丘請教，應該如何

做才可以解脫生命中的苦難。那位比丘告訴他把錢財分成三部份：一部份投

資做生意，另一部份做家庭支出，最後一部份做慈善。他遵照比丘的話去做，

然後，他又問比丘下一步要如何做。比丘告訴他，第一要皈依三寶、守五戒，

第二要守十戒，第三要出家修行。他也一一奉行，最後也出家。 

出家為比丘後，一位教師教他阿毗達摩（論），另一教師教他戒律，但他卻

覺得要學得東西太多了，戒律又太嚴、太多，又沒有足夠的自由。它因此認

為世俗生活比較好。由於有這樣的懷疑與不滿，他覺得鬱悶，疏忽職責，同

時日漸消瘦、羸弱。佛陀知道這件事後告誡他說：「如果可以控制心念，就

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再控制了，所以努力攝受心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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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心念容易飄浮不定 

心念無色無相，紛沓而至，神遊虛空，是識的基礎， 

能夠調服心的人，解脫魔障。 (偈 37) 

僧珈邏仕達是舍衛城的一位長老比丘。他的妹妹生下兒子時，以他的名字為

名。這男孩後來也出家為比丘。有一次這年輕比丘停留在某個村子的精舍時，

有人供養他兩件袈裟，他決定把其中一件供養給長老比丘─他的舅舅。 

結夏安居以後，年輕比丘就去找長老比丘，並把袈裟供養給長老比丘。但長

老比丘說自己的袈裟已經足夠了，所以加以拒絕。年輕比丘多次懇請，但長

老比丘堅決拒絕。年輕比丘因此十分傷心，認為舅舅不喜歡他。他甚至覺得

既然舅舅堅定拒絕與他共享必需品，他最好還是還俗，過世俗的生活。 

從那時候開始，他的心念紛飛，思緒紊亂，心中想著：還俗後，就賣掉袈裟，

買隻母羊，然後快速生育，就有足夠的收入，娶妻生子，他再攜帶妻小搭車

去探訪舅舅。他甚至想到在路途上，他會告訴妻子，由他來照顧孩子，但她

卻要他駕車，不要管孩子的事，而他堅持要照顧孩子，就去搶孩子，結果孩

子卻掉下車子，被輪子輾過，他非常忿怒，拿棍子要打老婆。 

其實，這時候，他正用扇子幫舅舅搧涼，但由於胡思亂想，而不小心打到長

老比丘的頭。長老比丘明白年輕比丘的心念，就告訴他：「你自己不能打老

婆，怎麼來打舅舅呢？」年輕比丘十分驚訝，侷促不安地想立刻離開精舍。

但長老比丘卻設法帶他去見佛陀。 

佛陀知道事情的原委後，很仁慈的告訴年輕比丘，人心旁鶩不定，即使是遙

遠的東西，心都能夠加以胡思亂想。所以人應努力使自己從貪、瞋、癡三毒

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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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心猿意馬的比丘 

心不安定，不了解正法， 

信心又不堅定的人，智慧不能成就。 (偈 38) 

 

心無貪欲，也沒有瞋恚， 

同時超越善與惡，並且精進修行的覺者(註 1)， 

毫無恐懼。 (偈 39) 

從前，舍衛城有一個人在森林裡尋找走失的牛時，突然感覺十分飢餓，就到

村子的精舍去。精舍裡的比丘就給他一些食物吃。吃的時候，他突然想到既

然每天勤奮工作，還不夠溫飽，那麼出家或許不失個好主意。 

所以，他就懇求比丘讓他加入僧伽。出家後，他盡責守分，同時因為有足夠

的食物，不久就長胖了。過了一陣子，他卻厭倦外出化緣的日子，就還俗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他卻又覺得世俗生活艱辛，所以二度出家。但不久，又還

俗。由於意志不堅，所以斷斷續續的出家、還俗六次。人們就稱他為「質多

舍利弗」（意思是心意不堅定的人）。而在這期間內，他妻子也懷孕了。事

實上，他六次出家都不是想脫離世間，只是為了自己的方便而已。所以，不

論身為比丘或在家居士，他都不快樂。 

後來，有一天，他進入臥室時，碰巧看見妻子正在睡覺，而且大聲打鼾，張

開的嘴巴也流出口水。看見妻子這個樣子時，他明白身體不淨的道理，並且

如是思考：「我幾次出家半途而廢，就是因為迷戀如此德行的妻子！」當下

他拿著黃色的袈裟，第七次到精舍去。一路上，不停的念著「無常」、「苦」，

而證得初果。 

到達精舍時，他再度請求加入僧伽。 

「我們無法再接納你！幾次剃度下來，你的頭已經像磨刀石了。」比丘們拒

絕他的請求。 

但他堅決地請求，最後，比丘們又起了憐憫心，讓他再度加入僧伽。過了幾

天，他就證得阿羅漢果了。 

後來，比丘見他這次出家這麼久，感到驚訝，就問他原委，他回答說：「我

以前會還俗，是因為仍有執著，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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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向佛陀報告這件事，佛陀說：「從前質多舍利弗的心意不夠堅定，而

且不了解佛法，但他現在已經是個捨棄所有執著(註 2)的阿羅漢了。」 

備註： 

１. 此處的覺者指的是阿羅漢。阿羅漢並不是不睡覺。他們不論清醒或睡眠

時，都是精進的，因為阿羅漢永遠具足正信，精進，正念，正定和慧等五種

德行。 

 

２. 也許有人會問質多舍利弗是否不應該拋妻離子？但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

度來理解，佛陀時代的印度，能捨棄世間出家為比丘，被認為是相當尊貴的

行為。同時，在當時的社會架構下，比丘家裡的其它成員也樂於照顧他的妻

子兒女，因為比丘出家修行，已經做了重大的犧牲，更何況他的修行目標是

要成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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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騷擾比丘的神祇 

人應該明白色身像陶器般脆弱， 

而妥善護衛心，一如護衛堅固的城市； 

並且以智慧破除魔障，勤習止觀，但不可執著 。 (偈 40) 

舍衛城裡的一群比丘分別獲得佛陀給予的觀想題目後，就到離城很遠，一處

適合禪修的叢林去禪修。原先林子裡的守護神祇覺得，如果比丘們要停留在

林子裡，那麼它們就不適合棲息在樹上。它們也認為比丘只會停留一夜，所

以就離開樹上，到地面上來。 

但過了十四天，比丘們仍在林子裡，它們猜測比丘們可能要在此結夏安居。

果真如此，它們就被迫要在地面生活一段時間，因次決定發出鬼般的聲音，

製造恐怖的景像來嚇走比丘們。從此以後，它們有時候幻化成有身體無頭，

或有頭無身體的鬼魅等等。比丘們非常氣憤，就離開林子，回城裡向佛陀報

告這件事。佛陀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準備 任何的武器，佛陀要他們再回去，

但要預先準備好適當的裝備。佛陀就教導比丘們《慈經》，這就是適當的武

器裝備。 

佛陀告訴比丘們要誦讀《慈經》，並把善意散播給林子裡所有的眾生。對任

何眾生也不可心生瞋恨或心懷恐懼。比丘們就回到原來的林子，並且遵照佛

陀的方法做，神祇們得到善意心念後，立即展現歡迎的誠意，不再干擾比丘

的禪修。他們欣然留在地面上，林子裡因此一片和諧安祥，不再有鬼嚎、魅

影的情形。比丘們也可以禪修觀身，而明 白人身脆弱無常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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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身體發臭的比丘 

人生苦短， 

此身不久將意識全無地躺在地上， 

一如無用的木材。 (偈 41) 

普提珈塔提舍比丘得到佛陀給他的觀想題目後，努力禪修，但卻生起病來。

身上首 先長滿小疔，然後變成大的傷口，後來這些傷口破裂開，他的袈裟受

到膿血的玷污，而 變得黏膩膩的，身體也開始發臭，因此獲得普提珈塔提舍

的稱呼，意思就是發臭的提舍 比丘，其它的比丘因此棄他於不顧。 

佛陀知道他悲慘的狀況，也預知他馬上就要證得阿羅漢果了，就到他停留的

火邊去 ，並且親自燒了一些熱水，然後到他躺著的地方，抓住床沿。這時候，

其他比丘才聚集 過來，佛陀就叫他們把他抬到外面去洗滌身體，同時也一併

洗滌、曬乾袈裟。這時候， 他的身心煥然一新，就繫念在前。佛陀站在床頭，

告誡他說，生命消失時，身體就像木 頭一樣，一無是處，而被放在地上。佛

陀說法後，他就證得阿羅漢果，不久之後，也入 滅了。佛陀要其它比丘將他

火化，將骨灰納入浮圖中。 

有人請問佛陀，普提珈塔提舍比丘的身體為何會發臭，佛陀說普提珈塔提舍

比丘的 某一前世是個殘酷的捕禽人，經常設陷阱捕捉鳥類。抓到之後，就折

斷鳥的翅膀和腳， 防止它們飛走。由於這些惡業，所以今生身體發臭。 

佛陀最後說：「比丘們！你們出家為比丘，父母無法照顧你們，若不彼此照

顧，誰 會照顧你們？請記住，誰看護比丘，就等於看護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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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牧牛人難屠 

錯誤的心念 (註)，比任何敵人或仇家的傷害更深。(偈 42) 

難屠替一位富翁看顧牛隻，雖然只是個牧牛人，但他儘可能存錢。有機會，

他就到 富翁的家去，也因此有些機會能夠遇見佛陀，並且聆聽佛陀說法。難

屠也曾邀請佛陀到 他家去，但佛陀卻說時機尚未成熟，所以並未答允。 

過了一陣子，有一次佛陀和眾多比丘突然改變行程，要到難屠家去，因為佛

陀了解 ，難屠正確明白佛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接連好幾天，難屠都很恭敬

地接待並且供養佛 陀和比丘們。最後一天聽完佛陀的說法後，他也證得初

果。當天佛陀和眾多比丘要離去 時，他更親手拿著佛陀的缽，送佛陀一程之

後，才頂禮回家。 

就在這時候，一位難屠長期仇敵的獵人射死難屠。走在後面的比丘發現難屠

的屍體 後，趕上來報告佛陀： 

「因為您的蒞臨，難屠作了大量的供養，並陪您走了一段路，才會在回家的

路上為 人射死。」 

佛陀回答道：「比丘啊，不管我來不來，由於以前的業，難屠都難逃死亡。

所以大 家應了解，錯誤的心念比敵人和小偷傷害人更深，對抗危險的唯一保

障是正確的心念。」 

 

（註）指十種惡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 兩舌、惡口、綺語、慳貪、

瞋恚和邪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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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變性人 

善念 (註)的法益，勝過父母親朋的愛護與照顧。 (偈 43) 

梭儒亞是一位富翁。有一次，他與一個朋友帶著一群僕人搭乘華麗的馬車前

去沐浴 。當時，摩訶迦旃延尊者正在整飭衣服，準備入城化緣。梭儒亞瞥見

尊者金色的皮膚時 ，內心想到：「這比丘如果是我妻子多好。或者我妻子的

膚色能像這樣就好了！」不久 ，他發現自己的性別神密的變了。他感到非常

的羞恥，而決定離開故鄉。這時候，身為 女兒身，他用刻有名字的印章向一

群準備前往怛剎尸羅城的人懇請，讓他搭便車。這時 候，他的親朋好友到處

找他，卻遍尋不著。 

到達怛剎尸羅城後，那群人中有一個人就向當地一位年輕的富翁提及同來的

女性─ 梭儒亞，年輕的富翁發現梭儒亞十分美麗，而且與他的年齡相當，就

與他結婚，梭儒亞 也因此生了兩個兒子。其實，當初身為男子時，他已經有

兩位女兒了。 

有一天，故鄉一位富翁的兒子，也是梭儒亞的老朋友來怛剎尸羅城。梭儒亞

就請他 來家裡，這人感到十分訝異，因為他根本不認識她，就問她是否認識

他。她回答是，並 垂詢她親朋好友的近況。這人告訴她，有一位富翁神秘失

蹤的事。這時候，她才向他透 露她就是那位失蹤的富翁，並且把自己因為看

見比丘時心中升起錯誤的念頭，性別因而改變，以及與此地年輕富翁結婚的

來龍去脈告訴他。這人勸他向摩訶迦旃延尊者請求寬恕。 

摩訶迦旃延尊者於是被請來接受供養，供養後，她被帶到尊者面前來解釋一

切原委，並 懇請尊者寬恕。 

當尊者說完：「起來吧！我寬恕你！」之後，梭儒夜摩上恢復男人身份。這

時她丈夫 說：「朋友！既然你是這兩個男孩的媽，而我是他們的父親，他們

真的是我們的兒子， 所以你可以繼續住在此地，不要沮喪！」 

梭儒亞回答道：「朋友！我首先是男子，後來變成女人，現在又變回男人；

同樣地 ，先是兩個女兒的父親，最近又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一生中經歷過這

兩次性別的轉變後 ，我已經厭倦世俗生活了，我現在要出家為比丘，並在尊

者指導之下修行。以後照顧孩 子就是你的責任了，請不要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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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之後，梭儒亞擁抱、親吻兩個男孩，然後把他們交給他們的父親而出家

了。他 也向那位協助他找到尊者，並且得到尊者寬恕之後有機會出家，而從

事生命中最終目標──止息所有苦 痛的年輕人致謝。 

摩訶迦旃延尊者於是幫他剃度，使他成為比丘，他於是努力修行，後來，又

跟隨尊 者到祇樹給孤獨園向佛陀頂禮問訊。 

後來，人們常問他究竟比較喜歡兩個女兒或親生的兩個兒子。他說比較喜歡

親生的 兒子。但人們經常問及這個問題，使他感到非常困惑、羞愧，就單獨

一人精進修行，並 且觀身無常。不久之後，就證得阿羅漢果，同時具有非凡

的智慧和神通。人們再問同樣 的問題時，他就說自己對任何人都沒有執著。

聽他這麼回答的比丘們卻不相信他的話， 就向佛陀請教梭儒亞兩種不同回答

的涵意。佛陀說：「梭儒亞現在的回答和以前不同， 是因為他已經證得阿羅

漢果，沒有任何的執著。正確的心念帶給他的喜悅，不是身為父親 或母親能

夠做到的。」 

（註）指十善念：布施，持戒，修禪定，恭敬，作事，回向功德，隨喜功德，

聽法，說法，正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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