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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度除糞人尼提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5.4）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賢愚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397
頁上欄到 398 頁上欄。 

過去，有一段時間，佛駐錫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祇樹給孤獨園有時候稱作祇洹

精舍）。當時，舍衛城中人民很多，居住的房子非常狹窄，廁所很少，無論是大小便都

要走到城外。不過，有一些富貴人家不想那麼麻煩，就將大小便排泄在便器中，雇用人

定時清除。 

那時候有一個人名叫尼提（《大智度論》翻譯作「尼陀」），尼提非常的貧困卑賤，

因為沒有特別的才能，只能仰賴為客人清除糞便，收取微薄的費用維生。 

    那時，世尊觀察到尼提的善根已經成熟，應該度化他。於是，獨自帶著阿難進入城

裡，想要救拔度化尼提。走到一個巷口時，正好遇到了尼提，尼提手上提著一個瓦器，

裡面裝滿了糞便，正準備要拿去倒掉。尼提遠遠看見了世尊，覺得自己身分卑賤，感到

很慚愧，因此轉身走到另外一條路，想將自己隱蔽起來默默地離開。 

    正當尼提要走出巷弄時，偏偏又看到了世尊，尼提心中更加地感到自卑羞恥，立刻

又轉向另一條路，想要趕緊避開；就在心慌意亂、匆忙之間，不小心將瓦瓶撞上了牆壁，

因此瓦瓶就破碎了，瓶中的屎尿全部撒在尼提身上，尼提更加深深地慚愧不已，不敢見

佛。 

    這時，世尊走到尼提面前，很慈悲地問他：「你想出家嗎？」 

    尼提回答：「如來身分這麼的尊貴，是轉輪聖王的金輪王種姓，而且隨侍在您身邊

的弟子也都是高貴的人；像我這種身分卑賤至極的人，怎麼可能和他們一樣跟隨世尊出

家修學呢？」 

    世尊就告訴尼提：「我所教授的佛法清淨微妙，就好像潔淨的水，能夠徹底洗除一

切污穢；也像是猛烈的大火能夠燃燒所有的東西，無論大、小、好、壞，全部都能燒毀。

我所教導的佛法也是這樣，廣大無邊，無論是貧、富、貴、賤，或是男、女，只要能如

法實修的人，都能斷除所有的貪欲。」 

    這時，尼提聽了佛的開示，立刻生起無比的信心，很想要出家。佛就令阿難帶著尼

提走出城外到大河水邊，讓尼提好好地清洗沐浴一番。清洗乾淨之後，便帶著尼提回到

祇洹精舍，進一步為尼提解說經法中苦諦的道理，生死輪迴令人畏懼，只有證得涅槃解

脫才能永遠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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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尼提便豁然開朗、心開意解，證得初果，尼提便向佛合掌，請求佛慈悲允許他

出家成為沙門。 

    佛便對尼提說：「善來比丘！」於是，尼提鬚髮自落，穿上法衣。然後，佛再為尼

提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的道理。尼提聽完之後，當下斷盡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

三明六通全部具足（三明就是天眼明、宿命明跟漏盡明；六通是天眼通、天耳通、神足

通、他心通、宿命通與漏盡通）。 

    當時，舍衛國的人民聽說尼提出家了，都心生厭惡、埋怨，紛紛議論：「為什麼世

尊要允許那個賤人出家學道？以後我們該怎麼向他禮拜？如果想要供養佛及僧眾時，那

個人也來的話，不就會弄髒了我們的床席嗎？」這樣的流言展轉傳到波斯匿王耳中。 

    波斯匿王聽到這件事也有點埋怨，心裡很不平靜，便乘坐著羽毛裝飾的車，帶著許

多侍從前往祇樹給孤獨園，想要請問世尊，以解除心中的疑惑。 

大隊人馬到了祇洹精舍門前，先暫停休息。看到祇洹精舍門外有一塊巨大的岩石，

尼提比丘就坐在岩石上縫補舊衣，一旁還有七百位天人，每個人都手捧著香花供養，並

以右繞的方式向尼提比丘敬禮。 

    波斯匿王看到這種情形覺得非常歡喜，便走到這位比丘面前，對他說：「我想要見

佛，請為我通報一聲。」 

    尼提比丘立刻以神通將身體隱沒於岩石中，進入精舍後再出現於世尊面前，向世尊

請問：「波斯匿王現在在外面，想要進來拜見世尊，先讓我進來向您請示。」 

    佛就告訴尼提：「你就用剛剛進來的方式，照著原路回去，告訴波斯匿王可以進來。」 

    尼提遵從世尊的指示，用神通力回去，不久又從岩石中出來，就好像從水中冒出來    
一樣，一點障礙都沒有。 

    尼提便告訴波斯匿王：「我已經向佛請示了，大王！您現在可以進去了。」 

    波斯匿王心裡想：「之前我所疑惑的事，暫時先擱置一旁。我應該先向佛請問：這

位比丘到底修了什麼福德，竟然有這麼奇妙的神通力？」 

    波斯匿王進入祇洹精舍，見了佛，頂禮佛足，右繞三圈，然後退坐在一旁，對世尊

說：「剛才那位比丘的神通力真是太稀有難得了，居然能夠像入水裡一樣地穿入岩石中，

還能從沒有孔穴的岩石中出來。不知道他的姓名是什麼？還請佛告訴我。」 

    （可能波斯匿王心裡想：「佛您如果想要度化的話，應該去度化那樣子的比丘才對

啊！您為什麼要去度化那個尼提？」這就是波斯匿王的疑惑。） 

    結果世尊對波斯匿王說：「他就是舍衛國中最卑賤的人，我已經度化了他，而且他

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了。大王今天特地來這裡，就是為了問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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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匿王聽了佛說的話，立刻消除了傲慢心，感到非常的開心喜悅。 

    佛接著對波斯匿王說：「一般凡夫生在世間，身分的尊、卑、貴、賤，家境的貧、

富、苦、樂，都是由於過去自己所造作的行為而感得相應的果報。 

    如果待人仁慈、謙虛和順，尊敬長輩、愛護幼小，就會生為身分尊貴的人；如果對

人逞凶鬥狠、蠻橫不講理，驕傲放縱、自以為是，就會轉生為卑賤的人。」 

    波斯匿王對世尊說：「世尊出世，救濟度化、潤澤無數眾生，即使這麼平凡鄙陋下

賤的人也能拔除他的痛苦，使他常得安樂。這位尼提比丘究竟是什麼因緣，這輩子生於

卑賤的種姓？又曾種下什麼善根福德，能遇到世尊，承受您的教化，聞法後不久便證得

阿羅漢果？祈願世尊分別為我解說。」 

    佛對波斯匿王說：「專心地聽，好好地受持！我將為你解說，希望你能領悟。過去

迦葉如來曾出現在世間，當如來滅度後，有比丘僧約十萬人，其中有一名沙門作僧自在

（「自在」是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引申為支配者或主人的意思。「僧自在」，可能是管

理僧眾的人，可以理解為僧主或者現在所稱的住持）。這位僧自在身體得了病，吃了藥

以後想要排便，但因為心性驕傲，仗著權勢，不自己外出大小便，而直接將大小便拉在

金銀做的澡盤中，命令一位弟子托著澡盤拿去丟掉；沒想到，他的弟子其實已經是證得

初果的聖人。由於這位沙門過去世不能謙虛和順，自己仗著財產多，把持僧事，稍微有

一點的不舒服就偷懶不起身，差遣使喚證果的聖人，命令聖人幫他清除污穢糞便。由於

這個因緣，他不斷地在生死中輪迴，經常轉生為身分卑賤的人，五百世中幫人清除糞便，

一直到今生。不過，由於他過去有出家受戒的功德，使得他今生有機緣遇到我出世，因

此聽聞正法而得道。」 

    佛告訴大王：「你想知道當時的僧自在是誰嗎？他就是現在的尼提比丘。」 

    波斯匿王對世尊說：「如來出世，實在太稀有難得，能利益無量無邊苦惱的眾生！」 

    佛對大王說：「善哉！善哉！如你所說。」 

    佛又對波斯匿王說：「眾生在三界中輪迴流轉，沒有固定不變的階級、身分。凡是

累積善業、仁慈和順的人，便會生在豪貴之家；若是習慣造作惡業、放縱憍慢的人，便

會生在卑賤低下的家裡。」  

    波斯匿王聽了心生歡喜，不再有憍慢心，便起身長跪，向尼提比丘頂禮雙足，自己

誠心懺悔認錯，請求原諒，希望能去除自己的過失。 

    世尊便藉這個機會為大眾廣說佛法微妙的義理，所論述的內容，是教導布施、持戒

及生天之論，希望大家觀想貪欲是不清淨的，唯有出離三界輪迴才是真正的安樂。 

    當時與會大眾聽到佛的開示，大家都得道證果，信受奉行。 

這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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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清淨微妙，如來的法水，能洗滌一切煩惱塵垢；又像智慧之火，能燒盡大大小

小的煩惱。佛法廣大無邊，不分任何種姓、貧富貴賤、男女老少，只要能如法修學的人，

都能斷除煩惱、得到解脫。 

尼提雖然出身於奴隸階級，從事卑下的工作為人除糞，世尊一樣慈悲度化他，之後

尼提還證得阿羅漢果。不過，佛陀也點出為何尼提生於卑賤家的因緣，由於尼提過去生

仗著權勢，憍慢自大，指使聖者為他清除糞便，因而生於卑賤的種姓。佛說：「仁慈謙

順，敬長愛小，則為貴人；凶惡強橫，憍慢自大，則為賤人。」我們希望自己是個卑賤

的人嗎？如果不希望成為賤人的話，那就好好去除憍慢心，待人仁慈、謙虛和順，尊敬

長輩、愛護幼小吧！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賢愚經》卷 6（35）〈尼提度緣品第 30〉(大正 4，397a24-398a12)：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人民眾多，居止1隘迮2，

廁溷3尠4少，大小便利5，多往出城。或有豪尊不能去者，便利在器中，雇人除之。 

時有一人，名曰尼提，極貧至賤，無所趣向，仰6客作除糞，得價自濟7。 

爾時，世尊即知其應度，獨將8阿難入於城內，欲拔濟之，到一里9頭，正值尼提持一瓦

器，盛滿不淨，欲往棄之；遙見世尊，極懷鄙10愧，退從異道隱屏11欲去；垂當出里，

復見世尊，倍用鄙恥，迴趣餘道，復欲避去，心意怱忙，以瓶打壁，瓶即破壞，屎尿澆

身，深生慚愧，不忍12見佛。 

是時，世尊就到其所，語尼提言：「欲出家不？」 
                                                       
1 居止：1.住所。（《漢語大詞典（四）》，p.20） 
2 迮（ㄗㄜˊ）：9.同“ 窄 ”。狹窄。（《漢語大詞典（十）》，p.759） 
3 

廁溷（ㄏㄨㄣˋ）：廁所。（《漢語大詞典（三）》，p.1251） 
4 尠（ㄒㄧㄢˇ）：“鮮”。少。（《漢語大字典（一）》，p.565） 
5 便利：6.排泄屎尿。（《漢語大詞典（一）》，p.1362） 
6 仰：依賴，依靠。（《漢語大詞典（一）》，p.1208） 
7 濟：5.救助。（《漢語大詞典（六）》，p.190） 
8 將：9.帶領。（《漢語大詞典（七）》，p.805） 
9 里：1.鄉村的廬舍、宅院。後泛指鄉村居民聚落。 2.城邑的市廛、街坊。今稱巷弄。（《漢

語大詞典（十）》，p.367） 
10 鄙：8.淺陋，低賤。10.以為羞恥。（《漢語大詞典（十）》，p.675） 
11 隱屏：掩藏隱蔽。（《漢語大詞典（十一）》，p.1124） 
12 不忍：1.不忍心，感情上覺得過不去。（《漢語大詞典（一）》，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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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提答言：「如來尊重，金輪王種，翼從13弟子，悉是貴人，我下賤弊惡之極，云何同彼

而得出家？」 

世尊告曰：「我法清妙，猶如淨水，悉能洗除一切垢穢；亦如大火能燒諸物，大小好惡，

皆能焚之；我法亦爾，弘廣無邊，貧富貴賤，男之與女，有能修者，皆盡諸欲。」 

是時尼提聞佛所說，信心即生，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出城外大河水邊，洗浴其身，已

得淨潔，將詣祇洹，為說經法，苦切之理，生死可畏，涅槃永安；霍14然意解，獲初果

證，合掌向佛，求作沙門。 

佛即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佛重解說四諦要法，諸漏得盡，成阿

羅漢，三明15六通16皆悉具足。 

爾時，國人聞尼提出家，咸懷怨心而作是言：「云何世尊聽此賤人出家學道？我等如何

為其禮拜，設作供養，請佛及僧？斯人若來，污我床席！」展轉相語，乃聞於王。 

王聞亦怨恨17，情用反側18，即乘羽葆19之車，與諸侍從往詣祇洹，欲問如來所疑之事。 

既到門前，且小停息。祇洹門外有一大石，尼提比丘坐於石岩縫補故衣，有七百天人各

持華香而供養之，右遶敬禮。 

時王覩見，深用歡喜，到比丘所而語之言：「我欲見佛，願為通白20。」 

比丘即時身沒石中，踊出於內，白世尊曰：「波斯匿王今者在外，欲得來入覲21省22諮問
23。」 

佛告尼提：「從汝本道，往語令前。」 

尼提尋時24還從石出，如似出水無有罣礙，即語王言：「白佛已竟，王可進前。」 

王作此念：「向25所疑事，且當置之。先當請問，此比丘者有何福行，神力乃爾？」 

                                                       
13 翼從：輔翼隨從。（《漢語大詞典（九）》，p.679） 
14 霍（ㄏㄨㄛˋ）：2.引申為疾速，急速。（《漢語大詞典（十一）》，p.703） 
15 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 
16 六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 
17 怨恨：4.埋怨。（《漢語大詞典（七）》，p.450） 
18（1）反側：3.不安分，不順服。（《漢語大詞典（二）》，p.864） 

（2）案：情用反側：情──心情，實情。用──因此。反側──不平靜，不順服，即不服。 
19 羽葆（ㄅㄠˇ）：2.帝王儀仗中以鳥羽聯綴為飾的華蓋。（《漢語大詞典（九）》，p.639） 
20 通白：2.通報，傳達。（《漢語大詞典（十）》，p.924） 
21 覲（ㄐㄧㄣˋ）：3.會見，拜見。（《漢語大詞典（十）》，p.352） 
22 省（ㄒㄧㄥˇ）：4.探望，問候。（《漢語大詞典（七）》，p.1169） 
23 諮問：咨詢，請教。（《漢語大詞典（十一）》，p.350） 
24 尋時：片刻，不久。（《漢語大詞典（二）》，p.1291） 
25 向：10.原先。12.剛才。（《漢語大詞典（三）》，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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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入見佛，稽首佛足，右遶三匝26，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向者比丘，神力難及，入石

如水，出石無孔，姓字何等？願見告示27。」 

世尊告曰：「是王國中極賤之人，我已化度，得阿羅漢，大王故來，欲問斯義。」 

王聞佛語，慢心即除，欣悅無量。 

因告王曰：「凡人處世，尊卑貴賤，貧富苦樂，皆由宿行，而致斯果。仁慈謙順，敬長

愛小，則為貴人；凶惡強梁28，憍恣29自大，則為賤人。」 

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聖出世，多所潤濟30，如此凡陋下賤之人，拔其苦毒31，使常安

樂。此尼提者，有何因緣生於賤處？復種何德得遇聖尊，稟受32仙化，尋成應真33？唯

願世尊敷演34分別。」 

佛告王曰：「諦聽善持！吾當解說令汝開悟。乃往過去迦葉如來出現世間，滅度之後，

有比丘僧凡十萬人，中有一沙門，作僧自在35，身有疾患服藥自下，憍慠恃勢，不出便

利，以金銀澡槃36就中盛尿，令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由在彼世不能謙

順37，自恃多財，秉38捉39僧事，暫有微患懶不自起，驅役聖人令除糞穢。以是因緣，流

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乃至於今。由其出家持戒功德，今值我世聞法

得道。」 

佛告大王：「欲知爾時僧自在者，今尼提比丘是。」 

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來出世，實為奇特，利益無量苦惱眾生！」 

佛告大王：「善哉！善哉！如汝所言。」 

                                                       
26 匝（ㄗㄚ）：1.周，圈。（《漢語大詞典（一）》，p.958） 
27 告示：1.曉諭，示知。（《漢語大詞典（三）》，p.210） 
28 強梁：6.強橫凶暴。（《漢語大詞典（四）》，p.142） 
29 憍恣：驕傲放縱。（《漢語大詞典（七）》，p.738） 
30 潤濟：救濟。（《漢語大詞典（六）》，p.149） 
31 苦毒：1.痛苦，苦難。（《漢語大詞典（九）》，p.320） 
32 稟受：猶承受。（《漢語大詞典（八）》，p.105） 
33 應（ㄧㄥˋ）真：佛教語。羅漢的意譯。意謂得真道的人。（《漢語大詞典（七）》，p.754） 
34 敷演：1.陳述而加以發揮。（《漢語大詞典（五）》，p.505） 
35（1）自在：2.自由，無拘束。（《漢語大詞典（八）》，p.1311） 

（2）案：「自在」一詞，梵文有 vacita（自在）、vacin（自在，某某的支配者，主）。「僧

自在」，可能是管理僧團的人，也許是住持。 
36 槃：1.同“ 盤 ”。古代承水器皿。（《漢語大詞典（四）》，p.1214） 
37 謙順：謙遜恭順。（《漢語大詞典（十一）》，p.389） 
38 秉：3.執，持。4.主持，掌握。（《漢語大詞典（八）》，p.29） 
39 捉：7.掌管。（《漢語大詞典（六）》，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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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又告曰：「三界輪轉，無有定品40。積善仁和41，生於豪尊；習惡放恣42，便生卑賤。」 

王大歡喜，無有慢心，即起長跪，執尼提足而為作禮，懺悔自謝，願除罪咎43。 

世尊爾時因為廣說法微妙之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44為

樂。 

爾時，大會聞佛所說，各獲道證，信受奉行。 

 
 
二、《大智度論》卷 26〈1 序品〉（大正 25，248a6-13）： 

「無異想」者，佛於一切眾生無分別，無遠近異想：是貴可為說，是賤不可為說。 

如日出普照萬物，佛大悲光明，一切憐愍等度：恭敬者、不恭敬者，怨、親，貴、賤，

一切悉等。 

如客除糞人，名尼陀，佛化度之，得大阿羅漢。 

亦如德護居士，火坑毒飯，欲以害佛；即以其日除其三毒，滅邪見火。 

如是等無有異想。 
 
 
三、《大智度論》卷 98〈88 薩陀波崙品〉（大正 25，741c10-15）： 

有人言：雖是大人，宿世小罪因緣故，生貧窮家。有雖是小人，先世少行布施因緣故，

生45大富家。如蘇陀夷、尼陀等，是諸天所供養人，而生小家。貧有二種：一者、財貧，

二者、功德法貧。功德法貧，最大可恥！財貧，好人亦有；法貧，好人所無。 
 
 

 

                                                       
40 品：4.等級，等第。《書‧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孔穎達 疏：“品，謂品秩

也，一家之內尊卑之差。”（《漢語大詞典（三）》，p.321） 
41 仁和：仁愛溫和。（《漢語大詞典（一）》，p.1098） 
42 放恣：放縱。（《漢語大詞典（五）》，p.414） 
43 罪咎：過失，罪愆。（《漢語大詞典（八）》，p.1029） 
44 出要：與出離同義。要，含有願、要道之意，故世多稱「出離之要道」、「出離生死之要法」

等語。（《佛光大辭典（二）》，p.1557.3） 
45（不）＋生【宋】【元】【明】【宮】。（大正 25，741d，n.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