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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求名聞利養障礙修道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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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莊嚴論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292 頁下欄到 293 頁中欄。 

貪求財物供養會擾亂修道，當名聞利養被斷絕的時候，要好好思惟觀察自己會不會

產生瞋恨心。 

過去，曾聽說有一位比丘在一處園林中，無論是大城小鎮乃至地方村落的人們，大

家都紛紛爭著要供養這位比丘，引起了其他出家人的嫉妒，因而對這位比丘加以毀謗。 

這位比丘的弟子聽到了這些毀謗，便向他的師父說：「師父！師父！某某比丘毀謗

師父上人。」 

當這位師父聽了這些毀謗之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請毀謗的人到寺院來，用好話

勸導他、安慰他，還把上好的衣服贈送給毀謗自己的人。 

弟子們看到這種情形，便對師父說：「這個毀謗師父的人是我們的怨家，為什麼師

父卻安慰勸導他，還把上好的衣服送給他呢？」 

師父回答說：「這位誹謗的人對我有恩，所以應當供養。」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

意如下： 

「就好像冰雹傷害稻穀，這時如果有人能幫忙阻擋冰雹，農田的主人一定非常高

興，自然要以財物、好布料來回報他。 

名聞利養就像冰雹一樣，會損害我的功德田。而這個人毀謗我，正好可以減少他人

對我的財物供養。毀謗我的人，就像是厚待我的好朋友，不能稱他為怨家；他為我

遮擋名聞利養的冰雹，我應當報答他的恩德。 

冰雹帶來的損害只是一生一世，但是名聞利養帶來的傷害卻是多生多世；冰雹只會

讓財物受損，但是如果貪求名聞利養卻會毀壞修道，功德法財都會喪失。 

被冰雹損害的農田，至少還會遺留一些未受損的農作物；但是貪求名聞利養的話，

一切的功德都會消失殆盡。 

就好像提婆達多被名聞利養的冰雹所毀壞，由於他貪著名聞利養的緣故，導致他沒

有絲毫的善法，而且眾多的惡法非常的猛烈，死後立即墮入惡道。 

名聞利養所帶來的禍害勝過於猛火，也遠遠超過劇毒、獅子及豺狼虎豹。有智慧的

人觀察思惟之後，寧願被猛火、劇毒、獅子、虎狼等所傷，也絕不會被名聞利養所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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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的人貪著名聞利養，不能看見它的過患；貪求名聞利養會使人遠離聖道，善行

毀滅而無法生起。 

佛已斷盡了煩惱，欲有、色有、無色有的煩惱都已滅除，功德也具足圓滿了，尚且

都還迴避、遠離名聞利養，何況是未得聖道的凡夫，更應當遠離才對！」 

於是，師父在大眾中作獅子吼，高聲說： 

「名聞利養不要靠近我，我也要遠離名聞利養。有道心、聰明有智慧的人，誰會去

貪著名聞利養呢？ 

名聞利養擾亂定心，造成的損害遠勝過怨敵，就好像大力士用堅硬的細毛繩來殺

人，折磨到皮斷、骨肉壞，一直到骨髓斷了才停止。 

名聞利養的危害遠遠超過細毛繩，不只是截斷持戒皮，還能穿破禪定的肉，更折毀

智慧的骨，乃至毀滅善心的髓。 

就像是無知的嬰孩抓住火苗想要往嘴裡塞，又像是魚吞了釣鉤，也如鳥被羅網所覆

蓋，各種野獸墮入陷阱之中，這都是由於貪求美味的緣故。 

比丘貪著名聞利養，和這些無知的嬰孩、禽獸又有什麼不同呢？得到的美味是那麼

地少，但遭受的痛苦、禍害卻非常地多！ 

那些巧詐虛偽、花言巧語，一味討好他人的人，內心迷惑於名聞利養之中，喜歡親

近喧鬧處，便會種下損害、禍患的種子。 

就好像得了疥瘡，越抓越癢；高傲自大、放逸、貪欲，都是因為名聞利養而生。 

毀謗我的人，為我遮止了名聞利養的怨敵，我應該盡心供養他。 

這麼好的善知識，怎麼可以稱他為怨敵呢？ 

由於貪著名聞利養的緣故，所以不喜歡安住在空閑清靜的地方，不論白天黑夜，心

裡時常向外攀緣名聞利養，永無止息。 

經常想著：哪裡有好衣？哪裡有美食？誰跟我關係比較親密，誰是我的好朋友？誰

會來向我請教？誰會聽從我的意思？像這樣子心念一直往外攀緣。 

這樣紛亂的意念會毀壞寂靜的心，不喜歡安住在清靜的地方，常常喜歡待在熱鬧的

人群中，都是由於利養的緣故而毀壞寂靜的心。 

不好樂寂靜禪定法，因為捨棄寂靜禪定，他既不名為比丘，也不名為白衣。」 

為什麼說這個人外貌像比丘，但不名為真正的比丘呢？如《佛藏經》說（有一個譬

喻）：「就像蝙蝠，當有人要捕捉鳥的時候，牠卻躲入洞穴中說：『我有牙齒，我是老鼠。』

（蝙蝠又被稱為飛鼠，牠的形狀像老鼠。）但是當有人要捕捉老鼠的時候，牠卻飛到天

空說：『我有翅膀，我跟鳥一樣。』其實牠並沒有大鳥之用，身體臭穢不堪，只愛好躲

在陰暗的地方。破戒的比丘也是一樣，外貌雖然是出家人的樣子，但犯了戒沒有向大眾

懺悔，也沒有在社會中利益眾生，這樣的人既不名為比丘，也不名為白衣，就像燒屍體

之後剩下的木頭，一點用處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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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則故事值得我們反省。有句話說：「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如果一位有道心的人不用擔心他會沒有飯吃而死亡；但是如果整天汲汲於貪求美衣、好

食，那這樣的人道心會慢慢慢慢地喪失。 

今天以這則故事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大莊嚴論經》卷 7（41）（大正 4，292c5- 293b1）： 

復次，利養1亂於行道2，若斷3利養善觀察瞋。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園中，城邑4聚落5競共供養6，同出家者憎嫉7誹謗。 

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8。」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

善言9慰喻10，以衣與之。 

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11，云何和上慰喻與衣？」 

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雹12害禾穀13，有人能遮斷14，田主甚歡喜，報之以財帛15。 
彼謗是親厚16，不名為怨家，遮我利養雹，我應報其恩。 
雹害及一世，利養害多身17；雹唯害於財，利養毀修道。 
為雹所害田，必有少遺餘18；利養之所害，功德都消盡。 

                                                       
1 利養：2.指財利。（《漢語大詞典》（二），p.640） 
2 行道：4.修道。（《漢語大詞典》（三），p.912） 
3 斷：4.斷絕，隔絕。（《漢語大詞典》（六），p.1084） 
4 城邑：城和邑。泛指城鎮。（《漢語大詞典》（二），p.1095） 
5 聚落：村落，人們聚居的地方。（《漢語大詞典》（八），p.681） 
6 供養：7.佛教稱以香花、明燈、飲食等資養三寶（佛、法、僧）為“供養”，並分財供養、法

供養兩種。香花、飲食等為財供養；修行、利益眾生叫法供養。供養就是禮佛，或施捨僧人、

齋僧的意思。（《漢語大詞典》（一），p.1323） 
7 憎嫉：見“ 憎疾 ”。（《漢語大詞典》（七），p.743） 

憎疾：亦作“憎嫉”。厭惡妒忌。（《漢語大詞典》（七），p.742） 
8 和上：亦作“和尚”。（《漢語大詞典》（三），p.265） 
9 善言：1.有益之言，好話。（《漢語大詞典》（三），p.442） 
10 慰喻：亦作“慰諭”。1.撫慰，寬慰曉喻。（《漢語大詞典》（七），p.700） 
11 怨：5.仇怨。（《漢語大詞典》（七），p.447） 
12 雹（ ㄅㄠˊ）：1.冰雹。（《漢語大詞典》（十一），p.688） 
13 禾穀：穀類作物。（《漢語大詞典》（八），p.3） 
14 遮斷：2.阻斷，截斷。（《漢語大詞典》（十），p.1159） 
15 財帛：金錢布帛。亦泛指錢財。（《漢語大詞典》（十），p.85） 
16 親厚：2.指關係親密，感情深厚者。（《漢語大詞典》（十），p.344） 
17 身：13.生命。16.佛教身世輪回說的一世。（《漢語大詞典》（十），p.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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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彼提婆達19，利養雹所害，由彼貪著故，善法無毫釐20，眾惡極熾盛，死則墮惡道21。 
利養劇22猛火，亦過於惡23毒、師子及虎狼。智者觀察已，寧為彼所傷，不為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不見其過惡24，利養遠25聖道，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三有結都解，功德已具滿，猶尚避利養。」 

眾中師子吼，而唱26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我亦遠於彼。有心明智人，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為害劇於怨，如以毛繩戮27，皮斷肉骨壞，髓斷爾乃止。 
利養過毛繩，絕於持戒皮，能破禪定肉，折於智慧骨，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捉火欲食之，如魚吞鉤餌28，如鳥網29所覆，諸獸墜穽30陷，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與彼亦無異，其味極尠少，為患甚深重。 
詐31為諂侫32者，止住利養中，33親近憒閙34亂，妨35患之種子， 
如似疥搔36瘡，搔之痒37轉增，矜高38放逸欲，皆因利養生。 
此人為我等，遮於利養怨，我以是義故，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云何名為怨？ 
由貪利養故，不樂閑靜處，心常緣39利養，晝夜不休息。 

                                                                                                                                                                         
18 遺餘：剩餘，遺留。（《漢語大詞典》（十），p.1220） 
19 提婆達：即提婆達多（梵 Devadatta）之略稱。即佛世時，觸犯五逆罪，破壞僧團，而與佛陀

敵對之惡比丘。（《佛光大辭典》（五），p.4958.3） 
20 毫釐：1.比喻極微細。毫、釐均是微小的量度單位。（《漢語大詞典》（六），p.1012） 
21 惡道：2.亦稱“ 惡趣 ”。佛教語。指地獄、餓鬼、畜生三道。（《漢語大詞典》（七），p.559）  
22 劇：3.勝過，超過。《漢書‧鮑宣傳》：“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漢語大字典》（一），p.358） 
23 惡：3.威猛，猛烈。10.副詞。表程度，相當於“甚”、“很”。（《漢語大詞典》（七），p.552） 
24 過惡：錯誤，罪惡。（《漢語大詞典》（十），p.969） 
25 遠（ㄩㄢˋ）：1.離開，避開。3.違背。（《漢語大詞典》（十），p.1120） 
26 唱：6.高呼。（《漢語大詞典》（三），p.378） 
27 戮（ㄌㄨˋ）：1.殺。（《漢語大詞典》（五），p.238） 
28 鉤餌：1.釣鉤和魚餌。（《漢語大詞典》（十一），p.1245） 
29 鳥網：捕鳥的羅網。（《漢語大詞典》（十二），p.1036） 
30（1）穽（ㄐㄧㄥˇ）：捕獸的陷阱。（《漢語大字典》（四），p.2721） 

（2）阱（ㄐㄧㄥˇ）：1.陷坑。用以捕獸或擒人。（《漢語大詞典》（十一），p.911） 
31（1）詐（ㄓㄚˋ）：1.欺騙。2.作假，假裝。（《漢語大詞典》（十一），p.105） 

（2）詐偽：1.弄虛作假，偽裝假冒。2.巧詐虛偽。（《漢語大詞典》（十一），p.108） 
32 諂佞：花言巧語，阿諛逢迎。亦指花言巧語阿諛逢迎的人。（《漢語大詞典》（十一），p.314） 
33 參見《法苑珠林》卷 90：「《壯嚴論》偈云：詐偽諂佞者，心住利養中。」（大正 53，948b14-16） 
34 憒（ㄎㄨㄟˋ）鬧：混亂喧鬧。《百喻經‧小兒得歡喜丸喻》：“比丘亦爾，樂在眾務憒鬧之

處貪少利養，為煩惱賊奪其功德戒寶瓔珞。”（《漢語大詞典》（七），p.737） 
35 妨：1.傷害，損害。（《漢語大詞典》（四），p.310） 
36 疥搔（ㄙㄠ）：疥瘡。（《漢語大詞典》（八），p.286） 
37 痒（ㄧㄤˇ） ：同“ 癢 1 ”。1.皮膚或粘膜受到輕微刺激而引起想搔的感覺。（《漢語大詞

典》（八），p.316） 
38 矜高：高傲自大。（《漢語大詞典》（八），p.583） 
39 緣：3.攀援。（《漢語大詞典》（九），p.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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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處有衣食，某是我親厚40，必來請命41我，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不樂空閑處，常樂在人間，由42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以捨寂定故，不名為比丘，亦不名白衣43。44」 

 

二、《法苑珠林》卷 90（大正 53，948 b14-c4）： 

又《壯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心住利養中，由食45利養故，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晝夜不休息，彼處有衣食，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心意多攀緣，敗壞寂靜心，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由利毀敗故，墜墮三惡道，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每46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

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

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 

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

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47自恣，亦不

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40 親厚：2.指關係親密，感情深厚者。（《漢語大詞典》（十），p.344） 
41 請命：1.請求保全生命或解除困苦。3.請求指示。表示願意聽命。（《漢語大詞典》（十一），p.261） 
42 （1）田＝由【宋】【元】【明】。（大正 4，293d，n.2） 

（2）參見《法苑珠林》卷 90：「常樂在人間，由利毀敗故。」（大正 53，948b21） 
（3）案：《大正藏》原作「田」，今依宋本等及《法苑珠林》作「由」。 

43 白衣：7.佛教徒緇衣，因稱俗家為“白衣”。（《漢語大詞典》（八），p.173） 
44（1）參見《佛藏經》卷 1〈5 淨戒品〉：「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

鳥，而實無有大
※
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闇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

薩自恣，亦復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大正

15，788 c14-19） 
※大鳥＝鼠鳥【元】【明】。（大正 15，788d，n.11） 

（2）唐 志鴻 撰述《四分律搜玄錄》卷 2：「鳥鼠者，案《佛藏經》文，彼喻破戒比丘，形

相似僧，業行如俗，不似一物，無所名目。猶如蝙蝠，聞人覔鼠，即飛昇空云：我有翅

而是其鳥；聞人捕鳥，即入穴中云：我有齒而是其鼠，不似一物。」（卍新續藏 41，867c17-20） 
45 食＝貪【宋】【元】【明】【宮】。（大正 53，948d，n.4） 
46 每＝恒【宋】【元】【明】【宮】。（大正 53，948d，n.5） 
47 布薩：梵語 poṣadha, upavasatha, upoṣadha, upavāsa, 巴利語 uposatha 或 posatha。又作優波婆

素陀、優婆娑、布薩陀婆、布灑他、布沙他、鄔波婆沙、逋沙陀、褒灑陀、烏逋沙他。意譯

為長淨、長養、增長、善宿、淨住、長住、近住、共主、斷、捨、齋、斷增長，或稱說戒。

即同住之比丘每半月集會一處，或齊集布薩堂（梵 uposathāgāra，即說戒堂），請精熟律法之

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戒本，以反省過去半月內之行為是否合乎戒本，若有犯戒者，則於眾前懺

悔，使比丘均能長住於淨戒中，長養善法，增長功德。又在家信徒於六齋日受持八齋戒，亦

稱布薩，謂能增長善法。（《佛光大辭典》（二），p.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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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藏經》卷 1〈5 淨戒品〉（大正 15，788c14-28）： 

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

樂闇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復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

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如是比丘無有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解脫知見品，但有具足破淨戒品，不能出大

微妙音聲，戒聲、定聲、慧聲、解脫聲、解脫知見聲；但出毀戒弊惡音聲，與諸同惡俱

出惡聲。但論衣服飲食床臥，受取布施樹木華果，為貴人使，及論國土吉凶安危、戲笑

眾事諸不善語，常於日夜伺求塵染。比丘如是，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意業不淨，當墮

地獄。舍利弗！是破戒比丘樂於闇冥，如彼蝙蝠，聞說正經以為憂惱。所以者何？如實

說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