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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龍比丘之因緣（之二）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4.5.24）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講善來比丘降伏毒龍的故事後半段，這故事出自《根本說一切有部毘

奈耶》，在《大正藏》第 23 冊 859 頁上欄到 860 頁上欄。 

  現在先簡單複習一下上半段故事的內容。 

    佛陀時代，有一位浮圖長者生了一個兒子，長得非常可愛，浮圖長者很歡喜，高呼：

「善來！善來！」親戚朋友也就跟著稱呼這個小孩叫「善來」。可是，善來的福德非常

微薄，出生之後，家產便一天一天地消耗散盡，不久父母也雙亡，大家覺得是他帶來厄

運，都改口叫他「惡來」。 

惡來無依無靠，整天和乞丐在一起，靠著乞討維生。有一天，聽說給孤獨長者在家

中設宴要供養佛及僧眾，惡來就和一群乞丐朋友前往，希望能獲得一些殘餘的食物。沒

想到平常很照顧他們的給孤獨長者，竟然命令僕人把他們通通趕走。乞丐們都怪罪惡

來，認為是惡來害他們被驅趕，便一起把惡來抬起來丟到糞堆裡，惡來遭受重大打擊，

躺在糞堆裡嚎啕大哭。 

世尊憐愍他，稱呼他的本名「善來」，還特地為他預留了半鉢的食物，並為善來說

法。善來聽法之後，立刻證得初果，並在佛陀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後精進修行，斷除了

所有的煩惱，證得阿羅漢果。 

世尊想要顯揚善來的德行，便帶著僧眾前往善來的故鄉，讓善來降伏毒龍，還讓毒

龍歸依三寶、受持五戒。佛讚歎說：「聲聞弟子當中，善來比丘降伏毒龍第一！」 

  這時，善來的故鄉失收摩羅山中遠近的居民、婆羅門等，看見毒龍已被降伏，不必

再煩惱受到毒害，大家都非常地歡喜，紛紛手持香花等供養物品來到佛面前，想要表達

心中的喜悅並慶賀一番。大家頂禮佛之後，退到一旁，說：「世尊！非常慶幸能承蒙您

神聖的力量，為大家去除那條毒龍，我們想要供養您，請您慈愍接受我們的邀請。」 

  佛對婆羅門居士男女們說：「你們應當知道，降伏那條毒龍的人，是浮圖長者的兒

子──善來比丘，他使得毒龍痛改前非，並為毒龍授三歸五戒，這不是因為我的力量。

你們應該拿著這些供養品去供養善來比丘，報答他的恩德。」 

  大家遵奉佛陀的指示，拿著供養品到善來比丘所在的地方，頂禮善來之後，說：「聖

者！您大慈大悲，讓我們不再怖畏，使得居住在這裡的眾生都能得到安寧。請您慈悲告

訴我們，您需要的是什麼呢？」 

善來回答說：「你們可以隨各人的能力，供養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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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婆羅門等大眾遵從善來的意思，邀請佛及僧眾接受七天的飲食供養，佛默然

接受了。 

  大家知道佛接受供養後，頂禮佛陀，起身離去。就在當天夜晚，準備各種美妙精緻

的食物、飲料，並鋪設好柔軟的坐墊。一到清晨，便派遣人前往佛的地方，稟告：「應

供的時間到了，供養的食物都準備好了，恭請佛及大眾僧前往應供。」 

  於是，世尊便於早晨帶領著僧眾前往施主家設齋供眾的地方。婆羅門及居士等人，

看到佛及僧眾已經坐好，便呈上各種精緻美味的飲料、食物，供養佛及僧眾。等到大眾

都吃飽用完餐之後，便在佛面前，請佛開示，聽聞佛法要義。從第一天到第七天，每天

都是如此。 

  有一位婆羅門，是善來父親以前的老朋友，能說毒龍咒，但是因為害怕毒龍的緣故，

便改了姓名，躲到舍衛城住了下來。 

  當時，勝光王（也就是波斯匿王）任命這個人為主象大臣（統理所有有關象的訓練

等事），他因為一些事來到故鄉山下，聽說善來已經降伏毒龍，非常歡喜。他前往善來

的地方，頂禮善來之後，說：「聖者！我們因為畏懼毒龍，許多人都紛紛走避他鄉。現

在聽說大德您大發慈悲，為大眾去除了毒龍這個怨敵，我心中感到無比地歡喜。我很想

供養您，還請您明天能接受我的供養。」善來沒有接受。於是，婆羅門再說：「如果您

不肯的話，那麼請您回到舍衛城的那一天，先接受我的供養。」這時，善來慈悲地接受

了。 

  山下的施主們供養佛及僧眾已經滿七天了，大家一起頂禮佛，聽佛開示演說妙法。

世尊為大眾宣說法義，開示善法應該行，不善法不應該做，引導大家捨惡行善，並說明

修善法的利益，隨喜讚歎行善法的功德。有許多人當下斷除疑惑，證得聖果。 

  佛與僧眾漸漸又轉往舍衛城，給孤獨長者來到佛的面前，頂禮佛之後，退到一旁坐

下。 

  這時，世尊為他說法完畢後，便保持靜默。 

  長者就從坐位上站起來，說：「世尊！祈願佛及僧眾明天能來我家，接受我微薄的

供養。」世尊默默不語表示接受。長者明白了，頂禮世尊後離去。 

  這時，主象大臣的婆羅門來到善來的地方，對善來說：「聖者！我先前曾邀請您，

如果您到本城，要先接受我的供養。」 

  善來向佛稟報，佛說：「你已經先接受邀請，現在應該前去應供。」 

  善來於是前往婆羅門家。婆羅門就呈上各種美味的佳餚，恭敬誠懇地供養。善來吃

飽之後，婆羅門為了讓善來飯後好消化，便倒了一些連大象也愛喝的酒在飲料中。 

  善來不知道，喝下了飲料後，刷牙漱口完就離開了。結果，走到半路，被炙熱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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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曬，就醉倒在地上。 

  諸佛世尊時時刻刻都不會忘失正念，佛便在善來倒臥的地方幻化出一座茅草屋，遮

蔽善來的身體，不讓人看見。 

  世尊在給孤獨長者家用餐完畢，為大眾說法後，來到善來倒臥的地方，對比丘們說：

「你們要好好觀察善來的行為。他過去曾在江猪山（也就是失收摩羅山）降伏菴婆毒龍，

現在這個樣子，連一條鱔魚都無法調伏。你們各位比丘要知道，如果喝酒，就會有這麼

大的過失。」 

  於是，世尊伸出他那雙具有無量百千網鞔輪相──福德殊勝莊嚴的手，輕撫善來的

頭頂，說：「善來！你怎麼沒有細心觀察，因而弄得如此狼狽不堪？」 

  這時，善來稍微恢復清醒，便起身跟在佛身後，回到祇樹給孤獨園林。佛清洗雙足

後，如同平常一樣，鋪設好坐具便坐下來。佛對比丘們說：「你們要好好觀察，喝酒有

種種的過失。」…… 

  比丘們看到善來曾淪落為乞丐，之後聽佛開示又能證得阿羅漢果，並降伏毒龍等

事，都覺得很奇怪，就請問世尊：「善來過去曾造作什麼業，而能出生在富樂之家？後

來卻變得貧苦潦倒，只能靠乞討維生，被人叫做『惡來』，還被乞丐同伴丟到糞堆裡。

又造了什麼業，現在能遇到世尊，斷除所有的煩惱證得阿羅漢？」 

  佛對比丘們說：「你們要好好地聽！在過去很久以前，當時沒有佛出世，只有獨覺

出現在世間。獨覺雖然有憐愍心，但是口不說法。有一天，有位長者來到一座花園中，

想要遊樂嬉戲。這時有一位獨覺生病了，為了乞討食物，穿著破舊的衣服朝著花園走過

來。 

  長者一看到他，便起瞋心，覺得非常厭惡、無法忍受，命令侍者說：『這個惡來，

千萬不要讓他踏進花園來。』 

  侍者因為憐愍獨覺，並沒有立刻上前驅趕。長者看到侍者沒有動靜，自己就走向前，

勒住獨覺尊者的脖子，並用力推到糞堆裡，說：『你怎麼不去乞丐那裡跟他們作朋友？』 

  這時，獨覺尊者為了憐愍這個人，就像鵝王一樣，迅速地飛到空中，變現出十八種

神通變化。這個凡夫，一看到獨覺顯現神通，立刻懊悔不已，就像是大樹倒塌一樣，遠

遠地朝著獨覺頂禮懺悔，說：『啊！善來聖人！您是真實的福田，祈願您能從空中降下

來，同情我這個沒有智慧的人，接受我的懺悔，不要讓我永遠墮落、受苦沈淪。』 

  獨覺尊者看到這個人誠心誠意地懺悔，便從空中降落到地面。長者頂禮後，立刻籌

辦種種最好的飲料、美食，並且以香花供養，虔誠懺悔去除惡業，發弘誓願說：『願我

現在所作一切供養善根，在未來世時能出生在大富人家，能夠遇到最好的導師，我願意

接受他的教導，絕不懈怠，幫助我開悟，趣向解脫門。』 

  比丘們！當時的長者就是善來，他曾對獨覺做惱害的事，叫獨覺尊者是『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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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把他推到糞堆裡；因為這種種惡行，後來五百生中常常當乞丐，被人叫做『惡來』，

還被同伴丟到糞堆裡。又因為過去供養、發願的緣故，出生在大富人家，今天能在我的

教法中出家修行，斷盡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比丘們！自己造作的業，都必須自己承

受，果報不失。所以，各位比丘！應當勤修善行，千萬不要造作惡業，應當這麼修學。」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因果業報歷歷不爽。要留意自己的身、口、意，不要逞一時之

快而起瞋恨心、罵人、惱害眾生。只要造了惡因，一旦因緣成熟，就會感得苦果。 

善來過去世是一位長者，因為阻止獨覺進入他的花園，罵獨覺是「惡來」，結果自

己本來名叫「善來」，卻被改稱做「惡來」。他因為把獨覺推到糞堆裡，叫獨覺去跟乞丐

作朋友，結果惡報卻落在自己身上，經常淪為乞丐，還被乞丐同伴們抬起來丟到糞堆裡。 

不過，由於過去世他真誠地向獨覺懺悔，並誠心誠意地供養過獨覺；還發過強烈的

願力，希望將來能遇到最好的老師，願意接受教誨，絕不懈怠；他自己也曾經在佛前修

過十遍處的青遍處觀，所以今生能有機緣遇到佛陀。 

雖然善來一生坎坷，出生後家財消耗散盡，父母雙亡，走投無路淪為乞丐，還被社

會裡最卑賤的乞丐們欺負、唾棄；但是當他遇見世尊時，立刻把握難得的機緣，精進修

行，一飛沖天，成為堪受人天供養的聖者。那份決心與堅定的毅力，令人讚歎！ 

現在我們有機緣聽聞佛法，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把握，我們一起共勉！ 

 

 

※經典原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2（大正 23， 859a2-860a16）： 

爾時，失收摩羅山遠近諸人婆羅門等，見伏毒龍，眾無惱害，皆大歡悅，得未曾有。各

持香花供養之具，往詣佛所，以申1慶悅；禮佛足已，各住一面，白言：「世尊！幸蒙聖

力，除彼毒龍，欲申供養，願垂納受。」 

佛告諸婆羅門居士男女：「汝等當知，彼之毒龍，乃是浮圖之子──善來苾芻令其改惡，

為受歸戒，非是我力。汝等宜應持此諸物，供養善來，以申報德。」 

是時，諸人奉佛教已，便持供養詣善來所，頂禮其足，白言：「聖者！仁於我等降大慈

悲，施以無畏，能令品彙2并皆穌息3。願垂教命4，欲何所為？」 

善來告曰：「各隨所依，供養三寶。」 

                                                       
1 申：4.表明，表達。（《漢語大詞典》（七），p.1290） 
2 品彙：事物的品種類別。（《漢語大詞典》（三），p.325） 
3 穌息：困頓後得到休息。（《漢語大詞典》（八），p.150） 
4 教命：1.猶教令。上對下的告諭。2.猶指示。（《漢語大詞典》（五），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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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婆羅門等由善來故，請佛及僧七日設食，佛默然受。 

時，諸人等知佛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敷設座褥5。旦，令

使者往白時至：「供養6備辦，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將諸大眾，往施主家設食之處。諸婆羅門居士等，見坐定已，即以

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飽足已，便於佛前聽說法要7。初日既然8，乃至七日，悉皆

如是。 

有婆羅門，是善來父先舊知識，能呪毒龍，為怖龍故，遂往室羅伐城，改名而住。 

時，勝光王9立為主象大臣，此人因事來至山下，既聞善來降毒龍已，生大歡喜。往善

來處，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輩10有怖，多並逃避。今聞大德興悲愍心，為除怨害，

不任11欣喜。欲申供養，願降哀憐，明當就食。」善來不受。 

時，婆羅門重更請曰：「若不肯者，唯願大德還城之日，先受我供。」是時，善來哀愍

為受。 

是時，山下諸施主等，供佛僧眾滿七日已，俱禮佛足，聽說妙法。 

爾時，世尊為說法要，示教利喜，即於座上無量有情除疑獲果。 

佛與僧眾，漸至室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便往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說法已，默然而住。 

時，彼長者即從坐起，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世尊默然為受。

長者知已，作禮而去。 

時，婆羅門詣善來處，白言：「聖者！我先已請，若至本城，先受我食。」 

善來白佛，佛言：「汝已先受，今宜赴請。」 

善來詣彼婆羅門舍。時，婆羅門以上妙飲食，至誠供養。令飽食已，欲使善來食速消化，

便以少許飲12象之酒置飲漿中。善來不知，飲此漿已，尋嚼齒木13，澡漱14而去，既至中

                                                       
5 褥：坐臥的墊具。（《漢語大詞典》（九），p.123） 
6 養＝食【宋】【元】【明】【宮】【聖乙】。（大正 23，859d，n.2） 
7 法要：指教法中之要義。（《佛光大辭典》（四），p.3376.2） 
8 然：8.代詞。如此，這樣。（《漢語大詞典》（七），p.169） 
9 勝光王：波斯匿王，波斯匿，梵名 Prasenajit，巴利名 Pasenadi。又作鉢邏犀那恃多王、鉢囉

洗曩喻那王。意譯勝軍王、勝光王、和悅王、月光王、明光王。為中印度憍薩羅國（梵 Kauśala）

國王，約與釋尊同時。住舍衛城（梵 Śrāvastī），為釋尊教團之大外護者，兼領有迦尸國（梵

Kāśi），而與摩揭陀國並列為大強國。（《佛光大辭典》（四），p.3440.1） 
10 我輩：我等，我們。（《漢語大詞典》（五），p.213） 
11 不任：2.猶不勝，表示程度極深。（《漢語大詞典》（一），p.408） 
12 飲（ㄧㄣˋ）：1.給人、畜喝水。（《漢語大詞典》（十二），p.504） 
13 齒木：梵語 danta-kāṣṭha，巴利語 danta-kaṭṭha，或 danta-poṇa。音譯禪多抳瑟插、憚哆家瑟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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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被日光所炙，醉臥于地。 

諸佛世尊於一切時得不忘念，便於善來臥處化為草庵16，蓋覆其身，不令人見。 

爾時，世尊於長者舍飯食訖，為說法已，還至善來處，告諸苾芻曰：「汝等當觀善來所

作，昔於江猪17山處降伏菴婆毒龍，豈復今時能調小鱓18？汝諸苾芻若飲酒者，有斯大

失。」 

爾時，世尊即以無量百千網鞔19輪相20──福德殊勝莊嚴王手，摩善來頂，告言：「善來！

何不觀察？受斯困頓21。」 

爾時，善來得少醒悟22，隨從佛後，至逝多林。佛洗足已，於如常座，就之而坐，告諸

苾芻曰：「汝等當觀，諸飲酒者有斯過失。」……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問世尊：「善來苾芻先作何業，生富樂家？後遭貧

苦，常為乞匃，號曰惡來，被諸同伴棄之糞聚。復由何業，逢值世尊，斷諸煩惱得阿羅

漢？」 

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乃往古昔，無佛出世，有獨覺者出現世間，心懷哀愍，口不

說法。 

時，有長者詣芳園中，欲為歡戲；有獨覺尊身嬰23疾病，為乞食故，著麁24弊服，來入

園中。 

                                                                                                                                                                         
又作楊枝。即磨齒刮舌之木片。為印度僧團日常用品。比丘常持十八物之一。《五分律》卷二

十六（大二二‧一七六中）：「有諸比丘，不嚼楊枝，口臭食不消。有諸比丘，與上座共語，

惡其口臭，諸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嚼楊枝。嚼楊枝有五功德，消食、除冷熱唌唾、善能

別味、口不臭、眼明。』」可知嚼齒木主要在於除口中臭氣，兼為消化等。（《佛光大辭典》（七），

pp.6203.3-6204.1） 
14 澡漱：猶洗漱。（《漢語大詞典》（六），p.165） 
15 中路：1.半路。（《漢語大詞典》（一），p.612） 
16 草庵：亦作“草菴”。1.草房，草舍。（《漢語大詞典》（九），p.372） 
17 猪：同“豬”。（《漢語大字典》（二），p.1351） 
18（1）鱓（ㄕㄢˋ）：同“鱔”。（《漢語大字典》（七），p.4714） 

（2）鱔（ㄕㄢˋ）：亦作“ 鱣 2 ”。黃鱔。魚綱合鰓科。體呈鰻形，具暗色斑點，光滑無鱗。

栖息池塘、小河、稻田的泥洞或石縫中。（《漢語大詞典》（十二），p.1260） 
19 鞔（ㄇㄢˊ）：2.連綴。（《漢語大詞典》（十二），p.196） 
20 案：「網鞔輪相」即佛三十二相中的「手足指縵網相」。參見「三十二相」：（五）手足指縵網

相（梵 jālāvanaddha-hasta-pāda），又作指間雁王相、俱有網鞔相、指網縵相。即手足一一指

間，皆有縵網交互連絡之紋樣，如雁王張指則現，不張則不現。此相乃由修四攝法、攝持眾

生而有。能出沒自在無礙，表離煩惱惡業、至無為彼岸之德。（《佛光大辭典》（一），p.508.1） 
21 困頓：1.艱難窘迫。（《漢語大詞典》（三），p.622） 
22 醒悟：亦作“醒寤”。1.謂從麻醉、昏迷、睡眠等狀態中清醒過來。（《漢語大詞典》（九），

p.1431） 
23 嬰：5.遭受。（《漢語大詞典》（四），p.418） 
24 麁（ㄘㄨ）：同“麤”。《玉篇‧鹿部》：“麁，踈也。本作麤。”（《漢語大字典》（八），p.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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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見已，便起瞋，生不忍25心，告使者曰：『此之惡來，勿令進入。』 

使者愍念未即前驅，長者自起，扼26尊者頸推之糞聚，告言：『汝何不往乞匃人中，以為

朋類27？』 

爾時，尊者為愍彼故，猶若鵝王28騰身空界，作十八變29。凡夫之類，見神通者，疾起

悔心，如大樹崩，遙禮尊足，唱言：『善來聖者！真實福田，願縱30身下，哀愍於我無識

之人，為受懺謝31，勿令永劫32受苦沈淪。』 

時，彼尊者見其至心，即放身下；長者禮已，為辦種種上妙飲食、花香供養，悔除惡業，

發弘誓願：『今33我所作供養善根，於未來世生大富家，得勝上導師，承事34無倦，開悟

於我，趣解脫門。』 

汝等苾芻！昔時長者即善來是，曾於獨覺尊所為惱害事，喚作惡來，推之糞聚；由斯業

故，於五百生中常為乞匃，人名作惡來，被諸同伴棄於糞聚。由昔供養、發願力故，生

大富家，於我法中出家斷惑，成阿羅漢。汝諸苾芻自所作業，還須自受，果報不亡。是

故汝等當修善行，勿為惡業，如是應學。」 

 

 

 

                                                       
25 不忍：3.不收斂。《楚辭‧離騷》：“ 澆 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4.不能忍受，不願意。

（《漢語大詞典》（一），p.417） 
26 扼：1.掐住，握住。（《漢語大詞典》（六），p.360） 
27 朋類：1.猶同僚，朋輩。（《漢語大詞典》（六），p.1183） 
28 鵝王：梵語 haṃsa-raja。喻指佛陀。於諸經論所說佛所具三十二相之中，其第五相為手足指

縵網相（梵 jālāvanaddha-hasta-pāda），一如鵝王（一說雁王）之蹼，故經中每以鵝王喻指佛

陀。其手指足趾間之縵網呈金黃色，紋樣如綾羅；乃佛於因位之時，常修四攝法，攝取眾生，

故感得此相。（《佛光大辭典》（七），p.6650.3） 
29 十八變，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37〈5 威力品〉（大正 30，491c5-12）： 

云何能變神境智通品類差別？謂十八變：一者振動，二者熾然，三者流布，四者示現，五者

轉變，六者往來，七者卷，八者舒，九者眾像入身，十者同類往趣，十一者顯，十二者隱，

十三者所作自在，十四者制他神通，十五者能施辯才，十六者能施憶念，十七者能施安樂，

十八者放大光明，如是等類皆名能變神境智通。 
30 縱：5.騰躍。（《漢語大詞典》（九），p.1001） 
31 懺謝：猶懺悔。謝，自以為過。（《漢語大詞典》（七），p.796） 
32 永劫：佛教語。謂永無窮盡之時。（《漢語大詞典》（五），p.892） 
33 今＝令【宋】【元】【明】【宮】。（大正 23，860d，n.2） 
34（1）承事：治事，受事。（《漢語大詞典》（一），p.772） 

（2）受事：2.受所教之事。漢 劉向《說苑‧正諫》：“先生就衣，今願受事。”（《漢語大詞

典》（二），p.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