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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怨心能息怨憎，唯以忍辱然後乃滅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4.11.15）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大智度論》在解釋六度中的「持戒波羅蜜」時，舉了一則故事，談到釋迦菩薩過

去世是一條毒龍。雖然牠是一條毒龍，但是牠發心修八關齋戒。不過，有一天遇到了獵

人，獵人想剝牠的皮獻給國王，以換取很多的財富珍寶；還有很多的小蟲聚集過來吃龍

的肉，毒龍為了守戒而不惜捨身，無怨無悔。 

這一則故事，在《菩薩本緣經‧龍品》中有詳細的敘述，出處在《大正藏》第三冊

68 頁中欄到 70 頁上欄。  

  菩薩大士處在瞋惱的情況下仍能持戒，何況生在人道中怎麼能不堅守淨戒呢？（菩

薩過去生不一定都是生為人，有時候生在畜生道中。在畜生道中都能夠持戒，何況是生

在人中，那更應該要持清淨的戒了） 

我曾聽說： 

  過去菩薩曾經由於瞋恚的因緣，墮落在畜生道投生為龍，感得「氣毒、見毒、觸毒」

這三種毒的色身（也就是不論任何人或動物，只要聞到毒龍吹的氣，或是看到牠，或是

接觸牠的身體，都會喪命）。毒龍的身體色彩繽紛像是七寶聚集，不需要日月的照映就

能自然散發出光明；牠的身體又高又大，氣息有如風箱鼓動吹出的大風，炯炯有神的目

光像是兩個同時升起的太陽。牠的四周經常有無量的龍群圍繞著。龍王有時候會變化成

人形，和龍女們一起娛樂遊戲。牠們住在毘陀山中偏遠的地方，那裡有許多森林樹木，

花果非常茂盛，令人喜愛；還有具足甘甜等八種味道的池水，龍群時常在那裡遊戲玩樂，

經歷了無量百千萬年。 

  （雖然是毒龍，但是也有天敵──就是金翅鳥）那時，金翅鳥為了獵食的緣故，在

空中飛翔、收斂雙翅縱身直撲而下想要抓龍。每當金翅鳥飛來的時候，總是山崩地裂，

泉池乾涸。 

  這時，龍群和龍女們一看到或聽到金翅鳥來侵襲，都感到非常慌張、害怕，穿戴在

身上的瓔珞、花香、服飾，也都散落掉下來而碎裂滿地。 

  龍群的夫人們都很害怕，哭泣著說：「現在大怨敵來襲，牠的嘴像金剛一樣能破壞

一切，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 

  龍王回答說：「別怕！你們跟在我後面。」 

  於是，所有的龍群婦女們都緊緊地跟隨著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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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王心想：「現在這群龍女害怕成這樣子，如果我不能保護牠們，就算擁有這麼大

的龍身又有什麼用呢？我因為這個身體而成為群龍之王，如果我不能保護大家，又何必

作這個王呢？實踐正法的行者，都會捨棄自己的性命來保護其他的生命。有大威德力的

金翅鳥王，牠的力量很難抵擋；除了我之外，其他龍群都防禦不了；現在我要捨棄自己

的性命，解救龍群。」 

  於是，龍王對金翅鳥說：「金翅鳥！你先留意聽我說。你時常想要害我們，然而我

對你沒有絲毫的惡念。我因為過去的業力而感得三毒的大身，雖然擁有很大的力量，卻

不曾對其他有情生起絲毫的惡念。我現在仔細思量，知道以我自己的力量，不但足以和

你相抗衡，還能放出熊熊大火，瞬間將遠方的乾草木堆焚燒殆盡，或是對快成熟的五穀

降下猛烈的冰雹；或是變成超大的身軀遮蔽日月，或是變成奇小無比的身體躲進藕絲孔

中；更可以令大地崩壞化成江海，還能震動山嶽令它動搖，也能走避到遠方讓你找不到

我。然而，現在我不願拋棄一切獨自離開的原因，是因為還有許多龍都來依附著我；我

之所以不想和你戰鬥，是因為我對你並沒有生起一絲惡念的緣故。」 

  金翅鳥說：「我和你結仇，為什麼你卻對我不會生起絲毫的惡念呢？」 

  龍王回答說：「我雖是獸類的身形，但能深刻地理解因果業報的道理，清楚知道即

使只是少許的惡業，惡報也會時常追逐著自己不會停止，就像是身體和影子不相捨離一

樣。我和你會生在惡道，都是由於過去世所累積的惡業；我現在時常對你生起慈愍心，

你應當深刻地思惟如來所說的開示： 

  『並非以怨恨心能止息怨恨憎惡，唯有以忍辱才能息滅怨恨。』（用怨恨心不能止

息怨恨，唯有以忍辱才能滅除仇恨） 

  就像是將乾柴投入大火之中，火只會越燒越猛烈；如果以瞋報瞋，也是這樣。」 

  這時，金翅鳥聽了這些話之後，怨恨心便止息了，牠對龍王說：「真沒想到，我時

常對你生起怨恨心，但你卻還能對我生起慈愍心。」 

  龍王回答說：「我和你過去都曾聽過佛的開示，我時常憶念在心中，而你卻完全忘

失而不記得了。」 

  金翅鳥說：「希望你能做我的親教師，好好地為我說無上的正法，我從現在開始要

對一切龍族給予無畏施，讓牠們不再恐懼。」說完，金翅鳥就離開龍宮，回到牠原來住

的地方。 

  當龍王打發金翅鳥返回金翅鳥原來的住處之後，便安慰龍群和龍女們：「你們看到

金翅鳥會感到害怕嗎？其他的眾生看到你們的時候，也都是這麼害怕恐懼啊！就像你們

身為龍是這樣地愛惜生命，那麼所有的眾生其實也都是一樣的。我們應當觀察自己而瞭

解別人的感受，因此應該生起大慈悲心。由於我修行慈心的緣故，使得怨敵回到牠本來

的地方，不會再來打擾我們；在長久的生死流轉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慈心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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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消除深重煩惱的妙藥，慈心更是無量生死飢餓的美食，有慈心能給予無量眾生安

樂。我們過去正是因為失去慈愍心，所以今生才會墮落到畜生道中。如果修習慈心作為

門戶（以慈心作為出入口的關卡），那麼一切的煩惱就都進不了門。如果想要生在天上

人間，得到正解脫，慈心是最好的方法，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所有的龍和龍女們聽了這些話之後，便遠離瞋恚毒，努力修行慈愍心。 

  這時，龍王看到同伴都能好好地修習慈心，心中感到非常歡喜，自己覺得很慶幸：

「善哉！我現在該做的都做了，我雖然由於業因緣生在畜生道中，而能修行菩薩大士的

正行。」 

  於是，龍王再對龍群說：「我已經為你們做了該做的善事，並指示了正確的道路，

現在還要為你們點燃正法的火炬、關閉通往惡道的路，開啟前往人天的大道。你們已經

捨棄了無量的惡毒，替換為上妙的甘露；不過，還請大家再做一件事，你們應當知道，

在十二月的前十五日，閻浮提的人都會以持守八戒的功德水沐浴身體，內心清淨，以此

作為人天道的資糧，遠離憍慢、貢高、貪欲、瞋恚、愚癡；我也是這樣，想要效法閻浮

提人受持八關齋戒。你們要知道，如果能受持這樣的八戒，即使沒有穿著華麗的衣服而

能像洗浴乾淨的身體那樣地莊嚴；就算沒有城牆，仍能抵擋怨賊；即使沒有高貴出身的

父母，而具有尊貴的種姓；即使捨離一切瓔珞裝飾，自身自然威儀莊嚴；雖然沒有珍寶，

卻擁有無量的財富（法財）；即使沒有車馬，仍可稱為真正的大乘；不需要仰賴橋梁，

就可以度過惡道──受持八戒的種種功德，正是如此。你們應當知道，我時常在各地都

受持這樣的八關齋戒。」 

  龍群問：「什麼是八關齋戒呢？」 

  龍王回答說：「八關齋戒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六、不坐臥高廣大床；七、不著香華、瓔珞，不以香塗身；八、不作倡伎

樂故往觀聽；用這八種事莊嚴過午不食，以上稱為八戒齋法。」 

  龍群問說：「我們如果稍微離開龍王，恐怕連性命都保不了，現在希望能增長無量

正法，請您為我們點燃法燈，我們願意依教奉行。不過，學習佛法，應該到處都可以得

到利益，為什麼不在這裡受持呢？也曾聽說過有在家人能修持善法，若在家修持也能增

長善法，為什麼一定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呢？」 

  龍王回答說：「處在多欲的地方，貪欲的心無法暫時停息，如果眼見到好色，便會

引發過去的愛欲心。譬如，在潮濕的地方，一下雨就容易讓土地變成爛泥巴地；眼見種

種好色而引發過去的貪欲心也是如此。如果住在深山中，就不會看見那些種種好色；如

果不看見那些好色，那麼貪欲心就不容易引發。」 

  龍群說：「如果在深山中能夠增長正法的話，那麼就順從您的心意去（寂靜處修行）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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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龍王便帶領龍群來到寂靜的地方，遠離婬欲、瞋恚心，對於所有的眾生更修

習大慈心，以具足忍辱功德而莊嚴自身，開啟菩提道。自己受持八戒，清淨持齋；經過

了許多天，因為斷食，身體很虛弱，非常地飢渴、疲憊、想睡覺。龍王修行八戒，具足

忍辱，心中對所有的眾生沒有絲毫侵犯、傷害的念頭。 

  那時，有一群惡人來到龍住的地方，龍王在睡眠中聽到有腳步聲，就驚醒過來。 

  這群惡人看到龍身，非常驚喜，互相問道：「這是什麼寶物從地下湧出來？」 

  龍王看到這些人，心裡便想：「我為了修學福德來到這裡，沒想到這座山林中還會

出現破壞修行的惡人。如果讓這些人看到我真正的身形，他們一定會被嚇死；（如果）

這些人被嚇死了，那就毀壞我修行正法的本意了。過去我正是由於瞋心的因緣，而得到

具足氣毒、見毒、觸毒三毒的龍身。這些人現在來到這裡，一定是貪圖我的身體，想要

斷絕我的性命。」 

  這時，惡人互相討論說：「我們為了尋找財寶而進入這座山，這麼多年以來，從來

不曾見過這樣的龍身，如此的紋路色彩莊嚴，令人賞心悅目。如果剝下龍的皮，進獻給

我們的國王，一定可以得到重賞。」 

  於是，這群惡人便拿出銳利的刀，剝取龍皮。 

  由於龍王長期以來，一心常想到要利益一切世間的眾生，便對這些人生起慈愍心。

由於行慈心的緣故，氣毒、見毒、觸毒這三種劇毒隨即都息滅了。龍王就勸勉、安慰自

己：「你現在不應該愛戀這個身體，這麼多年來，即使你想要再多幾年呵護擁有此身，

可是怨敵、禍患來臨時，仍然無法避免。現在這些人為了國王的獎賞而貪圖我的身體，

未來將會墮入地獄，我寧願自己死，也不要讓這些人現在就身受苦痛。」 

  這群惡人拿著刀剝取龍皮。龍再想：「如果有一個人沒有罪，也沒有侵害他人，而

自己的身體卻被人割截支解，仍能默默忍受，不加以報復，不起怨恨的心，當知這個人

是位大菩薩！對於父母、兄弟、妻子能夠默默忍受，這不算什麼；如果能對於怨敵默默

安忍，這才是真正的可貴；因此，現在我為了眾生的緣故，應當默默忍受。我對於這些

人能安忍，把他們看成是我真正的同伴、善知識。我現在應當看待這些惡人，就像是自

己的父母一樣。雖然，過去我曾經過了無量世捨棄身命，卻不曾為了一位眾生這麼做。

這些人想剝取龍皮以獲得無量珍寶、金銀等貴重財物，但願我將來能常常給這些人無量

的法財。 

  由於龍王被剝了皮，遍體鱗傷、流血不止、痛苦難忍而全身顫抖，無法控制。這時

還有無量的小蟲，聞到血的香味全都聚集而來吃龍的肉。龍王再想：「現在吃我身體的

這些小蟲，但願將來我能給予牠們甘露法食。 

  菩薩大士行持戒波羅蜜時，即使被剝皮食肉都不會生起怨恨的念頭，更何況是其他

的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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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 

佛說：以怨不能止怨，唯有以忍方能止怨。如果以瞋報瞋，就像是用乾柴投入大火

中，火勢必越燒越猛烈。 

慈悲與智慧是消除瞋恚煩惱的妙藥，如果以慈悲與智慧作為出入口的關卡，則怨

敵、煩惱都進不了門。 

一般人受到侵害，可能怒火中燒，而釋迦菩薩過去世投生為毒龍，雖然被獵人剝皮，

全身痛苦難耐，可是毒龍不但沒有起瞋念傷害他們，還發願說：「這些獵人剝我的皮，

是為了貪求國王賞賜的珍寶、錢財，希望我將來能常給他們無量的法財。」 

另外，還有許多小蟲聚集而來吃龍的肉，毒龍怕傷害了牠們，不敢翻轉身體，還發

願說：「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成佛時，當以法施，

以益其心。」意思就是說，我為了成就佛道，現在我以身上的肉布施給這些小蟲，讓牠

們滋養色身；將來我成佛之後，會以上妙的佛法布施給牠們（法布施），讓牠們長養清

淨的心，並成就法身，獲得究竟解脫。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菩薩本緣經》卷 3〈8 龍品〉（大正 3，68b26-70a7）：  

菩薩摩訶薩處1瞋猶2持戒，況生於人中而當不堅持。 

如我曾聞： 

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受三毒身：所謂氣毒、見毒、觸毒。3其身雜色如七寶聚，

光明自照不假日月，才貌長大、氣如韛4風，其目照朗5如雙日出，常為無量諸龍所遶6；

                                                      
1 處：1.處在。19.承受。（《漢語大詞典》（八），p.835） 
2 猶：10.副詞。還，仍。（《漢語大詞典》（五），p.93） 
3（1）隋 慧遠述，《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菩薩品〉：「言見毒等辯喻顯法。見毒喻火。

熱增赤現故說為見。觸毒喻蛇，地增身重故名為觸。噓毒喻風，風吹曰噓；亦有經本說

為氣毒，其義相似。齧毒喻水，水漬名齧。四大亦可彰法同喻。」（大正 37，799a5-9） 

（2）《一切經音義》卷 26：「觀身如篋（四大，如火大喻見毒也，地大喻觸毒，風大喻氣毒

也，水大喻齧毒）。」（大正 54，476c15） 
4 韛（ㄅㄞˋ）：皮製古風囊。俗稱風箱。《玉篇˙韋部》“韛，韋橐也，可以吹火令熾。（《漢

語大字典》（七），p.4509） 
5 照朗：1.朗敞，朗然。2.謂心胸正大坦然。（《漢語大詞典》（七），p.206） 
6 遶：圍繞，環繞。（《漢語大詞典》（十），p.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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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化其身而為人像，與諸龍女共相娛樂。住毘陀山幽邃7之處，多諸林木，華果茂盛，

甚可愛樂，有諸池水八味8具足，常在其中遊止9受樂，經歷無量百千萬歲。 

時，金翅鳥為飲食故，乘空束10身飛來欲取。當其來時，諸山碎壞，泉池枯涸11。 

爾時，諸龍及諸龍女見聞是事，心大恐怖；所服瓔珞、華香、服飾尋悉解落12，裂在其

地。 

諸龍夫人恐怖墮淚，而作是言：「今此大怨，已來逼身，其[此/束]13金剛14多所破壞，當

如之何？」 

龍便答曰：「卿依我後。」 

時，諸婦女尋即相與15來依附16龍。 

龍復念言：「今此婦女各生恐怖，我若不能作擁護17者，何用如是殊大之身？我今此身為

諸龍王18，若不能護，何用王為？行正法者，悉19捨身命以擁護他。是金翅鳥之王有大

威德，其力難堪20，除我一身，餘無能禦21，我今要當捨其身命以救諸龍。」 

爾時，龍王語金翅鳥：「汝金翅鳥！小復留神22聽我所說。汝於我所常生怨害，然我於汝

都無惡心。我以宿業受是大身，稟23得三毒，雖24有是力，未曾於他而生惡心。我今自

                                                      
7 幽邃（ㄙㄨㄟˋ）：1.幽深，深邃。2.指僻遠之地。（《漢語大詞典》（四），p.445） 
8 八味：(二)指甘、辛、鹹、苦、酸、淡、澀、不了等八味。（《佛光大辭典》（一），p.285.2） 
9 遊止：猶遊憩。（《漢語大詞典》（十），p.1048） 
10 束：4.聚集。（《漢語大詞典》（四），p.777） 
11 枯涸：2.枯竭乾涸。（《漢語大詞典》（四），p.895） 
12 解落：1.解散，散落。（《漢語大詞典》（十），p.1373） 
13（1）[此/束]＝觜【宋】【元】【明】。（大正 3，68d，n.14） 

（2）案：[此/束]是「㭰」的異體字。 

（3）㭰：同“觜（嘴）”。口；鳥嘴。（《漢語大字典》（二），p.1443） 

（4）觜（ㄗㄨㄟˇ）：1.鳥嘴。（《漢語大詞典》（十），p.1359） 
14 金剛：1.即金剛石。因其極堅利，佛家視為希世之寶。（《漢語大詞典》（十一），p.1161） 
15 相與：4.共同，一道。（《漢語大詞典》（七），p.1158） 
16 依附：1.依靠，依賴。2.歸屬，投靠。（《漢語大詞典》（一），p.1350） 
17 擁護：1.扶助，保護。（《漢語大詞典》（六），p.931） 
18（1）主＝王【宋】【元】【明】。（大正 3，68d，n.16） 

（2）《大正藏》原作「主」，今依宋本及《高麗藏》等作「王」（第 30 冊，45c14）。 
19（1）悉＝惡【宋】【元】【明】。（大正 3，68d，n.17） 

（2）悉：1.盡、全。2.盡其所有。（《漢語大詞典》（七），p.535） 
20 難堪：1.不易忍受，承受不了。（《漢語大詞典》（十一），p.903） 
21（1）禦＝御【宋】【元】【明】。（大正 3，68d，n.18） 

（2）禦：3.抗拒，抵擋。（《漢語大詞典》（七），p.951） 
22 留神：注意，當心。（《漢語大詞典》（七），p.1329） 
23 稟：3.領受，承受。（《漢語大詞典》（八），p.104） 
24 雖＝顧【宋】【元】【明】。（大正 3，68d，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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忖25審26其氣力，足能與汝共相抗禦，亦能遠炎27大火投乾草木，五穀臨熟遇天惡雹28；

或變大身遮蔽日月，或變小身入藕絲29孔；亦壞大地作於江海，亦震山嶽能令動搖，亦

能避走遠去令汝不見我。今所以不委去30者，多有諸龍來依附我；所以不與汝戰諍31者，

由我於汝不生惡故。」 

金翅鳥言：「我與汝怨，何故於我不生惡心？」 

龍王答言：「我雖獸身，善解業報，審知少惡，報逐32不置33，猶如形影不相捨離。我今
34與汝所以俱生如是惡家，悉由先世集惡業故；我今常於汝所生慈愍心，汝應深思如來

所說： 

『非以怨心，能息怨憎35；唯以忍辱，然後乃滅。』 

譬如大火，投之乾薪，其炎轉更，倍常增多；以瞋報瞋，亦復如是。」 

時，金翅鳥聞是語已，怨心即息，復向龍王說如是言：「我今於汝常生怨心，然汝於我

乃生慈心。」 

龍王答言：「我先與汝俱受佛語，我常憶持抱在心懷，而汝忘失了36不憶念。」 

金翅鳥言：「唯願仁者為我和上37，善為我說無上之法，我從今始惠施一切諸龍無畏。」

說是語已，即捨龍宮，還本住處。 

                                                      
25 忖（ㄘㄨㄣˇ）：1.思量，揣度。（《漢語大詞典》（七），p.411） 
26 審：2.詳究，細察。4.察知，知道。（《漢語大詞典》（三），p.1628） 
27 炎：1.火焰升騰。2.焚燒。（《漢語大詞典》（七），p.41） 
28 雹（ㄅㄠˊ）：1.冰雹。2.用同“撲”。（《漢語大詞典》（十一），p.688） 
29 絲：2.泛指像蠶絲一樣的細縷。如：藕絲，尼龍絲。8.比喻極微細的東西。（《漢語大詞典》

（九），p.852） 
30 委去：委棄而離去，不顧而去。（《漢語大詞典》（四），p.323） 
31 諍：1.通“ 爭 ”。爭訟，爭論。”2.通“ 爭 ”。爭奪，爭競。（《漢語大詞典》（十一），

p.198） 
32 逐：1.追趕，追逐。5.隨，跟隨。（《漢語大詞典》（十），p.887） 
33（1）置＝遠【元】【明】。（大正 3，69d，n.1） 

（2）不置：2.不捨，不止。（《漢語大詞典》（一），p.459） 
34 今＝本【宋】【元】【明】。（大正 3，69d，n.2） 
35 怨憎：怨恨憎惡。（《漢語大詞典》（七），p.453） 
36 了（ㄌㄧㄠˇ）：10.副詞。與否定詞連用。完全，皆。（《漢語大詞典》（一），p.721） 
37（1）上＝尚【宋】【元】【明】。（大正 3，69d，n.4） 

（2）和上：亦作“和尚”。（《漢語大詞典》（三），p.265） 

（3）和尚：梵語 upādhyāya，巴利語 upajjhāya。指德高望重之出家人。又作和上、和闍、和

社、殟社、鶻社、烏社。音譯為鄔波馱耶、優婆陀訶、郁波第耶夜。意譯親教師、力生、

近誦、依學、大眾之師。和尚為受戒者之師表，故華嚴、天台、淨土等宗皆稱為戒和尚。

後世沿用為弟子對師父之尊稱。……又鳩摩羅什譯此語為力生，意指弟子依師而生道

力。（《佛光大辭典》（四），p.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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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龍王遣38金翅鳥還本處已，慰喻39諸龍及諸婦女：「汝見金翅生怖畏不？其餘眾生

覩見汝時，亦復如是生大怖畏。如汝諸龍愛惜身命，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當觀自身以喻
40彼身，是故應生大慈之心。以我修集41慈心因緣故，令怨憎還其本處；流轉生死所可

恃怙42無過43慈心。夫慈心者，除重煩惱之妙藥也，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我等

往昔以失慈心故，今來墮此畜生之中；若以修慈為門戶44者，一切煩惱不能得入；生天

人中及正解脫，慈為良乘45，更無過者。」 

諸龍婦女聞是語已，遠離恚毒，修集46慈心。 

爾時，龍王自見同輩悉修慈心，歡喜自慶：「善哉！我今所作已辦，我雖業因生畜生中，

而得修行大士47之業。」 

爾時，龍王復向諸龍而作是言：「已為汝等作善事竟，為已示汝正真之道，復為汝等然

正法炬、閉諸惡道、開人天路，汝已除棄無量惡毒，以上甘露補置其處；欲請一事，汝

等當知於十二月前十五日，閻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心作清淨，為人天道而作資糧，

遠離憍慢、貢高、貪欲、瞋恚、愚癡；我亦如是，欲效彼人受八戒齋法。汝當知之，若

能受持如是八戒，雖無妙服而能得洗浴，雖無墻壁能遮怨賊，雖無父母而有貴姓，離諸

瓔珞身自莊嚴，雖無珍寶巨富無量，雖無車馬亦名大乘，不依橋津48而度惡道──受八

戒者功德如是。汝今當知，吾於處處常受持之。」 

諸龍各言：「云何名為八戒齋法？」 

龍王答言：「八戒齋者：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

不飲酒，六者、不坐臥高廣床上，七者、不著香華、瓔珞、以香塗身，八者、不作倡伎

樂不往觀聽；如是八事莊嚴不過中食，是則名為八戒齋法。」49 

                                                      
38 遣：1.差遣。2.發送，打發。（《漢語大詞典》（十），p.1135） 
39 慰喻：亦作“慰諭”。1.撫慰，寬慰曉喻。（《漢語大詞典》（七），p.700） 
40 喻：2.知曉，明白。（《漢語大詞典》（三），p.433） 
41 集＝習【元】【明】＊。（大正 3，69d，n.6） 
42 恃怙（ㄏㄨˋ）：《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後因以“恃怙”為母親、

父親的代稱。（《漢語大詞典》（七），p.511） 
43 無過：2.沒有超過。3.不外乎，只不過。（《漢語大詞典》（七），p.132） 
44 門戶：3.比喻出入口或必經之地。4.途徑，門徑。5.比喻事物的關鍵。（《漢語大詞典》（十

二），p.4） 
45 乘＝藥【明】。（大正 3，69d，n.7） 
46 集＝習【元】【明】＊。（大正 3，69d，n.6-1） 
47 大士：1.德行高尚的人。2.佛教對菩薩的通稱。（《漢語大詞典》（二），p.1323） 
48 津：1.渡口。（《漢語大詞典》（五），p.1189） 
49《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1（大正 23，508c24-27）： 

問曰：「夫以齋法過中不食，乃有九法，何故八事得名？」 

答曰：「齋法以過中不食為體，以八事助成齋體共相支持，名八支齋法。是故言八齋，不云

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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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龍問言：「我等若當離王少時，命不得存；今欲增長無上正法，熾然法燈請奉所勅50。

佛法之益無處不可，何故不於此中受持？亦曾聞有在家之人得修善法，若在家中行善法

者亦得增長，何必要當求於靜處？」 

龍王答言：「欲處諸欲心無暫停，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譬如濕地雨易成泥，見

諸妙色發過去欲心，亦復如是；若住深山則不見色，若不見色則欲心不發。」 

諸龍問言：「若處深山則得增長是正法者，當隨意行。」 

爾時，龍王即將諸龍至寂靜處，遠離婬欲、瞋恚之心，於諸眾生增修大慈，具足忍辱以

自莊嚴，開菩提道。自受八戒，清淨持齋；經歷多日，斷食身羸51，甚大飢渴、疲極眠

睡。龍王修行如是八52戒，具足忍辱，於諸眾生心無害想。 

時，有惡人至龍住處，龍眠睡中聞有行聲，即便驚寤53。 

時，諸惡人見已，心驚喜相謂曰：「是何寶聚從地湧出？」 

龍見諸人心即生念：「我為修德來至此間，而此山間復有惡逆破修德者；若令彼人見我

真形則當怖死；怖死之後，我則毀壞修行正法。我於往昔，以瞋因緣受是龍身，三毒具

足──氣、見、觸毒如是。諸人今來至此，必貪我身，斷絕壽命。」 

時，諸惡人復相謂曰：「我等入山經歷多年求覓財利，未曾得見如是龍身，文彩54莊嚴悅

可55人目，剝取其皮以獻我王者，可得重賞。」 

時，諸惡人尋以利刀，剝取其皮。 

龍王爾時心常利樂一切世間，即於是人生慈愍想，以行慈故三毒即滅。復自勸喻慰沃56其

心：「汝今不應念惜此身，汝雖復欲多年擁護，而對57至時不可得免。如是諸人今為我身

貪其賞貨當墮地獄，我寧自死終不令彼現身受苦。」 

                                                      
50（1）勅（ㄔˋ）：同“敕”。（《漢語大字典》（一），p.371） 

（2）敕（ㄔˋ）：1.誡飭，告誡。（《漢語大詞典》（五），p.457） 
51 羸（ㄌㄟˊ）：1.衰病，瘦弱，困憊。《漢書‧鄒陽傳》：“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

貧羸。”顏師古 注：“衣食不充，故羸瘦也。”（《漢語大詞典》（六），p.1400） 
52 八＝以【宋】【元】【明】。（大正 3，69d，n.11） 
53（1）寤＝覺【宋】【元】【明】。（大正 3，69d，n.12） 

（2）驚寤：受驚動而醒來。（《漢語大詞典》（十二），p.894） 
54（1）文彩：見“ 文采 ”。（《漢語大詞典》（六），p.1533） 

（2）文采：亦作“文彩”。2.艷麗而錯雜的色彩。（《漢語大詞典》（六），p.1523） 
55 悅可：喜悅認可，贊許。（《漢語大詞典》（七），p.549） 
56（1）沷＝沃【宋】【元】【明】。（大正 3，69d，n.14） 

（2）《大正藏》原作[泛-之+友]，今依宋本等作「沃」。 

（3）沃（ㄨㄛˋ）：2.啟沃，竭誠忠告。（《漢語大詞典》（五），p.972） 
57 對：12.引申為仇敵。15.禍患。《法苑珠林》卷七十：“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

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漢語大詞典》（二），p.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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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人尋前執刀㓟58剝。龍復思惟：「若人無罪，有人支解，默受不報，不生怨結，當知是

人為大正士！若於父母、兄弟、妻子生默忍者，此不足貴；若於怨中生默受心，此乃為

貴；是故我今為眾生故，應當默然而忍受之。若我於彼生忍受者，乃為真伴，我之知識。

是故我今應於是人生父母想；我於往昔，雖無量世故捨身命，初未曾得為一眾生。彼人

若念剝此皮已，當得無量珍寶重貨59，願我來世常與是人無量法財。」 

爾時，龍王既被剝已，遍體血出苦痛難忍，舉身戰動60，不能自持。 

爾時，多有無量小蟲，聞其血香悉來集聚，唼61食62其肉。 

龍王復念：「今此小蟲食我身者，願於來世當與法食。」 

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乃至剝皮食肉都不生怨，況復餘處也。 

 

二、《菩薩本生鬘論》卷 3〈慈心龍王消伏怨害緣起第七〉（大正 3，338 b13-339 c7）： 

菩薩往昔以瞋因緣墮於龍中，有三種毒，所謂：氣毒、眼毒、觸毒，又由別報福業力故，

身具眾色如七寶聚，不假日月光明所照；常與無量百千諸龍周匝圍繞以為眷屬，變現人

身容色端正，住毘陀山幽邃之處，多諸林木、華果茂盛，清淨池沼甚可愛樂，與諸龍女

作眾歌舞共相娛樂，止住其中經于無量百千萬歲。 

是時有一金翅鳥王，飛騰翔集從空而下，欲取諸龍以為所食。當其來時，摶風63鼓翼摧

山碎石，江河川源悉皆乾竭。時彼諸龍及龍女等，見是事已心大驚怖，所著瓔珞嚴身之

具顫掉不安悉墜于地，咸作是言：「今此大怨，喙如金剛，所觸皆碎，將來噉64我，其當

奈何？」 

是時龍王初聞此說極生憂惱，由宿善力復更思惟：「心乃無畏，然此金翅具大威力，唯

我一身可能禦彼。」謂諸龍曰：「汝等但當從吾之後，必無所害。若我不能與其朋屬作

守護者，何用如是大身之為？」 

爾時，龍王詣金翅所，心無怯弱而白彼言：「幸少留神，共議此事。汝於我身常生怨害，

我於仁者都無此念，以宿惡業招此大身，雖具三種：氣、眼、觸毒，未嘗於他暫興損害；

度己之能可相抗敵，亦能遠去令汝不見。我今所以不委去者，多有諸龍依附於我，由此

不欲兩相交戰，是故於汝不起怨心。」 

                                                      
58 㓟（ㄆㄧˊ）：割開。（《漢語大字典》（一），p.331） 
59 重貨：指金銀等貴重財物。（《漢語大詞典》（十），p.388） 
60 戰動：顫動，抖動。（《漢語大詞典》（五），p.243） 
61 唼（ㄕㄚˋ）：2.泛指咬、吃。（《漢語大詞典》（三），p.391） 
62 唼食：猶咬，吞食。（《漢語大詞典》（三），p.392） 
63 摶（ㄊㄨㄢˊ）風：1.《莊子‧逍遙游》：“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旋風。後因稱

乘風捷上為“摶風”。（《漢語大詞典》（六），p.828） 
64 噉（ㄉㄢˋ）：1.食，吃。（《漢語大詞典》（三），p.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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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翅復言：「汝誠於我無怨心耶？」 

龍曰：「我雖獸身，善達業報，審知小惡感果尤重，如影隨形不相離也；我及汝身今墮

惡道，皆由先世造作罪因。汝當憶念如來所說，非以怨心能解怨結，唯起慈忍可使銷除，

譬如火聚投之乾薪，轉增熾然無有窮已，以瞋報瞋理亦如此。」 

是時金翅聞是說已，怨心即息，善心生焉，復向龍王作如是說：「汝今能以慈忍之力息

我瞋恚，如汲流泉滅其炎火65，使我心地頓得清涼。」 

龍王復言：「我昔與汝無量世時，先於佛所曾受戒法，心非清淨復不堅持，為求名聞而

相憎嫉，以是因緣墮於惡道。我曾發露故能憶持，汝由覆藏今皆忘失，汝今應當憶本正

念，發慈忍心淨修梵行。」 

金翅復言：「我從今日普施諸龍安隱66無畏。」即離龍宮，還歸本處。 

龍王乃慰諸龍眷屬，復問之曰：「汝見金翅生恐怖不？」各作是言：「極大怖懼。」 

龍曰：「世間眾生若見汝者，生67大恐怖亦如此也。爾等諸龍愛惜身命，與諸眾生等無有

異，當觀自身以況他身，是故應起大慈之心；由我修習慈心因緣，使其怨對還歸本處。

一切有情流轉生死，所可依怙無越慈心。大慈心者猶如良藥，能愈眾生煩惱重病；大慈

心者猶如明燈，能破眾生三毒黑暗；大慈心者猶如船筏，能渡眾生三有苦海；大慈心者

猶如伴侶，能越生死險難惡道；大慈心者如摩尼珠，能滿眾生所求善願。我由往昔失慈

心故，墮此龍中不得解脫。若諸眾生建立慈門，則能出生無量善法，閉塞一切愚癡昏暗，

諸煩惱緣而不能入，常生人天解脫安樂。」諸龍眷屬聞是說已，悉除瞋恚，皆起慈心。 

是時龍王見諸同類從己所化，而自慶言：「善哉！我今所作已辦，令汝已除無量惡毒，

以善淨法補置其處；復為汝等建立清淨八戒齋法，當奉持之。閻浮眾生以八戒水洗浣68身

心令得清淨，斷除無量貪、瞋、癡垢，於人天路而作資糧。若能持是八戒齋法，當知是

人雖無妙服，則為已具慚愧之衣；當知是人雖無垣牆，則能禦捍六根怨賊；當知是人雖

非上族69，則為已住聖種姓中；當知是人雖無瓔珞，則具眾善莊嚴其身；當知是人雖無

珍寶，則集人天七種法財；不依橋梁，超越險道；受八戒者功德如此。」 

時彼諸龍各作是言：「我今願聞八戒名字，我當頂受勤而行之。」 

龍王告曰：「其八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

飲酒，六者、不得過日中食，七者、不坐高廣大床，八者、不得歌舞作樂、香油塗身，

是名八戒清淨齋法。要離憒閙，寂靜之處如理作意、專注奉持。」 

                                                      
65 炎火：1.烈火。（《漢語大詞典》（七），p.42） 
66 安隱：1.安穩。安定，平靜。2.安穩。平安。按，“隱”、“穩”古今字。參閱 清 王鳴盛 

《蛾朮編‧說字十一》。（《漢語大詞典》（三），p.1330） 
67 案：《大正藏》原作「恐」，今依《磧砂藏》作「生」（第 36 冊，726b16）。 
68 洗浣（ㄏㄨㄢˋ）：洗滌。（《漢語大詞典》（五），p.1154） 
69 上族：猶望族。（《漢語大詞典》（一），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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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龍白言：「如我之徒，離王少時心不寧處，依王威神得免衰惱，一切時中安隱而住，

佛法功力無處不可，何必須求寂靜之所？」 

時彼龍王答諸龍曰：「不觀所欲則念不起，慣習攀緣對境復發，譬如溼地而易成泥，若

在空閑染心無動。」 

爾時，龍王將諸朋屬至於山林幽曠之處，遠離貪欲、瞋恚之心，常起慈忍以修其身，受

持齋法經于多日，節食身羸加復疲困。有諸惡人至彼住處，龍聞人聲尋即惺悟。此惡人

輩見是事已，咸生驚駭而作是言：「此何寶聚從地涌出？」龍自思念：「若令彼人見我本

狀即時怖死，則壞我今修持戒法。是諸人等今來至此，必貪我身及斷我命。」 

時諸惡人復相謂曰：「我等入山經歷多載，未曾見此如是形相，眾彩交燦光耀人目，若

得此皮當貢王者，必獲重賞，不亦快乎！」即持利刀剝裂欲取。 

爾時，龍王以慈忍力，不生怨恨亦亡70痛惱71，即于是人生攝受想，三毒即滅。自慰其

心：「不應悋惜，怨對卒至不可得脫。此諸人等今於我身，貪其賞貨而行殺戮；我寧自

死無返害彼，不令是人現身72受苦。」 

時諸惡人奮力勇銳，執持利刀[利-禾+(黎-(暴-(日/共))+小)]73剖而去。是時龍王復自思惟：

「若人無罪為他支解，忍受不報，不生怨恨，當知此人是為正士！若於父母、兄弟、妻

子能默忍者，此不足貴；若於怨害心不加報，默忍受者此乃為難。然我今者為利他故，

應當默然而忍受之。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枉棄身命不知其幾，未嘗特然74施於一人；願

未來世當與是人無量法財，令滿所願。」 

是時龍王既被剝已，遍體出血痛苦難堪，舉身顫動不能自持，復有無量百千小蟲，聞其

身血悉來唼食。龍王乃曰：「此小蟲等食我食者，願當來世施汝法食。」爾時，龍王身

受楚痛，諸龍覩已皆生悲惱。王即誓言：「若我當來得成佛者，令我身皮頃得如故。」

作是願已，自然平復。彼諸龍屬生大歡喜。 

是為菩薩於惡道中，住慈忍力堅持淨戒為若此也。 

 

 

 

                                                      
70 亡（ㄨˊ）：1.無，沒有。（《漢語大詞典》（二），p.293） 
71 痛惱：痛苦煩惱。（《漢語大詞典》（八），p.327） 
72 現身：3.現世之身。（《漢語大詞典》（四），p.579） 
73（1）案：[利-禾+(黎-(暴-(日/共))+小)]或作「𠠍」。 

（2）𠠍（ㄌㄧˊ）：同“劙”。《玉篇‧刀部》：“𠠍，直破也。”（《漢語大字典》（一），

p.362） 

（3）劙（ㄌㄧˊ）：割，劈。（《漢語大詞典》（二），p.759） 
74 特然：3.特地。（《漢語大詞典》（六），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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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智度論》卷 14〈1 序品〉（大正 25，162a11-b2）： 

如菩薩本身，曾作大力毒龍。若眾生在前，身力弱者，眼視便死；身力強者，氣往75而

死。是龍受一日戒，出家求靜，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睡時形狀如蛇，

身有文章，七寶雜色。 

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

按其頭，以刀剝其皮。 

龍自念言：「我力如意，傾覆此國，其如反掌；此人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

不計此身，當從佛語！」於是自忍，眠目不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

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

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 

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成佛時，當以法

施，以益其心。」如是誓已，身乾命絕，即生第二忉利天上。 

爾時毒龍，釋迦文佛是；是時獵者，提婆達等六師是也；諸小蟲輩，釋迦文佛初轉法輪，

八萬諸天得道者是。 

菩薩護戒，不惜身命，決定不悔，其事如是，是名尸羅波羅蜜。 

 

                                                      
75 往＝住【宮】。（大正 25，162d，n.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