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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能得道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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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頁上欄到 289頁上欄。 

如果一個人有學問，精通教理，雖然一時不慎毀損了清淨行，不久還能以學問力回

歸正道修行得道；因此，學人應當在學問、教理上精進。 

過去曾聽說，有一位博學多聞的比丘住在寂靜處修行。那時，有個寡婦常常前往比

丘的住處聽比丘說法。 

然而，學識廣博的比丘對這位寡婦日久生情，由於染著的緣故，所有的善法漸漸衰

劣、減弱，終於被凡夫的煩惱心所驅使，於是，比丘便對這位寡婦表明心意，並且互相

做了承諾。 

寡婦說：「如果你現在能放棄出家身分還俗，我就追隨你，和你在一起。」 

於是，比丘就這樣還俗了。 

還俗之後，這名男子無法忍受世間的苦惱，加上身體瘦弱，不懂得該如何經營生計，

不知道如何才能以小成本賺取大利，便自己思惟著：「現在我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維生

呢？」 

他想：「只有為客人殺羊，這樣所費的力氣少，又能得到很多的利益。」下定決心

後便到處尋找合適的地點。 

由於凡夫的心很容易敗壞，因此這個男子以殺生為業，竟與屠夫成為親密的朋友。 

有一天賣肉時，一位過去認識的乞食比丘，在路上偶然遇見，比丘一看到就認出他。

只是他現在竟然是頭髮散亂，穿著青色的衣服，身上沾滿了血，就好像是閻羅殿上的羅

剎，手上所拿的肉和秤都是血污。 

比丘看到他秤著肉想要賣肉給他人，比丘見狀後長歎了一口氣，心想：「佛陀的教

誡真實不虛！凡夫的心念輕浮，躁動不停，非常善變。先前這個人勤修學問、護持清淨

的戒律，為什麼現在忽然做這種事？」於是，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你如果不能調伏似野馬的心，就會放逸而造作眾惡；為什麼遠離慚愧心，捨棄調

伏煩惱的佛法呢？ 

過去你的威儀、行為舉止，為大家所樂見，即使是飛鳥及走獸，看到你也不會驚慌、

怖畏。 

行走時也唯恐傷害蟲蟻，哀愍慈悲眾生，這樣的悲愍心，現在在何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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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的心念不定，外在的表象只算是假名的沙門、婆羅門，所以如來不以剃髮、穿

袈裟等外相就說他是沙門、婆羅門；如果能見真理，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沙門及婆羅門。

於是比丘又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過去雖然勇猛護衛而自稱自己是真正的沙門，可是如今由於沒有調伏自心，現在

竟做出這樣的大惡來。」 

說了這首偈頌之後，便想：「現在我該用什麼善巧方便幫助他使他開悟呢？就像佛

所說的：『如果要教導他人時，先當讓他對於佛、法、僧、戒這四種生起堅固不壞的清

淨信，這四不壞信能幫助眾生見苦、集、滅、道四諦。』現在應當為他說造業的根本。」

這麼想之後便對過去的道友說：「你現在應該好好稱量、稱量。」 

這時，賣肉的人心想：「這位比丘既不買肉，為什麼對我說應該好好稱量、稱量？」

這麼想之後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這一定是以悲愍心來這裡救拔我！這樣的比丘，長久以來已經遠離市集的買賣，

看到我造作惡業，特地想要來救度我。您真是賢聖之人，為了要利益我！」 

說了這段偈頌之後，隨即想起過去身為比丘時造作的種種善行，憶念過去背誦的經

文中談到苦的聚集、貪欲的過患、貪欲的樂著。這麼正思惟後，立刻將手上的肉及秤拋

棄在地上，對流轉生死深深地生起厭惡心，對比丘說：「大德！大德！」而說了一段偈

頌，大意如下： 

「貪欲的樂著及貪欲的過患，哪一個最多？我以慚愧心（就像用套在馬背的皮帶）

來約束自己，以智慧作秤。 

我仔細思量這件事，心已得到通達，看不到貪欲的任何利益，只見到貪欲的衰敗過

患。 

因此，我今天應當捨離貪欲，前往僧坊，再次請求出家。 

我現在因為貪欲造作殺業，使得身心承受種種的痛苦，讓我變得極為下賤，雖然目

前是人身，但好像已經墮入惡道一樣。 

過去我出家時，即使喝水也要過濾後才喝，悲愍護念其他眾生的生命，沒有絲毫傷

害的心。 

而今我卻像惡鬼一樣吃人的精氣、血肉，每天以殺害生命為樂，重複造作惡業、習

以為常而無法捨棄。 

佛陀說得好，親近貪欲的人，無惡不造；現在我被貪欲所驅使，以致於衰敗痛苦成

這樣。 

一切種智的佛陀所說的苦、集、滅、道四聖諦，我還未證得，從現在起，我一定不

再放逸。 

具足十力的世尊曾宣說，先前放逸，之後制止不再放逸的話，就像是明月遠離雲翳，

能明朗照耀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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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從今以後，要專心持守禁戒，即使頭上有火燃燒、衣服也被焚毀，我也要堅

定地精進，修行調伏心念的正法，斷除難以調伏的煩惱，必定要證得寂滅涅槃。 

即使筋脈毀壞斷絕，身體皆枯乾，若尚未證得四諦，我絕不休息，唯有先滅除煩惱

的怨賊，得到殊勝的道果才能報答比丘的恩德。」 

這時，比丘知道男子的心念，他的智慧火正要燃起，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你今天如果出家，必定得解脫，迦梨與僧鉗，以及質多羅等比丘們，都曾七次還

俗之後再來出家，最後還獲得阿羅漢果。 

佛十力世尊的戒法，你也不毀犯，也不起邪見，你有多聞的智慧，生起厭離的善法，

願意修習寂靜樂。 

你過去多聞的明燈，曾被煩惱的風所熄滅；現在你決定要恢復修學多聞，最後必定

能到達無畏處。 

被煩惱漂流於生死大海，應當修習禪定力，依修定得殊勝的力量，明了照見煩惱。 

由於你常修集善法，所以好樂出家法；雖然心朝向積集善的功德，但被煩惱所毀壞。 

如果能在正道上修集道法，這樣的心就能制服煩惱；就像大象扯斷羈靽，可以隨心

所欲，自由自在去任何地方。」 

這時，還俗的比丘就立刻捨棄惡業，出家精進修學而證得阿羅漢果。 

這一則故事提示我們：智慧雖然從多聞而生，但除了多聞之外，還要身體力行、知

行合一才可以。如《出曜經》說：「雖復多誦包識眾經，不順其法如其教誡，違法自用

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大正 4，643c15-17）意思是說：即使讀誦眾多經典，如果

不能依教奉行、違背佛法、剛愎自用的話，就不能稱為多聞。 

要斷煩惱，必須要依靠智慧，而智慧有淺有深，依佛法來說：有生得慧、聞所成慧、

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及無漏慧。 

生得慧，就是與生俱來的智慧，再加上父母師長的教育、社會文化的熏陶，以及自

己努力學習所得的智慧。不過，這只是世間的知識、學問而已。 

生得慧之外，在佛法來說，還有聞所成慧。這是聽聞正法，知道世間與人生的真相，

對佛法產生清淨的信心，深切地信解因果業報、三寶、四諦等；得到這聞所成慧，才算

是進入佛法的開端。 

思所成慧是經過深入地思考觀察，知道只有相信因果、三寶、四諦還不夠，必須進

一步去修學實踐，清淨戒行，淨化身口意，這才算是思所成慧。所以，思所成慧不是只

有思考而已，他要從信心，進一步去實踐，這才可以稱為思所成慧，就是要從心裡的發

願，進一步化為行動。 

而修所成慧則是與禪定相應的智慧。 

最後，依禪定引發無漏慧，斷煩惱、證真理，這才是「現證無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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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在《學佛三要》中提醒學佛的人要注意三件事： 

一、不要把聽經、看經，以及研究、講說，看作是慧學的成就，而感到高傲滿足。 

二、即使能進一層引發聞思修慧，但這也只是修學佛法的階段，還沒有達到究竟的目標，

不要起增上慢。像有的比丘證得四禪，這其實只是修所成慧而已，但是他誤以為證

了四果而起增上慢，最後還是墮地獄。 

三、要得真實無漏慧，不能忽略生得慧及聞思修慧的加行，不要輕視聞思熏修的加功用

行。 

希望大家多多聽聞正法，並好好消化、吸收，成為資長法身慧命的養分。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大莊嚴論經》卷 6（32）（大正 4，288a19-289a23）：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1能得道，以是義故應勤學問。 

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2處，時有寡婦數數3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 

于4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凡夫心結使5所使，

與此婦女共為言要6。 

婦女言：「汝今若能罷7道還俗，我當相從8。」 

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9不解生業10，未知少作而

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11得生活耶？」 

                                                      
1 尋：12.不久，隨即。（《漢語大詞典》（二），p.1288） 
2 阿蘭若：梵語 aranya，巴利語 arañña 之音譯。又作阿練茹、阿練若、阿蘭那、阿蘭攘、阿蘭

拏。略稱蘭若、練若。譯為山林、荒野。指適合於出家人修行與居住之僻靜場所。又譯為遠

離處、寂靜處、最閑處、無諍處。即距離聚落一俱盧舍而適於修行之空閒處。其住處或居住

者，即稱阿蘭若迦（梵 raṇyaka）。（《佛光大辭典》（四），p.3697.2-3697.3） 
3 數數：2.屢次，常常。（《漢語大詞典》（五），p.510） 
4 于：26.同“ 於 ”。（《漢語大詞典》（一），p.257） 
5 結使：煩惱之異稱。諸煩惱纏縛眾生，不使出離生死，故稱結；驅役而惱亂眾生，故稱使。

結有九種，使有十種，稱為九結十使。（《佛光大辭典》（六），p.5181.1） 
6 要：4.約言。以明誓的方式就某事作出莊嚴的承諾或表示某種決心。（《漢語大詞典》（八），

p.753）。 
7 罷：1.停止。（《漢語大詞典》（八），p.1039） 
8 相從：1.跟隨，在一起。（《漢語大詞典》（七），p.1153） 
9 羸（ㄌㄟˊ）瘦：瘦瘠。（《漢語大詞典》（六），p.1402） 
10 生業：1.猶生涯，職業。（《漢語大詞典》（七），p.1511） 
11 方計：方略，計策。（《漢語大詞典》（六），p.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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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作是念：「唯客12殺羊，用功13極輕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覓是14處15。 

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16與屠兒共為親友。 

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

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17，所執肉、稱18悉為血污。 

見其稱19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

極易迴轉20。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斯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放逸造眾惡；云何離慚愧，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21，為人所樂見，飛鳥及走獸，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慈哀憐眾生，如是悲愍心，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為沙門婆羅門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22；若得見諦真實，是

名為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捍而自稱，謂己真沙門，為此不調心，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

於四不壞23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眾生得見四諦。』今當為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

                                                      
12 客＝容【明】。（大正 4，288d，n.5） 
13 用功：1.猶言下功夫。（《漢語大詞典》（一），p.1023） 
14 是：7.概括之詞。凡是，任何。（《漢語大詞典》（五），p.659） 
15 是處：1.到處，處處。（《漢語大詞典》（五），p.661） 
16 遂：24.副詞。終於，竟然。（《漢語大詞典》（十），p.1087） 
17 羅剎：梵語 rākṣasa。惡鬼之名。又作羅剎娑（羅剎婆為誤寫）、羅叉娑、羅乞察娑、阿落剎

娑。意譯為可畏、速疾鬼、護者。女則稱羅剎女、羅叉私（梵 rākṣasī，又作羅剎斯）。乃印度

神話中之惡魔，最早見於《梨俱吠陀》。相傳原為印度土著民族之名稱，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後，

遂成為惡人之代名詞，演變為鬼之總名。（《佛光大辭典》（七），pp.6673.3-6674.1） 
18 稱＝秤【宋】＊【元】＊【明】＊。（大正 4，288d，n.7） 
19 稱＝秤【宋】＊【元】＊【明】＊。（大正 4，288d，n.7-1） 
20 迴轉：1.回旋，旋轉。（《漢語大詞典》（十），p.779） 
21 進止：2.舉止，行動。（《漢語大詞典》（十），p.980） 
22 三種相：（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標相、形相、體相為三種相。 

1、標相，標即表，如見煙即知是火等。 

2、形相，指長短方圓等形狀。 

3、體相，體即體質，如火以熱為體質。（《佛光大辭典》（一），p.655.1） 
23 四證淨：梵語 catvāro 'vetya-prasādāḥ，巴利語 cattāro avecca-ppasādā。全稱四種證淨。又作四

不壞淨、四不壞信、四信。即佛證淨（梵 buddhāvetya-prasāda，巴 buddhāvecca-ppasāda）、法

證淨（梵 dharmā-prasāda，巴 dhammā-ppasāda）、僧證淨（梵 saṅghā-prasāda，巴 saṅghā-ppasāda）、

聖戒證淨（梵 ārya-kanta-śīlā-prasāda，巴 ariya-kanta-sīlā-ppasāda）。證淨，謂以無漏智如實覺

知四聖諦之理，藉由此證，而離不信、破戒之垢穢，得清淨。《俱舍論》卷二十五（大二九‧

一三三中）：「證淨有四種，謂佛、法、僧、戒（中略）如實覺知四聖諦理，故名為證；所信

三寶及妙尸羅，皆名為淨。離不信垢、破戒垢故，由證得淨，立證淨名。」故四證淨乃以無

漏智如實覺知四聖諦理，因而正信佛法僧三寶，並對戒產生堅固不壞之淨信。（《佛光大辭典》

（二），pp.1850.3-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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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24。」 

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而來見濟拔25！如斯之比丘，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故來欲救度。實是賢聖人，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憶26此

已，即以肉、稱27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何者為最多？我以慚愧䩙28，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心已得通達，不見其有利，純29覩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30，復還求出家。 

我今為欲作，身苦極下賤，雖是現在身，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濾水而後飲，悲愍護他命，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食人精血者，我今樂殺害31，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親近於欲者，無惡而不造；我今為欲使32，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33說，四諦我未證，從今日已去，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前為放逸者，後止更不作，如月離雲翳34，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專心持禁戒，設頭上火然35，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修行調順法，斷難伏結使，必令得寂滅。 

假毀絕36筋脈，形體皆枯乾，不見四諦者，我終不休息，先滅結使怨，得勝報施恩。」 

爾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37欲然，即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必應得解脫，迦梨與僧鉗，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皆七返罷道，後復還出家，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汝亦不毀犯，汝不起邪見，汝有多聞智，生於厭離38善，修習寂靜樂。 

                                                      
24 稱量：衡量，估計。（《漢語大詞典》（八），p.116） 
25 濟拔：2.拯救。（《漢語大詞典》（六），p.192） 
26 憶＝惟【宋】【元】【明】。（大正 4，288d，n.8） 
27 稱＝秤【宋】＊【元】＊【明】＊。（大正 4，288d，n.7-2） 
28（1）䩙（ㄒㄩㄢˋ）：1.同“ 鞙 ”。《玉篇‧革部》：“䩙，刀䩙也。” 2.同“𩌹（韅）”。〔唐〕慧

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五：“𩌹，又作䩙，同。著腋者也。”（《漢語大字典》（七），p.4332） 

（2）韅（ㄒㄧㄢˇ）：繫在馬背部分的皮帶。一說，指馬腹帶。（《漢語大詞典》（十二），p.215） 
29 純：6.皆，全，都。（《漢語大詞典》（九），p.752） 
30 僧坊：僧舍。（《漢語大詞典》（一），p.1682） 
31 害＝故【宋】【元】【明】。（大正 4，288d，n.9） 
32 使：4.謂驅使、支配。（《漢語大詞典》（一），p.1325） 
33 一切種智：梵語 sarvathā-jñāna。三智之一。又作佛智。就廣義言之，一切種智同於薩婆若（一

切智）。然於三智中，相對一切智，則指惟佛能得之智。即能以一種智慧覺知一切道法、一切

眾生之因種，並了達諸法之寂滅相及其行類差別之智。（《佛光大辭典》（一），p.19.1） 
34 雲翳：1.雲。（《漢語大詞典》（十一），p.662） 
35 然：1.“ 燃 ”的古字。燃燒。（《漢語大詞典》（七），p.169） 
36 毀絕：毀壞，斷絕。（《漢語大詞典》（六），p.1499） 
37 方始：副詞。猶才，方才。（《漢語大詞典》（六），p.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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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有多聞燈，結使風所滅；汝還修多聞，必至無畏方。 

為結之所漂39，當依修定力，修定得勝力，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故樂出家法；心近善功德，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是意捉40結使；如象絕羈靽41，自恣42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 

 

 

                                                                                                                                                                      
38 厭離：厭惡離棄。（《漢語大詞典》（一），p.946） 
39 漂：1.浮，浮游。（《漢語大詞典》（六），p.75） 
40 捉：2.擒拿，追捕。（《漢語大詞典》（六），p.610） 
41（1）羈靽（ㄅㄢˋ）：猶羈絆。（《漢語大詞典》（八），p.1058） 

（2）羈絆：亦作“羇絆”。猶言束縛牽制。（《漢語大詞典》（八），p.1057） 
42 自恣：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八），p.1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