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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執著妨礙修行

比丘若流連不該去的地方，

不修持正思惟，放棄戒定慧

三學，而還俗去追求欲樂，

則只能羨慕修證的比丘。

不要貪戀可親與不可親的人

事物，怨憎會，愛別離都是

痛苦的。

所以不要愛染，因為愛別離

是痛苦的，沒有愛染和憎怨

的人，毫無繫縛。

兒啊…



4 5

舍衛城裡一戶人家的獨子沒有得到父母的

同意就私自出家。他的父母由于強烈執着于這位

獨生子，也出家為比丘和比丘尼。他們無法放棄

彼此之間的情愛而獨立生活，所以住在同一精舍

裡，就像住在自己的家裡一樣，一齊談話，一齊

吃飯。也因此成為其他比丘討厭的對象，有些比

丘就向佛陀報告他們的行為。

真敗給
你們。

吵死人！
吵死人！

這么吵
怎么禪坐。

唉！

哈哈！去
托缽，好
有趣…



6 7

佛陀告誡他們：「一旦出家修行，就不可以

像家人一樣住在一起。愛別離、怨憎會毫無疑問

是痛苦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貪愛任何人或眾

生，因為感情的執着會影響修行。」

感情.
的執着會
影響修
行。



6 7

佛陀安慰傷心的人

喜愛會引起憂愁，

喜愛會引起恐怖，

毫無喜愛的人，

遠離憂愁與恐怖。



8 9

有位富翁因為兒子去世而十分沮喪，他經

常到墓園哭泣。一天清晨，佛陀透過神通，明白

這件事，就去看他。他告訴佛陀，兒子的去世使

他哀傷痛苦。佛陀安慰他：「不只你家有親人去

世，眾生有生，就必定會死。你必須明瞭，死亡

是生命的終點，不可以為只有你親愛的兒子會

死。不要如此沮喪，而把持不住。哀傷恐懼都是

欲愛引起的。」

察覺到生命變化無常的特性后，富翁就證得

初果。

早死、晚
死，都是
死，我為什
么哭的這么
傷心呢﹖

對啊！這
道理你不
懂嗎﹖

是啊！
笨！



8 9

佛陀安慰毘舍佉

喜愛會引起憂愁，

喜愛也會引發恐怖，

割捨喜愛的人，

遠離憂愁恐怖。

哇！
我可憐的
孩子啊！



10 11

毘舍佉因為孫女蘇達坦不幸逝世而十分難

過，就前去向佛陀敘說她的悲痛之情。

佛陀告誡她：「毘舍佉，妳難道不明白舍衛

城一天有多少人去世嗎？想想看，如果他們都是

妳的孫子，你豈不是要日夜不停的哭泣！不要讓

一個孩子的死亡這么嚴重地打擊妳。貪愛才造成

悲傷和恐懼。」

不要讓一個孩子的死亡這么嚴重地打
擊妳。貪愛才造成悲傷和恐懼。

嗚！



10 11

為妓女大打出手的王子們

執著引發憂愁，

執著引發恐怖，

毫無執著的人，

遠離憂愁恐怖。

比丘們！
未曾去過忉利天的人，仔細
觀看他們的裝扮！



12 13

一個節慶的日子裡，佛陀在眾多比丘的陪同

下，進入毗舍離城。路上，他們遇見幾位穿着華

麗的離車國王子。佛陀看着他們這身王室打扮時

說道：「比丘們！未曾去過忉利天的人，仔細觀

看他們的裝扮吧！」

呸！
愛現！

喂！
美麗的姑娘！跟
我一起回去吧。

好討厭的
太陽光…

咦！
你看那是
什么啊！

我先看
到，是我
的…

嗨！一起
去喝酒作
樂吧！

哼！



12 13

這幾位王子在前往一處遊樂公園的路上，遇

見一位美麗的妓女，他們邀請她同行。但后來卻

為了她而爭吵起來，不一會兒，甚至拳腳相見。

結果，好幾位掛彩流血，必須被人抬回家去。

佛陀和比丘們化緣結束后，在回精舍的路

上，又正巧遇見人們抬着受傷的王子要回去。

比丘說：「這些王子因為一位女子的緣故而

毀了。」

佛陀接着說：「比丘們！哀傷和恐懼是因為

享受、執着感官欲樂而引起的。」

唉！

痛！



哇！
我的新娘子，
妳好可憐啊！
我好命苦啊！
鳴……

什么﹖

安尼的新娘子

在途中死了！

嗚！

14 15

安尼其憍達枯瑪

欲樂引發憂愁，

欲樂引發恐怖，

毫無欲樂的人，

遠離憂愁恐怖。

痛失新娘



14 15

住在舍衛城的安尼其憍達枯瑪正準備和沙甲

拉城一位美麗的女孩結婚。但準新娘子從家中前

來舍衛城的路上卻生病了，更不幸的，因此喪生

了。知道這件不幸的消息時，他整個人籠罩在哀

傷痛苦的情緒中。

佛陀知道他了解佛法的機緣已經成熟了，

就前去他家，並且接受他父母的供養。進食之

后，佛陀請他出來相見，並問他何以如此悲傷沮

喪？他告訴佛陀他的新娘不幸喪生的事情。佛陀

告訴他：「哀傷是欲望招感出來的。對世事萬物

的欲望和對感官欲樂的強烈渴望會引起哀傷和恐

懼。」聽完佛陀的忠告后，他努力思惟，終于克

服痛苦，明白感官欲樂的變化無常。

不久之后，他就證得初果。

嗚…

哀傷是欲望招感出來的。對世
事萬物的欲望和對感官欲樂的
強烈渴望會引起哀傷和恐懼。



16 17

憂愁緣自渴愛

貪愛會引起憂愁，

貪愛會生起恐怖，

毫無貪愛的人，

遠離憂愁恐怖。



16 17

舍衛城中有位婆羅門是外道的信徒，但佛陀

明白他不久即將證初果，就到他耕種的地方去找

他談話。這婆羅門十分友善，他非常感謝佛陀關

心他和他的工作。他向佛陀說：「等我田裡的稻

米成熟后，我會在收成之后先分一些給你，我不

會在分給你之前，先吃這些米飯。」但佛陀預知

哇！
我的糧食完了



18 19

他今年不可能有收成，所以不發一言。婆羅門的

米糧就要收成的前一天，卻下起傾盆大雨，他所

有的米糧也完全毀了。婆羅門因為無法如願的分

送佛陀米糧，而非常難過。

佛陀再度前去找他，並加以安慰。婆羅門也

向佛陀敘說降臨到他身上的大災難。

佛陀忠告他：

「婆羅門，如果沒有任何貪欲，永遠不會哀

傷、恐懼。」

嗚…



18 19

【註】貪欲有三種：

一、欲愛，執着于感官的愛。

二、色愛，執着于色界的愛。

三、無色愛，執着于無色界的愛。

根據阿毗達摩（論）的說法，色愛和無色愛

是執着于常見的感官樂趣。貪欲是強有力的精神

力量，潛伏在所有眾生心中，它是造成生命中多

數苦痛的主要原因，也是使眾生生死輪迴不斷的

原因。



20 21

獲得很多籃子點心的迦葉尊者

持戒嚴謹，具足正見，

住法（註一），明白聖諦，

而且戒定慧三學圓滿的人，

為世人所敬愛。



20 21

一個節慶的日子，佛陀在眾多比丘的陪伴

下，前往王舍城化緣。路上他們遇見幾位手上都

提着糕餅籃子的孩子，正要到公園去。這些孩子

看見佛陀時，就向佛陀問訊，但卻沒有供養佛陀

糕餅。

佛陀告訴其他比丘：「雖然這些孩子沒有供

養我們，但他們要供養的比丘就要來了。等他們

供養完畢后，我們再上路吧。」說完話后，佛陀

咦！這小
孩為什么
不供養佛
陀呢﹖

孩子啊！
佛陀在這
裡耶！



22 23

就和比丘們到路邊樹下的陰涼處休息。這時候，

迦葉尊者從后面趕了上來，這些孩子一看見迦葉

尊者，馬上流露出高興的表情，他們向尊者問

訊，並且供養糕餅。

迦葉尊者忠告這些孩子：「佛陀——我的老

師和眾多比丘就在樹下休息。拿糕餅去供養他們

吧。」

迦葉尊者
的人緣真
好！

孩子們，
佛陀在那
邊的大樹
下哦！

嘩！

汪



22 23

這些孩子遵照迦葉尊者的指示去做，佛陀也

接受他們的供養。后來，有些比丘說這些孩子比

較喜歡迦葉尊者。佛陀解釋道：「比丘若像迦葉

尊者一般，都會受天人喜愛，也會得到四食（註

二）的供養。」

（註一）指四向，四果及涅槃九種殊勝法。

（註二）四食：袈裟，食物，住宿和醫藥。

…

許這么
久的
願…

許什么
願望﹖

願…
嘻…



24 25

往生五淨居天的比丘

渴求涅槃，

心中感受到三果的喜悅，

並且不為物欲所繫縛的人，

就是證得不還果的人。

…

師父，你
證到什么
果位﹖



佛陀，
請問我的
老師有沒
有證果﹖

比丘們！
你們的老師
在寂滅之前
已經證不還

果。

24 25

一位年老比丘的弟子有一次問他，是否已經

證得阿羅漢果。年老比丘雖然已經證得三果，但

沉默不語，因為他曾經下定決心，在證得阿羅漢

果前，決口不說他的修行境界。但直到逝世時，

他還未證得阿羅漢果，也就從來沒有說明他的修

行境界。

他的弟子們為他在寂滅之前都未能證得阿羅

漢果，而感到難過。他們請問佛陀，該年老比丘

往生何處。佛陀回答他們：「比丘們！你們的老

師在寂滅之前已經證不還果。他現在往生到淨居

天。他未向任何人透露修行的境界，是因為對自

己只能證到這樣的果位，感到慚愧。他實在努力

精進，想證阿羅漢果。你們的老師對欲界已經沒

有任何的執着了。」



26 27

難提獲得往生天界的榮耀

長期離開家鄉，到遠處去的

親人平安歸來的時候，親朋

好友和祝福的人都來歡迎他

（她）。

同理，作善業的人雖然往生，

仍然得到善報，一如親朋好友

歡迎返鄉的親人。

興建精舍給比丘
有很大的法益…



26 27

難提是波羅奈的富翁。他有一次聽佛陀說

興建精舍給比丘有很大的法益，于是就在仙人崖

處興建尖頂、佈置良好的大精舍。當他把這精舍

捐獻給佛陀時，忉利天為他預留了一座華麗的房

屋。

有一天，大目犍連尊者到忉利天時，看見忉

利天為難提所預留的華屋。返回人間后，他請教

佛陀：「世尊！世間做善行的人能夠在活着的時

候就得到忉利天預留的華屋和其它的富貴嗎？」

佛陀回答他：「你怎么問這種問題呢！你

自己不是已經在忉利天親眼看見了嗎？天神等待

善良慷慨的人前去，如同親友企盼長久不見家人

一樣。當善良的人逝世時，他們將受到熱切的歡

迎，往生到天界。」

世尊！世間做善行的人能
夠在活着的時候就得忉利
天預留的華屋和其它的富
貴嗎？

你怎么問這種問
題呢！
你自己不是已經
在忉利天親眼看
見了嗎！



28 29

比丘和樹精

能夠抑制忿怒，

如同剎住急行車輛的人，

是善于調御的人，

其他的人只是空執韁繩而已。

這樹真
礙眼！



28 29

有位來自阿拉維村的比丘，準備為自己興建

一間茅舍，就開始砍伐一顆樹，但該樹上住着一

位女天神和她的幼兒。她請求比丘不要砍樹，比

丘卻不予理會。她一看無法勸阻，就把幼兒放在

樹幹上，希望比丘能因此停止砍樹。但比丘已經

揮動斧頭砍下去了，無法及時停下來，就把小孩

的手臂砍斷。

女天神看見她的孩子受到如此重大的傷害，

異常憤怒，當下就想殺死比丘。

啊！可.
惡砍我.
的樹！

砍！砍！
再砍！



30 31

當她高舉雙手，正要出手時，突然心念一

轉，告訴自己：「如果我殺死比丘，就是殺害遵

守戒律的人，一定會因此受苦，而且也可能立下

惡例，使更多比丘受害。既然這比丘有老師，我

一定要去找他的老師。」

她就前去向佛陀哭訴。

佛陀告訴她：「妳能夠如此冷靜控制自己真

是太好了！」佛陀接着向她開示。

她正念思惟佛陀的說法之后，就了解佛法

了。佛陀也在祇樹給孤獨園附近提供一顆樹給她

居住，從此以后，佛陀告誡比丘不可砍伐樹木。

希望比丘
能停止砍
樹。

嗚…

妳能夠.
如此冷
靜，真是
太好了！



30 31

慈心保護優它拿

以愛調御忿怒，

善制服惡，

布施勝慳吝，

以實話戰勝妄語。

請接受我們
的供養！

請！



32 33

農夫富留那為富翁修摩那工作。他有一位女

兒名叫做優它拿。有一天，他和妻子供養剛出滅

盡定的舍利弗尊者，由于這善行，他在工作農地

上挖掘出金子而變得非常富有。國王也公開宣告

他是王室銀行家。有一次，他連續七天供養佛陀

和眾多比丘，並且在第七天聽完佛陀說法后，一

家三人都領悟佛法。

后來，他把女兒優它拿婚配給富翁修摩那

的兒子，但優它拿在夫家卻無法供養佛陀或聽聞

佛陀開示，所以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她就問她父

親：「你為什么把我關在籠子裡呢？我既無法見

任何比丘，也沒有任何做善

行的機會。」富留那對女

老公啊！我供養佛陀這
期間，由這位絲蕊瑪來
服侍丈夫你好嗎﹖

唉！
為了你，
我能說不
好嗎﹖



32 33

兒的處境很內疚，只好給她大量的金錢。優它拿

也在獲得丈夫的同意后，雇請絲蕊瑪來服侍丈夫

一些日子。

優它拿利用這段期間供養佛陀和眾多比丘。

第十五天時，丈夫看見她在廚房忙着準備食物

時，笑着說：「多么愚笨的人！不知道享受人

生，只知道忙着準備供養的典禮儀式而累垮自

己。」絲蕊瑪看着他這么一笑，一時間忘記自己

只不過是人家雇請來的幫佣而已，非常嫉妒她，

更糟糕的是，竟然無法克制內心的妒意，就到廚

多么愚笨的人！不知道享受人
生，只知道忙着準備供養的典
禮儀式而累垮自己。

哼！

這可是我
的福報！



如果我沒有瞋心，願
一切平安。

啊！
危險！

嘩！

34 35

房去拿起滾燙的熱水，企圖要潑向優它拿的頭。

優它拿看着她過來時，心中毫無瞋念，並且想着

就是因為絲蕊瑪的幫佣，她才有機會聽聞佛法，

又作布施，因此對絲蕊瑪心存感激。

但突然間，她明白絲蕊瑪要用滾燙的熱水

潑她，她立刻下定決心：「如果我對她懷有任何

的瞋心，就讓這滾燙的熱水燙傷我。如果沒有瞋

心，願一切平安。」

由于，優它拿對絲蕊瑪不懷一絲瞋心，這

滾燙的熱水頓時像冷水般，對她毫髮未傷。絲蕊

瑪認為這熱燙的水一定已經變涼了，就想要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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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另一盆熱水來，但卻被優它拿的僕人抓住，並

且加以毆打。優它拿阻止他們，並要他們為她敷

藥。這么一來，絲蕊瑪恢復理智，明白自己的身

份，她后悔自己想要傷害女主人的念頭，就請求

優它拿原諒她。優它拿告訴她：「我要去請教

父親可不可以接受妳的道歉。」絲蕊瑪

同意與她一齊去向優它拿的父親富留

那道歉。但優它拿說：「我所謂的父

親，不是指生身父親，而是幫助我

打斷生死輪迴的佛陀。他教導我究

竟真理的佛法。」

絲蕊瑪表示她也想見

佛陀。于是決定第二天由

絲蕊瑪在優它拿家中供養佛陀和

眾多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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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供養完后，她們向佛陀敘說兩人

之間發生的事。絲蕊瑪承認犯了錯誤，懇請佛陀

勸告優它拿原諒她。佛陀問優它拿，當絲蕊瑪要

傷害她時，心中有什么念頭？優它拿回答佛陀：

「世尊，我因為感激她的幫忙，所以沒有任何恨

意或瞋念，我只是向她展現我的善意。」

佛陀讚歎她：「優它拿！做得對，做得好！

心中不懷瞋念使妳能征服辱罵妳的人；慷慨大方

的人，能攝服吝嗇的人；說實話的人能攝服說謊

的人。」優它拿于是接受佛陀的忠告，原諒絲蕊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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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佛陀為子的婆羅門

調伏色身，

不傷害眾生的聖者，

證得不死的境界（涅槃），

不再受苦。

我的孩子，你已經很
久沒來看我們了！

他是佛
陀，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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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佛陀和一位隨從比丘到裟祇城去化

緣。一位年老的婆羅門看見佛陀，就說：「我的

孩子，你已經很久沒來看我們了！來吧！讓你的

母親也瞧瞧你。」

說完后他就要佛陀回他家去，到達他家時，

他的妻子也向佛陀說類似的話，並且向他們的孩

子介紹佛陀是他們的大哥，更要他們向佛陀致

意。從此以后，這對夫婦供養佛陀，聽佛陀說

法，夫婦兩人也因此都證得三果。

比丘們十分困惑，不知道為什么這對婆羅門

夫婦會稱呼佛陀為兒子。佛陀向他們解釋：「比

丘們！他們如此稱呼我，是因為過去很多世時，

我是他們的兒子或侄子。」

佛陀親近這對夫婦達三個月之久，這對夫婦

因此證得阿羅漢果。

這對夫婦逝世時，比丘們不曉得他

們己經涅槃了，就問佛陀他們往

生何處？佛陀回答：「阿羅漢

們不往生任何地方，他們已經

獲得涅槃的究竟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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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禮物的布施者

時時保持醒覺，

日夜勤勉修學，

並且志向涅槃的人，

熄滅所有的煩惱。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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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女奴璞娜仍在為她的主人樁米，

但實在太疲倦了，所以就稍為休息一會兒。這時

候，她瞥見達帕尊者帶領一群剛才聽完說法的比

丘回到個人的房間去。她看見他們這么晚仍然未

睡眠，心中想着：「我是因為太可憐，必須一直

工作，才會這么晚還未得安憩。他們那些修行人

為什么也這么晚還不休憩呢？也許他們其中有人

生病或者他們有什么困擾吧！」

第二天清晨，璞娜把一些米浸在水中，然

后拿來做糕餅，做完之后，她帶着這些粗糙的糕

餅，打算到河邊去吃。路上，她看見佛陀正在化

緣，她心中嘀咕着：「前些日子我遇見佛陀時，

手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供養，但當我有東西可以

供養時，又遇不着他。今天，我遇見他，碰巧手

上也有這些糕餅，但不知他可願意吃這么粗糙的

糕餅嗎？」

佛陀明白她的心念，就接受她的糕餅，並且

要阿難在地上鋪席墊，佛陀就坐在席墊上，進食

璞娜供養的糕餅。進食后，佛陀為璞娜澄清心中

的疑惑：



唉！今天遇見佛陀，
但不知佛可願意吃這
么粗糙的糕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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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沒有時間睡眠，因為妳必須努力工作。

至于比丘們，他們必須經常保持醒覺、正念現

前，所以才晚睡。不管是什么身份，人都應保持

醒覺，正念現前，不可怠惰。」

細細思量佛陀的話后，璞娜深深理解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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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好

阿羅漢應知，這不是現在才有的現

象，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沉默不言的

人受誹謗，多話的人受誹謗，寡言的

人也受誹謗，世間人對任何人都誹

謗。

不論過去，未來或現在，沒有人永遠

受人讚歎，也沒有人永遠受人誹謗。

如果行為無瑕疪，智慧與德行兼備，

如閻浮金一樣有價值，連智者都日夜

加以讚歎的人，誰能誹謗呢？甚至諸

天與大梵天也讚譽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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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拘拉和他的同伴想要聞法。他們先去見離

婆多尊者，但尊者非常冷漠，一句話也沒說。他

們失望之余，就去找舍利弗尊者，舍利弗明白他

們的目的后向他們說法，但內容非常深奧，他們

也不喜歡，反而嘀咕的說，舍利弗尊者的說法太

深奧了。他們又去找阿難尊者，阿難尊者對他們

說最基本的佛法，他們又說阿難尊者說的法太過

簡潔、籠統了。最后，他們去見佛陀：「世尊，

我們來找你，是希望聽你說法。來這裡之前，我

們已經聽過幾位尊者的說法，但都不滿意。離婆

多尊者甚至不理睬我們，舍利弗尊者說法太詳

盡、深奧了，阿難尊者又太簡單，太籠

統了。我們都不喜歡他們的說法。」

佛陀回答他們：「弟子們！一

般人容易指責別人，這世界上

沒有人不被譴責的，人們甚

至批評國王，即使是佛陀也

被人指責。被心胸狹窄的人

責罵不要緊，只有智者的譴

責才算是真正的譴責，也只有

智者的讚譽，才算是真正的讚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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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和兒子的命運

此刻，你就像枯萎的樹葉，死

神的使者已經在你的身邊，你

即將展開漫長的死亡之旅，卻

尚未準備任何的資糧。

為自己建造安全的島吧！儘早

精進修行，成為智者吧！若能

拂除塵垢與諸煩惱，就能證得

聖者的境界。

你的生命即將結束，開始

步向無法中途停止的死亡

之旅，但你卻尚未備妥任

何的資糧。

為自己建造安全的島吧！

儘早精進修行，成為智者

吧！若能拂除塵垢與諸煩

惱，就不再生死輪迴了。



44 45

舍衛城中有位從事屠宰工作很多年的屠夫。

他喜歡吃牛肉，堅持每天的飲食必須有咖哩牛肉

飯。有一天，他在前往河中沐浴之前，把要煮給

一家人吃的肉擺在一旁。當他離開家后，他的一

位朋友勸他妻子把肉賣掉，所以當天就沒有咖哩

牛肉飯了。他非常生氣，就跑到后院去，割下一

隻公牛的舌頭，加以烘焙之后才坐下來吃飯。

吃飯時，他想要咬一口牛舌頭，但卻咬斷自

己的舌頭，而和那隻公牛陷入相同的困境。大量

的血從他的口中流出來，使他極度痛苦又異常憤

怒，終于死于非命，並且往生到悲慘的境界。

今天太幸
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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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對他的遭遇非常

驚嚇，便勸她的兒子趕快離開

家鄉，到遙遠的地方去，免得

這種惡運變成詛咒，降臨到他

身上。她的兒子就到怛剎尸羅

去當金匠。后來，他與老闆的女兒結婚，也養育

了幾個孩子。等孩子都長大后，他才落葉歸根，

返回舍衛城。他的兒子都是佛陀的虔誠信徒，所

以非常擔心他們的父親，因為他的一生中沒有做

過任何的善行。

兒子趕快離
開，免得這
種惡運變成
詛咒，降臨
到你身上。



請您慈.
悲說法，
使他了解
佛法。

現在你.
必須建立
奉獻和修
行的生命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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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們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前來家中

應供。供養之后，他們告訴佛陀：「尊者，我們

是以父親的名義供養佛陀和比丘的。請您慈悲地

向他說法，使他了解佛法。」

佛陀就向他們的父親開示：「你漸漸老了，

你的身體像枯萎的葉子，現在，你必須為未來的

生命做準備，建立奉獻和修行的生命方式，做個

有智慧的人吧！」

察覺到世間生命無常，並且正念現前思考佛

陀的告誡后，這老人證得了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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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聖者的婆羅門

智者應該點點滴滴，

時時刻刻去除精神的煩惱，

就像金匠去除金子的渣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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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婆羅門看見一群比丘在整飾袈

裟，準備進城化緣。他發現到有些比丘的袈裟碰

到草地上的雨露，而沾濕了，他就清除草徑，除

掉那些草，第二天，他發現有些比丘的袈裟直接

碰觸到光禿的地面，而弄髒了，他就用細砂鋪在

路上。后來，他又發現比丘在大熱天時會流汗，

而在下雨天時身體會被淋濕，于是就在比丘進城

化緣前聚集的地方建立一間休息的房舍。

房舍建好時，他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接受供

養，並且說明自己如何一步步地完成他的善行。

佛陀說：「婆羅門啊！有智慧的人一點一滴

的完成善行。同時，慢慢地，但持續不斷的去除

心中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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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成昆蟲的比丘

惡業使作惡業的人墮落惡趣，

如同鐵鏽從鐵塊中長出來，

卻反而腐蝕鐵塊。

提沙比丘，
你穿起來真
是好看。

嘩！棒
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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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沙是舍

衛城的比丘。

有 一 天 ，

他 獲 得 一

些很好的袈

裟 而 顯 得

非常高興。

他想要在第

二天就穿上它們。但當天晚上，他卻去世了。由

于對這些袈裟不當的執着，他竟然往生成一隻昆

蟲，並且住在這些袈裟的摺層內。因為沒人可以

繼承他的遺物，其他比丘決定把這些袈裟分給大

家。

當他們正準備分袈裟時，這隻昆蟲非常憤

怒，大聲哭吼着：「他們在損毀我的袈裟！」

這時候，佛陀透過神通力量，聽見它的哭叫

聲，便建議比丘們七天后再處置這些袈裟。第八

天，原屬于提沙的袈裟就分給其他比丘。

佛陀事后解釋為什么要如此建議：「提沙

在臨終時，執着于這些袈裟，所以他往生后的前

幾天，先變成昆蟲，並且住在這些袈裟裡。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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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處理那些袈裟時，他非常痛苦，就在袈裟內

跑來跑去。如果當時你們真的處理掉那些袈裟，

他絕對會因為對你們的極端痛恨，而往生到更苦

難的境界去。現在，由于他以前的善樂，他已經

往生到幸福的境界了，我才允許你們處理這些袈

裟。比丘們！執着是非常危險的，就好像鐵鏽腐

壞本來的鐵塊一樣，執着也毀滅一個人，使人墮

落到更差的生命形態去。比丘不應該沉溺或執着

于四食，因為執着會延緩一個人修行的進步。」

提沙在臨終時，執着于這些
袈裟，所以他往生后的前幾
天，先變成昆蟲，並且住在
這些袈裟裡面。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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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誑語的比丘

經文不常唱誦，容易遺忘，

房屋不常照顧，容易腐壞，

怠惰會破壞美麗，

放逸是護衛者過失的原因。

舍利
弗…

嘩！
舍利弗，真不愧是
智慧第一說法好精
彩哦！

是啊！真是受
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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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衛城的人經常讚歎舍利弗和大目犍連比

丘的說法。有一次，拉魯達伊聽見他們的讚歎后

表示，如果他們也聽他說法的話，一定也會讚歎

他。

人們就邀請他說法，但他站在講台時，卻

不知如何說，他請其他比丘先說法，之后他再說

法，但接連三次，他都無法開口說法。

這時候，信眾們已經耐心盡失，而嚴予申

斥：「你這大笨蛋！我們讚歎舍利弗和大目犍連

拉魯達伊比丘，你真的比舍
利弗更有智慧嗎﹖

我們真想聽
聽看耶！

哎啊！
舍利佛，算什么﹖我
說的佛法比舍利弗更
精彩萬倍。



呸！
真會臭蓋，什么沒有準備
好，等了三次什么也沒講！

呿！
真是丟臉。

唉！唷唷！一上講台就楞住定
的境界，腦子一片空白
慚愧！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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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時，你大言不慚地說你也可以像他們一樣的

說法，現在你怎么不也說法啊！」拉魯達伊顏面

盡失地離開。

佛陀知道這件意外時，說：「拉魯達伊對佛

法所知不多。不知經常複誦經文，也記不住任何

經文。由于不複誦所學的經文，他對這些經文就

愈來愈生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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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有外遇的男子

邪淫是女人的污垢， 

吝嗇是布施者的污垢， 

不論今生或來世， 

所有的惡業都是圬垢。

比丘們！無明是最污穢的污垢， 

你們應當去除無明， 

成為無垢比丘。

一名男子的妻子與人私通。他感到慚愧，

而迴避所有的朋友，甚至也遠離佛陀。過了一陣

子，他才又去向佛陀頂禮問訊。

佛陀明白他前陣子不曾前來的原因時，告誡

他：「弟子啊！不知羞恥的女性像河水、馬路、

酒店、公共休息的房舍或路邊的茶水，各式各樣

的人都可以使用它們。事實上，舉止隨便，不貞

的女子必定自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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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的比丘

不知羞恥，鹵莽如烏鴉， 

詆毀他人，粗鄙邪惡的人， 

生活隨便。

知所慚愧，清淨不染， 

謙遜、清淨、觀照察覺的人， 

生活戒慎。

舍利弗怎
么不和我
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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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彌比丘

懂得醫藥病理。

有一天，他看完

一位病人后，在

回去的路上遇見舍利弗尊者，他向尊者說自己醫

療后得到非常美味的食物做為醫療的報酬。他請

舍利弗尊者與他分享這些美味。但舍利弗尊者一

言不發地離去。

舍利弗尊者所以不接受小沙彌比丘的食物，

是因為小沙彌比丘違犯比丘不可因為個人利益而

從事醫療行為的戒律。

佛陀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后，說：「比丘

們！無行比丘的身、口、意不清淨。同時，傲慢

的像隻烏鴉。他會利用不正當的手段去獲取舒適

的生活。相反的，知羞的比丘，日子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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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戒不容易

殺生、妄語、拿非分之物、 

邪淫、酗酒的人， 

當下自尋惡報。

善良的人啊！ 

惡念難于調御， 

所以不要因貪婪與邪惡， 

而使自己長期受苦報。

我的戒
才最難
守…

哎呀！
你們不知道
啦！我的才
是最難的！

氣死我，
我的才
是！

是我！

是我！



60 61

有一次，五位在家信眾到祇樹給孤獨園去持

戒，他們各自守五戒中的一戒，每個人都說自己

所守的戒最難遵守。因此爭論不休，他們就向佛

陀報告他們各自的見解。

佛陀告誡他們：

「你們不應認為那些戒較簡單或微不足道，

遵守戒律會使你們幸福美滿。不可看輕任何戒

律，所有戒律都難于遵守。」

佛陀！
我的戒律
是不是最
難守﹖

遵守戒律.
會使你們幸福
美滿。不可看
輕任何戒律，
所有戒律都難

于遵守。



60 61

嫉妒的心不得安寧

人應出于信仰和喜樂而布施， 

嫉妒別人獲得飲食的人， 

日夜不得安寧。

如果連根拔除這種嫉妒心， 

日夜都安寧。

呸！
孤獨長者和
毘舍佉，有
什么了不
起！



62 63

年輕的提舍比丘有個非常壞的習慣，就是蔑

視他人的善行。他甚至批評着名的布施者給孤獨

長者和毘舍佉。他更吹噓說，他的親戚都非常富

有，而且像井水一般，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汲水。

聽他這么說，有些比丘心下懷疑，就想一探究

竟。

他們就到他的家鄉去調查，結果發現他的親

戚都很貧窮，提舍所說的全不實在。這些比丘就

向佛陀報告，佛陀因此說：「比丘若因為別人接

受禮物和供養，而心生不快，永遠無法證得清淨

止觀。」



62 63

精神不集中的信徒

沒有任何火比得上貪欲，

沒有任何執著比得上瞋恚，

沒有任何繫縛比得上愚癡，

沒有任何河流比得上愛欲。



64 65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講授佛法，大

眾中有五位在家信眾。其中一位坐着睡着；第二

位用手指頭刮地上；第三位，用手搖樹；第四位

仰頭向天；只有第五位專心恭敬地聽佛說法。阿

難尊者看見他們不同的行為舉止時，告訴佛陀：

「世尊，你在說法時，這五人之中只有一位專心

聽講。」阿難也向佛陀敘述其他四位的舉止，並

且請教佛陀，為什么他們有這種表現呢？

佛陀說，這是因為他們無法改變舊有的習

氣。在過去世時，第一位是一隻蛇，因為蛇總是

捲曲着身子睡覺，所以才會在聽聞說法時睡覺；



64 65

刮地的信徒在前世是地下生物；搖樹的是隻猴

子；仰頭向天的是星相學家；專心聽法的人則是

學識豐富的婆羅門。

佛陀接着說：「阿難！人必須專心聽講才能

了解佛法，而且很多人不了解佛法。」

「世尊！障礙人們證悟佛法的是什么？」阿

難進一步發問。

「阿難！貪、瞋、癡障礙眾生證悟佛法。眾

火中，欲望之火最是厲害，貪欲永不止息地炙燒

眾生。」

世尊！
障礙人們證
悟佛法的是
什么？

阿難！.
貪、瞋、癡
障礙眾生證
悟佛法。



66 67

富　翁

看見別人的過失容易，

看見自己的過失則很難；

揭揚別人的過錯，

像揚棄糟糠，

但隱匿自己的過錯，

卻像狡猾的家禽躲藏起來。

佛陀己.
到了鴦伽
國弘揚佛
法了。

那…
那太好
了。



66 67

有一次，佛陀到鴦伽國和優塔盧弘揚佛法

時，來到跋提城。他透過神通，知道城中巨富泯

兔家人，包括他本人、妻子、兒子、媳婦、孫女

和僕人證得初果的機緣已經成熟。泯兔本人曾在

家中后院發現大堆等身高的金羊雕像，人們因此

稱呼他泯兔（巴利文的意思是公羊）富翁。

泯兔家人聽說佛陀來到跋提城，就前去向佛

陀頂禮問訊，並且在聽完佛陀的說法后，證得初

果。泯兔告訴佛陀，在他們前來聽法的路上，一

些苦行外道批評佛陀，並且試圖說服他不要前來

弟子啊！
誇大別人的.
缺點和錯誤，.
而對自己的錯.
誤視若無睹是.
很自然的.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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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佛陀說法。佛陀回答他：「弟子啊！誇大別人

的缺點和錯誤，而對自己的錯誤視若無睹是很自

然的現象。」

佛陀接着說明泯兔的前世。佛陀說在某一世

時，泯兔捐獻興建一座精舍和集會用的廳堂給迦

葉佛。而在另一世時，他是波羅奈的富翁，那時

候，當地發生飢荒，他把自己僅剩的食物供養一

位辟支佛。由于這供養，他煮飯的鍋罐奇蹟似的

裝滿了米。

老伴，我們的糧
食只有這么一點
點了耶…

沒關係，
布施吧！



挑剔的比丘

挑剔別人的過錯，

容易忿怒的人煩惱增長，

同時，離究竟斷惑的境界還很遙遠。

優哈那珊尼比丘老愛挑剔別人，說別人的不

是。眾多比丘就向佛陀報告。

佛陀說：「比丘們！如果挑剔別人的錯誤，

是為了教導對方正確的方式，這種挑剔不是惡意

的行為，不需要加以譴責。但如果老是挑別人的

毛病，數落他人不是，只是出于輕蔑和惡意，這

種人無法獲得禪定。他無法了解佛法，煩惱會在

他心中滋長。」

68 69

快走…

唉！
你們太隨
便了！



70 71

知識不等于領悟

經常說法的人，

不一定就是精通佛法的人；

雖然聽聞的佛法不多，

但卻能心領神會，

如法奉行的人，

才是精通佛法的人。

說的好
比丘先生！

好啊！



70 71

舍衛城附近的果園裡住着一位名字叫伊咕達

那的比丘。雖然他只能熟記一首佛陀無問自說的

偈，但是他徹底明白其中的法義。只要有機會，

他就勸別人修習佛法，並且誦這首偈語給人聽。

每次他誦完偈語之后，森林裡的守護精靈就很熱

切地鼓掌稱讚他。有一次，兩位嫻熟三藏的比丘

在眾多比丘的陪伴下，前來他停留的精舍，他就

邀請他們分別說法。

這兩位比丘問他在這么偏僻的地方，會有很

多人願意來聽法嗎？他告訴他們，甚至森林裡的

精靈都會在每次說法后，鼓掌稱讚。

于是這兩位比丘輪流說法。但結束時，森林

裡卻靜悄悄的。

他們十分困惑，懷疑伊咕達那剛才所說的

話。



72 73

啊！
別問我我
不知道﹖

嘰哩呱啦！
吵死了，
哼！

唉！
他說了好半
天，我怎么
聽不懂？

森林裡的精靈，
佛說：偈頌

奇怪他說了大半
天怎么沒反應？

但我說法時，他
們鼓掌稱讚啊！

但伊咕達那堅持說精靈會來聽法，並且鼓掌

讚歎，他們就要他親自說法。他便用扇子遮在身

前，然后背誦佛陀的偈語。背誦后，精靈一如往

常地熱切鼓掌讚歎。陪伴他們前來的比丘們看見

這種情形后，認為森林裡的精靈對伊咕達那比較

友善。



72 73

比丘們回到祇樹給孤獨園時，向佛陀報告

這件事。佛陀告誡他們：「比丘們！我不認為多

聞且經常說法的人就對佛法有正確的知見。相

反的，懂得不多，只知一首偈語，但完全了解

四聖諦，經常正念現前的人才是真正了解佛法的

人。」

比丘們！我不認為多聞且經常說法的人
就對佛法有正確的知見。相反的，懂得
不多，只知一首偈語，但完全了解四聖
諦，經常正念現前的人才是真正了解佛
法的人。

是
謝謝佛陀
的教誨。



74 75

年齡不是判斷的標準

上座（註），不是因為頭髮灰白； 

只是年歲增長的人， 

不過「年齒徒長」而已。

明白四聖諦與正法、不殺生、 

戒行具足、調伏欲望， 

去除煩惱的人才是真正的上座。

哼！沒禮
貌！

你真不懂的禮儀嗎﹖

沙彌啊！以后看到比丘
要頂禮問訊，知道嗎﹖

是是，比
丘先生。



74 75

有一天，一群比丘前來向佛陀頂禮問訊。佛

陀明白他們證得阿羅漢果的機緣已經成熟，就問

他們，進來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一位上座？他們

說沒有，但卻瞥見一位沙彌。

佛陀說：「比丘們！那不是沙彌，而是上

座。我不因為人的歲數大就稱之為上座，任何人

究竟明白四聖諦，而不傷害別人，才是上座。」

（註）上座，即流傳中國大乘佛教的長老。



76 77

虛張聲勢

嫉妒、慳貪和虛偽的人， 

即使有辯才，相貌堂堂， 

也不是善良的人。

連根拔除煩惱的智者， 

是真正善良的人。



76 77

僧伽的慣例規定年輕的比丘和沙彌必須服務

他們的老師。服務的範圍包括洗滌、染袈裟和其

它細微的工作。有些比丘羨慕資深比丘能享受這

種服務，也希望有如此的待遇。他們就向佛陀建

議，讓這些年輕比丘在接受資深比丘的授課和督

導之后，也接受他們的指導。

佛陀知道他們的動機，斷然否定，並且勸誡

他們：「比丘！雖然你們可以侃侃而談，但我不

認為你們發心善良。發心善良的人遵守梵行、不

貪，而且不作惡業。」



78 79

好辯的比丘

一個人即使剃除頭髮， 

但若破戒、妄語， 

仍不是比丘。 

充滿欲望和貪愛的人， 

怎么可能是比丘呢？

究道熄滅所有大小惡業的人， 

才是比丘。

比丘雖然剃除三千煩惱
絲，只有徹底去除惡業
和驕傲的人才是比丘。

哈達卡比丘喜歡和人辯
論。若他屈居下風，就
繼續挑戰對方，而且…



78 79

哈達卡比丘喜歡和人辯論。若他屈居下風，

就繼續挑戰對方，並約在另外的地方和時間再辯

論。他每次都會提前抵達，然后說對方沒來是

承認失敗的表現。他往往接着誇口說：「看啊！

那些愚笨的人不敢來和我辯論，他們都被我打敗

了。」

佛陀知道后，勸誡他：「比丘！你怎么會有

這種行為呢？比丘雖然剃除三千煩惱絲，但若如

此誇口，是不恰當的。只有徹底去除惡業和驕傲

的人才是比丘。」



80 81

人如其名

殺生的人不是聖者，

不害有情眾生的人，

才是聖者。

阿利亞的意思是聖者，但
聖者不傷害任何眾生，而
他卻奪走魚的生命，實在
有辱他的名字。

放棄殺害
眾生的生
活方式。



80 81

漁夫阿利亞住在舍衛城北邊的城門附近。有

一天，佛陀透過神通，知道阿利亞證得初果的機

緣已經成熟，就在化緣后回精舍的路上，和眾多

比丘走到阿利亞釣魚的地方。

阿利亞瞥見佛陀時，放下釣魚竿，走到佛

陀身邊。佛陀就當着他的面，詢問所有比丘的名

字，最后佛陀也問他的名字。他告訴佛陀他的名

字是阿利亞。佛陀告訴他，他名字的意思是聖

者，但聖者不傷害任何眾生，而他卻奪走魚的生

命，實在有辱他的名字。他明白佛陀鼓勵他放棄

殺害眾生的生活方式，更要培養對眾生的慈悲關

懷。（註）

（註）.追求解脫的人絕對不可殺害任何生命，不管其生

命多么小或卑微。

　　　.一切眾生必需絕對尊重所有的生命，才能與宇宙

究竟和諧。當今的自然保護理念和運動與此一理

念相應。



82 83

護持身、口、意

願言語謹慎，調伏心意，

不以身作惡；

願如此清淨身口意的人

可以證得聖者所宣說的正法。

唉！有因必有報，
何必當初呢﹗

嗯！
好吃，
好吃！



82 83

大目犍連尊者有一次和勒叉那比丘下山時，

看見一隻豬面人身、悲慘的餓鬼。這時候，大目

犍連尊者只是微笑。回到精舍時，勒叉那比丘問

尊者，因何微笑？尊者回答說，因為他看見那隻

滿嘴咀蟲的豬面人身餓鬼。

佛陀這時候也說，在他證得究竟智慧成為佛

陀時，也曾親眼目睹該餓鬼，佛陀因此敘說該餓

鬼的前世因緣：

哼！

他說！
你說的佛法，有很多
地方…不如他哦！

呸！
他有什么
了不起！



84 85

在佛過去世時，這餓鬼是一位經常為人講經

說法的比丘。有一次，他到有兩位比丘居住的一

處精舍去。

停留期間，他發現當地的人歡喜聽他說法，

他因此想到，如果能使這兩位比丘遠離該精舍，

而為自己獨有，就再好也不過了。他于是開始

分化離間這二位比丘，使他們爭論不休，終于都

離開精舍。因為這惡業，他在死后，長期遭受苦

報。今生，他也生為豬面人身，繼續受苦。

佛陀因此說：「身為比丘，應內心祥和，不

可造身、口、意的惡業。」



84 85

只有知識，不能加以領悟
是沒有用的

定中生慧，

無定則慧減，

明白這種道理的人，

應該自行努力，

以增長智慧。

奇怪，佛陀每次怎么
這樣稱呼我﹖這是什
么意思…

怪哉！
佛陀怎么
了﹖



86 87

波思拉是一資深的比丘，不僅深深理解佛

法，並且教導比丘佛法，但也因此十分貢高、自

負。

佛陀清楚他的弱點，希望加以改正，引導他

走上修行的正道，所以每當波思拉比丘來頂禮問

訊時，佛陀就稱呼他：「無用的波思拉比丘！」

幾次聽到佛陀如此稱呼自己時，他仔細思考

其中的含意，終于了解佛陀所以如此稱呼，是因

為自己雖然對佛法具有廣泛的知識，卻不曾認真

精進禪修，所以未能證得聖果，連初禪也沒有。

因此，他在未知會任何人的情況下就離開

了，前往非常遙遠的舍衛城外一處有眾多比丘的

精舍。他首先去見最資深的比丘，並謙卑地請他

擔任自己的導師，但這比丘為了使波思拉能真正

謙卑，就要波思拉去請求第二資深的比丘擔任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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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去見第二位比丘，但第二位比丘也同

樣告訴他去見另一位較資淺的比丘。他于是輾轉

來到一位年輕的阿羅漢沙彌處，這沙彌在確定波

思拉比丘會敬謹接受教導后，才答應擔任波思拉

比丘的導師。在這沙彌的指導下，波思拉收攝心

念，如實觀身，精進禪修。

佛陀透過神通知道波思拉比丘正在精進禪

修，就放光，勸誡他要堅定，努力精進，發展更

高的心靈境界。不久，波思拉比丘就證得阿羅漢

果。

請擔任波思拉
的導師



88 89

五位年老的比丘
和一位年老的女人

砍伐欲望之林， 

但不要傷及真正的樹木（註）， 

欲望之林只能生出恐怖。 

所以，比丘！ 

砍伐大大小小的欲望之林， 

脫離欲望之林。

如果對女人仍存有一絲絲的情愫， 

內心就仍然受繫縛， 

如同小乳牛仍離不開母牛般。

比丘們！你們深感憂愁、哀
傷，那是因為你們未能解脫
貪、瞋、癡。

是啊！我的
妻子的烹飪
手藝好。

唉！我貪求
口腹之慾…

…唉！我們太依賴
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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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舍衛城裡有五位朋友，年老的時候，

他們一齊出家。他們習慣回老家去化緣。其中之

一的妻子烹飪手藝很好，並且妥善照顧他們，因

此他們最常去化緣的地方就是她家。有一天，她

突然生病了，並且遽然逝世。五位老比丘十分傷

心，同聲哭泣並稱讚她的德性，佛陀勸誡他們：

「比丘們！你們深感憂愁、哀傷，那是因為你們

未能解脫貪、瞋、癡，這三毒像一座大森林，砍

掉它吧！你們就能解除心靈的污垢。」

（註）.佛陀說砍伐森林時，有新出家的比丘誤解佛陀的

意思，所以佛陀進一步說，砍伐欲望之林，而不

是真正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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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蓮花

斷除貪愛，

如同摘秋天的百合花；

勤修聖者（佛陀）所說，

可以引領人走上

寂靜涅槃的正道。

嘩！好美的金色
蓮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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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金匠的年輕兒子在舍利弗的引領下

出家，加入僧伽。他在得到舍利弗給他「觀身不

淨」的觀想題目后，就到林子裡去禪修，卻絲毫

沒有進步。他因此兩次回去找舍利弗，請舍利弗

進一步指導，但仍然沒有起色。最后，舍利弗只

好與他一齊去見佛陀。

佛陀知道年輕比丘是金匠的兒子，過去幾世

也都是金匠的兒子，因此另外給他觀想的題目。

佛陀不要他觀想厭惡的事情，反而要他從愉快的

感覺開始觀想。佛陀便運用神通力量，創造一朵

美麗的蓮花，並且要年輕比丘把蓮花種在精舍外

面的土堆中。

年輕比丘開始集中心念在這朵又大又香的蓮

花上，終于除去障礙，內心充滿法喜，禪修也漸

漸有進步，最后並且證得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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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佛陀又運用神通，使蓮花瞬間枯

萎。年輕的比丘看見蓮花瞬間枯萎，花色不再鮮

活亮麗，終于明白蓮花和一切因緣和合的事物一

樣，都是無常的。他因此更進一步了解苦、空、

無我的究竟真理。這時候，佛陀再度放光，告誡

他要去除貪愛。年輕比丘也正念現前，如法奉行

佛陀的教誨，終于證得阿羅漢果。

我終于明白蓮花和一切
因緣和合的事物一樣，
都是無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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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死亡的富商

雨季的時節，

我將住在這裡，

冬季和夏季的時候

我也將住在這裡。

愚癡的人如此盤算，

不知生死無常。（註）

唉！真倒楣…什么時候
才能全部賣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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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答那是波羅奈的商人，有一次他打算

在某一節慶的期間，到舍衛城去販賣紡織品和其

它商品。但當他抵達靠近舍衛城的河邊時，卻因

為洪水高漲而無法過河，只好在這岸等待。這一

等就是七天，等他進入舍衛城時，節慶已經結束

了。

他不想再把商品運回去，就決定在舍衛城多

停留幾天，把商品賣完。

我的生命完了…這要怎么辦…
對、對，供養佛陀！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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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佛陀進城化緣時，看見摩訶答那

和他的商品，就微微一哂，阿難問佛陀，何以微

笑？佛陀說：「阿難！看見那位商人和他的商品

嗎？那商人心中想要留在城裡，把商品販賣出

去，殊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就快要結束了！今天

應該要做的事，今天就要完成。每天正念現前，

活力充沛，並且不受煩惱的干擾，才能擁有真正

有價值的生命。」

阿難把佛陀的忠告轉告摩訶答那，請他修

習正念，不可以無明地過日子。摩訶答那聽到自

己的生命即將終結時大吃一驚，而心生恐懼。所

以一連七天，他都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接受他的

供養，並且請佛陀向他說法，協助他解脫生死輪

迴。

聽完佛陀的說法后，他就證得初果，逝世的

時候，他往生兜率天。

-.全書完.-

（註）不知生命危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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