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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讓賊斷一臂，留殘命見佛悟道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2.11.17）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菩薩本行經》，在《大正藏》第 3 冊

111 頁中欄到 112 頁的中欄。 

過去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的時候，佛弟子舍利弗他晝夜六時，也就是白晝三時

（早上、日中、日末），還有晚上三時（初夜、中夜、後夜），日夜六時經常以道眼來觀

察眾生，如果有眾生機緣成熟可以得度的話，他就前往度化。 

當時，波斯匿王有一位大臣，名字叫師質，他的財富非常多。舍利弗見他因緣成熟，

可以度化了，就於隔天早晨到他家裡去托鉢。師質見了舍利弗以後，就向他頂禮請安，

迎請他到家裡面，準備個椅子請他入座，並且供養食物，還請舍利弗開示。 

舍利弗用完齋之後，洗手漱口，就為師質這位大臣說法。他說：「一切的榮華富貴

是眾苦的根本，在家的恩愛就好像在牢獄之中一般，一切都是無常變化。三界的尊貴如

幻如化都不久住，而輪迴生死五道（也就是三惡道，還有人、天），這只不過是換了身

體的形貌，其實並沒有一個實在的我。」 

師質聽了以後，感到惶恐不安，他不再貪戀恩愛跟榮華富貴，看家裡就好像在墳墓

一樣。於是，便把所有的家産，甚至連妻子都讓給了他的弟弟，自己就剃髮、穿了袈裟，

入山坐禪修道。 

他的妻子被讓給了弟弟之後，整天憂愁苦惱，一直思念著前任的丈夫，對後任的丈

夫（也就是師質的弟弟）不太順心。 

師質的弟弟（也就是後任的丈夫）就問她：「我們家裡財産這麼多啊，什麼都不缺，

妳為什麼還憂愁不樂呢？」 

他夫人就很老實地說：「因為我思念我的前夫，所以很憂愁。」 

師質的弟弟就問她：「妳跟我現在是夫妻啊！為什麼還早晚想念妳的前夫呢？」 

他夫人回答：「前夫對我溫柔體貼，是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所以我非常想念他。」 

結果弟弟心想：「嫂嫂這麼樣地想念哥哥，恐怕哥哥將來哪一天捨戒還俗，又回來

奪取産業，這下就不好啦！」於是，他私下找了一個盜賊的首領，給了他五百金錢，告

訴他：「我的哥哥已經出家作沙門了，你把他的頭給我砍回來。」 

盜賊首領拿了錢，就到山中找到了這位沙門。沙門就說：「我現在穿了這樣子破舊

的衣服，根本沒有什麼財産，你來這裡做什麼？」 

這盜賊的首領也很老實地跟沙門說：「因為你弟弟雇用我來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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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聽了很恐怖，就跟盜賊講：「我才出家不久啊，我都還沒見到佛，我也還不瞭

解佛法，你能不能暫且饒我一命？等我見了佛稍微瞭解經法之後，你再殺我也不遲啊！」 

盜賊說：「不行！不行！我受人之託，要忠人之命。我現在如果不殺你，我絕不干

休！」 

沙門想：「沒辦法啦！」就舉起了一個手臂，他說：「這樣子吧！你把我這手臂砍去，

暫且留下我的性命，讓我能夠見佛、能夠聽聞佛法。」於是盜賊就砍下了他的手臂，拿

去交差，交給了他的弟弟。 

沙門就忍著痛去見佛，向佛頂禮，坐在一旁。佛為他開示：「你無始劫以來被割截

的頭、手、腳所流的血，比四大海水還多啊！你身體的骨頭堆積起來甚至高過須彌山，

你哭過的眼淚也比四大海水還多，你喝母親的乳汁也多過江海。你從無始劫以來就遭受

這樣的苦，不僅僅是現在而已。一切三有之身（也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這三界

的身都受種種的苦。這一切的苦從何而來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煩惱，有煩惱而造業，感

得這苦報之身，才會有這個苦。因為我們貪愛（染習恩愛），所以才會有這些眾苦。愚

癡、愛染如果斷除的話，就不會再積集造作種種的行業，就不會感得這苦報之身。沒有

這個身，眾苦就會消滅，所以應當好好思惟八正道。」 

沙門聽了佛的開示，馬上豁然開朗，證得阿羅漢，當下就捨身入無餘涅槃。 

而盜賊拿著師質的手臂回去交差，交給了師質的弟弟。弟弟就拿著哥哥的手臂，對

著之前的大嫂（也就現在的夫人）說：「妳這麼樣地想念妳的前夫，好吧！這是他的手

臂啊！」 

哇！結果，這嫂嫂非常悲痛，泣不成聲，就去報告國王。國王審問之後，誒！嫂嫂

所說果然真實不虛，一點都不虛假，於是就把弟弟殺了。 

而諸比丘覺得很疑惑：「這位沙門前世是造了什麼樣的惡行，為什麼手臂被砍斷了？

又造了什麼樣的功德，現在能夠遇到佛，而得到阿羅漢道？」 

佛就告訴比丘們：「過去世在波羅奈國，當時有位國王名字叫做婆羅達。有一天他

出遊打獵追趕野獸，結果不知不覺迷失了道路，不知道如何才能夠回家。當時到處都是

叢林草木高聳入天，實在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大為恐怖，只好再往前走，就看到一位辟

支佛。 

國王就問辟支佛：『我已經迷失了方向，我怎樣才能夠回家去呢？我的大隊軍馬現

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當時辟支佛因為手臂長了惡瘡，沒辦法抬起手來，於是就用腳

來指示國王回家的道路。 

國王一看非常生氣：『我堂堂一個國王，你也是我的子民哪！為什麼看到我不起身

禮拜，而且還用腳這樣子指示道路！』就拿著刀把辟支佛的手臂砍了下來。 

辟支佛心裡想：『國王現在殺了聖人，如果不趕快懺悔自己的過失，將來會遭受重

罪果報，無有出離之期啊！』於是，辟支佛就飛上天展現種種神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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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一看，哇！原來是個聖者，放聲大哭，懺悔自己的過失。他哭喊著：『辟支佛！

辟支佛！趕快下來接受我的懺悔！』辟支佛就回到地面，接受國王的懺悔。國王向他頂

禮，然後自己表白：『希望聖者憐愍我，接受我的懺悔，不要讓我將來長久遭受苦報啊！』 

辟支佛接受國王的懺悔之後，馬上就捨身入無餘涅槃。國王就把辟支佛的遺體荼毘

火化，把他的遺骨起塔供養，而且經常在塔前懺悔發願，希望將來有機緣能夠得到教化，

而得到解脫。」 

佛說：「當時的這位國王，就是現在被砍了手臂的沙門。因為他之前當國王的時候，

砍了辟支佛的手臂，五百世當中經常被砍手臂而死，一直到今天。不過因為他有馬上懺

悔的緣故，他沒有墮地獄。又因為他發願希望開啟智慧而得到解脫，所以現在可以有機

緣遇到舍利弗的教化，而發心出家；又有機緣遇到佛，聽聞佛的開示，而開悟得解脫成

就阿羅漢道。」 

佛告訴比丘們：「一切禍福都不會朽壞啊，不會敗壞。」諸比丘聽聞佛所說，非常

驚慌恐怖，向佛頂禮。 

這個故事值得我們反省，有時候我們不瞭解實情，可能人家無心的一個言語，或者

一個動作，但是我們總以為人家是不是看不起我，心裡就起煩惱。有時候更造了惡口，

或者打罵，甚至殺業，其實這些都是得不償失，最後損傷的還是自己。我們造了因，得

到的果是如影隨形。希望大家能夠謹慎身、口、意三業，精進不要放逸。 

以上簡單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菩薩本行經》卷上(CBETA, T03, no. 155, p. 111, b26-p. 112, b2)：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尊弟子名舍利弗，晝夜六時，常以道眼1觀於眾生，

應得度2者輙3往度之。 

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4得度。時，舍利弗，明日晨朝著衣持

鉢，往詣其家而從乞食。於是師質見即作禮，問訊請命5入坐施設6床座飯食。 

                                                       
1 道眼：修道而得之眼通（力）。又作天眼通。宗密之盂蘭盆經疏卷下注釋目連以道眼觀母之生

處一文中，道眼即作天眼通解，謂由證道而得，故稱道眼。（《佛光大辭典（六）》p.5646.3） 
2 得度：蒙受教化，渡越生死之海，而達於涅槃之彼岸。（《佛光大辭典（五）》，p.4552.2） 
3（1）輙：同輒。（《漢語大字典（五）》，p.3537） 
（2）輒：6.副詞。每每，總是。7.副詞。立即，就。9.承接連詞。猶則。（《漢語大詞典（九）》，

p.1252） 
4 應時：1.順應時勢，適合時會。2.順應天時，適合時令。（《漢語大詞典（七）》，p.754） 
5 請命：3.請求指示。表示願意聽命。（《漢語大詞典（十一）》，p.261） 
6 施設：3.陳設，布置。（《漢語大詞典（六）》，p.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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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舍利弗，食訖7澡8手漱口，為說經法：富貴榮祿9眾苦之本，居家10恩愛猶如牢獄之

中，一切所有皆悉非常，三界11尊貴猶如幻化，五道12生死轉貿13身形，無有吾我。 

師質聞法心意悚然14，不慕榮貴、不樂恩愛15，觀於居家猶如丘墓16，便以居業17一切盡

以以付其弟，便剃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 

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18後夫。 
後夫問言：「居家財產珍寶甚多，何所19乏短20常愁不樂？」 
其婦報言：「思念前夫，是以愁耳。」 

其夫復問：「汝今與我共為夫婦，何以晝夜思念前夫？」 
婦復答言：「前夫心意21甚好無比，是以思念。」 

其弟見嫂22思念，恐兄返戒23還奪其業，便語賊帥24：「雇25汝五百金錢，斫26彼沙門頭來。」 
賊帥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 

沙門語言：「我唯弊衣27無有財產，汝何以來？」 
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 

沙門恐怖便語賊言：「我新作道人，又未見佛不解道法28，且莫29殺我！須30我見佛少解

                                                       
7 訖（ㄑㄧˋ）：1.絕止，完畢。6.助詞。用在動詞後表示動作已經完成。相當於“了”。（《漢語大

詞典（十一）》，p.46） 
8 澡（ㄗㄠˇ）：1.本指洗手。後泛指洗滌，沐浴。（《漢語大詞典（六）》，p.164） 
9 榮祿：謂功名利祿。（《漢語大詞典（四）》，p.1230） 
10 居家：2.指在家的日常生活。（《漢語大詞典（四）》，p.24） 
11 三界：佛教指眾生輪回的欲界、色界和無色界。（《漢語大詞典（一）》，p.213） 
12 五道：五道指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人道及天道，另加阿修羅道則為六道。（《佛光大辭

典（二）》，p.1170.3-p.1171.1） 
13 貿：2.變換，改變。（《漢語大詞典（十）》，p.170） 
14 悚然：1.惶恐不安貌。3.肅然恭敬貌。（《漢語大詞典（七）》，p.539） 
15 恩愛：2.情愛。（《漢語大詞典（七）》，p.498） 
16 丘墓：墳墓。（《漢語大詞典（一）》，p.513） 
17 居業：2.產業，家業。（《漢語大詞典（四）》，p.26） 
18 不順：2.不順從，不歸順。3.不稱心。（《漢語大詞典（一）》，p.451） 
19 何所：何處。（《漢語大詞典（一）》，p.1229） 
20 乏短：欠缺。（《漢語大詞典（一）》，p.645） 
21 心意：4.情意。（《漢語大詞典（七）》，p.389） 
22（1）案：大正藏原用「㛐」，今改用通用字的「嫂」，下同。 

（2）㛐（ㄙㄠˇ）：為「嫂」之異體，兄妻也。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yitia/fra/fra00961.htm） 

23 案：「返戒」，指捨戒還俗。 
24 賊帥：盜賊的頭領。（《漢語大詞典（十）》，p.186） 
25 雇：5.給價，付報酬。（《漢語大詞典（十一）》，p.833） 
26 斫（ㄓㄨㄛˊ）：2.用刀斧等砍或削。（《漢語大詞典（六）》，p.1057） 
27 弊衣：1.破舊之衣。（《漢語大詞典（二）》，p.1318） 
28 道法：6.即佛法。晉 慧遠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

之與 堯 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漢語大詞典（十）》，p.1072） 
29 且莫：千萬不要。（《漢語大詞典（一）》，p.509） 
30 須：5.等待。宋 蘇軾《與范元長書》：“某如聞有移 黃 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而廣，須惠州

骨肉到同往。”（《漢語大詞典（十二）》，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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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殺我不遲。」 

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 

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31命使得見佛。」 

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 

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作禮却坐，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久遠以來，割奪其頭手脚之血，

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海，飲親之乳多於江海，汝從無數

劫以來不但今也。一切有身皆受眾苦，一切眾苦皆從習生，由習恩愛有斯眾苦，癡愛已

斷不習眾行，不習眾行便無有身，已無有身眾苦便滅，唯當思惟八正之道32。」 

於是沙門聞佛所說豁然33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34身命而般涅槃。 
賊擔其臂往持與弟，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婿35，此是其臂。」 

其嫂悲泣哽咽不樂，便往白王。王即推36挍37，如實不虛。便殺其弟。 

諸比丘有疑，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38今值39世尊得

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世波羅奈國，爾時，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40馳逐41走獸，迷

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42，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43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

佛。 

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眾在於何所？』 

時，辟支佛臂有惡瘡44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45。 

王便瞋恚46：『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反持其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 

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以往，當受重罪無有出期。』 

於是辟支佛即於王前，飛昇47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之以身投地，舉聲48大哭悔過自

                                                       
31 殘：8.剩餘，殘存。（《漢語大詞典（五）》，p.167） 
32 印順導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p.176：「八正道，應稱為『八聖道分』，或『八聖道支』。

這是成聖的正道，有不可缺的八種成分。這就是：正見，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精

進，正念，正定。」 
33 豁然：1.開悟貌。6.倏忽，頓然。（《漢語大詞典（十）》，p.1324） 
34 放：2.捨棄。（《漢語大詞典（五）》，p.405） 
35 婿：2.丈夫，夫婿。（《漢語大詞典（四）》，p.393） 
36 推：11.推究，審問。（《漢語大詞典（六）》，p.668） 
37 挍（ㄐㄧㄠˋ）：同「校」。2.考核。（《漢語大詞典（六）》，p.586）  

（1）推校：見“ 推較 ”。（《漢語大詞典（六）》，p.675） 
（2）推較：推求考校。（《漢語大詞典（六）》，p.678） 

38 德本：道德的根本。（《漢語大詞典（三）》，p.1071） 
39 值（ㄓˊ）：遇到，碰上。（《漢語大詞典（一）》，p.1454） 
40 遊獵：1.出遊打獵。（《漢語大詞典（十）》，p.1059） 
41 馳逐：1.驅馳追逐。4.謂馳獵禽獸。（《漢語大詞典（十二）》，p.803） 
42 參（ㄘㄢ）天：2.高懸或高聳於天空。（《漢語大詞典（二）》，p.839） 
43 用：26.連詞。因而，因此。（《漢語大詞典（一）》，p.1021） 
44 瘡（ㄔㄨㄤ）：1.創。創傷，創口。2.瘡癤，潰瘍。（《漢語大詞典（八）》，p.348） 
45 道徑：1.道路。2.途徑，門路。（《漢語大詞典（十）》，p.1075） 
46 瞋恚：忿怒怨恨。（《漢語大詞典（七）》，p.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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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49：『辟支佛！唯願來下受我懺悔。』 

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王持頭面50著辟支佛足，作禮自陳51：『唯見矜愍52受我

懺悔，願莫使我久受苦痛。』 

時，辟支佛便放身命入於無餘涅槃53。王便收取耶旬54起塔，花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

求願而得度脫。」 

佛言：「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

懺悔故不墮地獄，解了智慧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一切殃55福終不朽敗56。」 

諸比丘聞佛所說，莫不驚悚57，頭面作禮。 
 
 
 

                                                                                                                                                                         
47（1）飛昇：見“ 飛升 ”。（《漢語大詞典（十二）》，p.695） 

（2）飛升： 2.往上飛，往上升。（《漢語大詞典（十二）》，p.691） 
48 舉聲：放聲。（《漢語大詞典（八）》，p.1298） 
49 謝：14.道歉，認錯。15.慚愧，不安。（《漢語大詞典（十一）》，p.373） 
50 頭面：1.頭部和面部。亦單指頭或臉。（《漢語大詞典（十二）》，p.302） 
51 自陳：自己陳述。（《漢語大詞典（八）》，p.1325） 
52（1）矜愍：同“矜憫”。（《漢語大詞典（八）》，p.584） 

（2）矜憫：哀憐，憐憫。（《漢語大詞典（八）》，p.585） 
53 無餘涅槃：為「有餘涅槃」之對稱。……新譯為「無餘依涅槃」。依，指依身，即人之身體。

無餘依涅槃係指斷煩惱障，滅異熟苦果五蘊所成之身，而完全無所依處之涅槃。《佛光大辭典

（六）》p.5139.1） 
54（1）《一切經音義》卷 44：「耶旬：或云闍維，或云闍毗，同一義也。正言闍鼻多，義是焚燒

也。」（大正 54，598b11） 
（2）荼毘：巴利語 jhāpita。又作闍維、闍毘、耶維、耶旬。意譯為燒燃、燒身、焚燒、燒。

即火葬之意。（《佛光大辭典（五）》p.4782.2） 
55 殃：1.禍患，災難。（《漢語大詞典（五）》，p.156） 
56 朽敗：腐爛，朽壞。（《漢語大詞典（四）》，p.725） 
57 驚悚：亦作“驚竦”。驚慌恐懼，震驚。（《漢語大詞典（十二）》，p.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