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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作濃妝豔抹之比丘尼巧度比丘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4.13）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法句譬喻經‧放逸品》，出自《大正藏》第 4
冊 584 頁上欄到中欄。 

過去，佛在世的時候，有五百位商人到海中去尋寶，帶著許多的七寶想要回到自己

的國家。沒想到經過一座深山竟被惡鬼所迷惑，無法找到回家的路。由於他們的糧食吃

完了，身體非常飢餓、疲憊困頓，因此一個一個都餓死了，而那些帶回來的寶物全都散

落在山間。 

當時，有一位在山中修道的出家人，看到這種情形心裡便想：「我辛辛苦苦修道已

經過了七年，既不能得道又非常貧窮，衣食無法自足，難以活命。這些寶物都是沒有主

人的，倒不如把這些寶物帶回去成家立業。」 

於是，他便下山撿取這些寶物，先藏在一個地方，之後便下山去尋找他的兄弟幫忙，

想要背載這些寶物回家。 

當他才走到半路時，佛思惟觀察到這位比丘的善根成熟可以得度，因此佛便化成一

位比丘尼，雖然剃了頭穿著僧服，但是臉龐卻上了濃妝，又畫了眉毛，佩戴著金銀、瓔

珞，沿著山谷入山。佛所化的比丘尼在路上遇到這位比丘，便向比丘頂禮問訊請安。 

這位比丘看到比丘尼這樣的裝扮，便呵斥比丘尼說：「學道之法應該是像妳這個樣

子的嗎？既然剃了頭、穿了僧服，為什麼又上妝畫眉毛、身上還佩戴瓔珞呢？」 

佛所化現的比丘尼就回答：「一個出家人修行之法難道應該像你這樣子嗎？既然你

已經辭別了親人，到山裡面靜思學道，為什麼卻還想要貪取不屬於自己的財物？為什麼

只是貪求五欲而忘了道心，縱情任意不知節制，而不好好思惟人身無常？我們生在這個

世間，只不過是暫時寄居而已。你這樣的行為，只是會讓自己的罪報更加延綿長久而已。」 

於是，佛所化現的比丘尼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比丘應該要謹慎持戒，如果放逸的話就會多憂惱過患，諍訟、煩惱也會由小而轉

大，累積的惡業將來就會招感入大火而燒身的惡報。 
如果能好好守戒的話，所得的福德便會帶來歡喜，對於犯戒則是時時心懷戒慎恐

懼，深怕犯了戒而遭受惡果；這樣的話，就能夠斷除三界的煩惱，接近於解脫的涅槃。」 

當比丘尼說完這些偈頌之後，就現出佛身相好光明。沙門看到之後非常惶恐，毛髮

都豎立起來了，趕緊向佛頂禮，懺悔自己的過失，對佛說：「弟子真是愚癡無知啊！違

背了佛的教法，既然罪業已經造成無法回復了，該怎麼辦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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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世尊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如果以前放逸懈怠，之後能夠克制自己不再造惡，這樣的決心與勇氣，足以照亮

世間；應該堅定這樣的心念，再以正念、禪定來攝心才對。 

如果犯了過失造了惡業，之後改邪歸正，努力修善，這樣子止惡行善，足以照亮世

間；應當經常憶念善法才對。 

少壯捨家，精進地依著佛的教導而修學，這樣子捨離凡情、精進向佛道，足以照亮

世間，就像是烏雲消散，明月朗照晴空一樣。 

人如果以前造惡，之後能夠停止、不再違犯，這樣子知過能改，足以照亮世間，就

像是烏雲消散，明月朗照晴空一樣。」 

這位比丘聽了世尊這段偈頌之後，煩惱立刻消除，貪欲止息，恭敬地向佛頂禮，便

回到樹下修學數息觀的六法：數、隨、止、觀、還、淨，最後這位比丘得道，證得了阿

羅漢果。 

這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一般人喜歡指責別人，但是卻很少反省自己的

過失。其實像佛所化現的比丘尼她要卸妝很容易啊；同樣地，外表的髒東西要去除比較

簡單，但是內心的污垢要斷除，那就比較困難。 

另外，這故事告訴我們：要知過能改，不要只是憂悔過去所造的惡業，更要積極地

改過，而且不要再犯。就像龍樹菩薩在《十住毘婆沙論》裡面有一個很好的譬喻，「已

生惡令速斷，猶如除毒蛇」，我們已經知道自己身口意的惡，要趕快斷除，就好像被毒

蛇咬了要趕快處置一樣，再慢慢來就沒命了。不但是要斷惡，在這個惡將生未生、將起

未起的時候，也能夠預先防範，所以，「未生惡令不生，如預斷流水」；就好像預防洪水

氾濫一樣，事先就要做好周全的準備，不要等到洪水氾濫成災，再要搶救就已經來不及

了。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法句譬喻經》卷 1〈10 放逸品〉（大正 4，584a4-b9）： 

昔佛在世，時有五百賈客1從海中出，大持七寶還歸本國，經歷深山為惡鬼所迷不能得

出，糧食乏盡2窮頓3困厄4遂皆餓死，所齎5寶貨散在山間。 

                                                       
1 賈客：商人。（《漢語大詞典（十）》，p.192） 
2 乏盡：竭盡。（《漢語大詞典（一）》，p.645） 
3 頓：9.疲勞，乏力。（《漢語大詞典（十二）》，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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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沙門6在山中學7，見其如此便起想念8：「吾勤苦學道積9已七年，不能得道又復貧窮

無以自濟10。此寶物無主，取之持歸用立門戶11。」於是下山拾取寶物，藏著12一處訖便

出山，求呼兄弟負13馳14持歸。 

方到道半，佛念比丘應當得度，佛便化作一比丘尼，剃頭法服，莊15面畫眉金銀瓔珞16，

隨17谷入山。道逢沙門，頭面作禮問訊18起居19。 

道人呵20比丘尼曰：「為道21之法應得爾不？剃頭著法衣，云何復莊面畫眉瓔珞身體也？」 

比丘尼答曰：「沙門之法為應爾不？辭親學道山居22靜志23，云何復取非其財物，貪欲忘

                                                                                                                                                                         
4 困厄：困苦危難。（《漢語大詞典（三）》，p.620） 
5 齎（ㄐㄧ）：3.攜帶。（《漢語大詞典（十二）》，p.1442） 
6 沙門：梵語 śramana，巴利語 samana。意譯勤勞、功勞、劬勞、勤懇、靜志、淨志、勤息、

貧道。為出家者之總稱，通於內、外二道。亦即指剃除鬚髮，止息諸惡，善調身心，勤行諸

善，期以行趣涅槃之出家修道者。（《佛光大辭典（三）》，p.2972.2） 
7 學＋（道）【宋】【元】【明】。（大正 4，584d，n.5） 
8 想念：2.念頭，想法。（《漢語大詞典（七）》，p.607） 
9 積：6.留滯。12.經過。 漢  劉向 《說苑‧臣術》：“ 翟黃 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

三十歲故至於此。’” （《漢語大詞典（八）》，p.128） 
10 自濟：2.猶自給。（《漢語大詞典（八）》，p.1337） 
11 門戶：6.家庭，戶口。《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十二‧隴西行》：“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北

齊  顏之推 《顏氏家訓‧後娶》：“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 王利器 集解：“門戶，猶今言家庭。（《漢語大詞典（十二）》，p.4） 
12 著（ㄓㄨㄛˊ）：4.放置，安放。（《漢語大詞典（九）》，p.430） 
13 負：1.以背載物。（《漢語大詞典（十）》，p.62） 
14（1）馳＝駄【宋】【元】【明】【聖】。（大正 4，584d，n.8） 

（2）馳（ㄊㄨㄛˊ）：同“ 駝 1 ”。（《漢語大詞典（十二）》，p.801） 
（3）駝：3.通“ 馱 ”。背負，馱負。（《漢語大詞典（十二）》，p.822） 
（4）駄（ㄊㄨㄛˊ）：同“馱”。《類篇‧馬部》：“駄，馬畜負物也。”（《漢語大字典（七）》，

p.4543） 
（5）負馱：以驢、馬等牲畜馱載東西。（《漢語大詞典（十）》，p.74） 

15（1）㽵＝粧【宋】＊【元】＊【明】＊。（大正 4，584d，n.10） 
（2）㽵：同“莊”。（《漢語大字典（四）》，p.2660） 
（3）莊：4.裝飾。（《漢語大詞典（九）》，p.424） 

16 瓔珞：纓絡。用珠玉穿成的裝飾物。多用作頸飾。（《漢語大詞典（四）》，p.655） 
17 隨：4.沿著，順著。（《漢語大詞典（十一）》，p.1102） 
18 問訊：敬禮法之一。即向師長、尊上合掌曲躬而請問其起起居安否。大智度論卷十，載有二

種問訊法，若言是否少惱少患，稱為問訊身；若言安樂否，稱為問訊心。至後世之問訊，僅

為合掌低頭。（《佛光大辭典（五）》，p.4412.1） 
19 起居：1.舉動，行動。《禮記‧儒行》：“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鄭

玄 注：“起居，猶舉事動作。”2.指飲食寢興等一切日常生活狀況。8.問安，問好。（《漢

語大詞典（九）》，p.1095） 
20 呵（ㄏㄜ）：1.責罵，喝斥。（《漢語大詞典（三）》，p.254） 
21 為道：1.猶言修道。（《漢語大詞典（六）》，p.1111） 
22 山居：1.居住於山中。（《漢語大詞典（三）》，p.777） 
23 靜志：使心神安定、平靜。（《漢語大詞典（十一）》，p.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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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快心24放意25？不計無常，生世26如寄27，罪報延長28。」 

於是比丘尼為說偈言： 
「比丘謹慎戒，放逸多憂愆29，變30諍31小致大，積惡入火焚。32 

 守戒福致喜，犯戒有懼心，能斷三界33漏34，此乃近涅槃35。36」 

是時比丘尼說此偈已，為現佛身相好光明。沙門見之悚然37毛竪38，稽首佛足悔過自陳39：

                                                       
24 快心：2.恣意行事，只圖痛快。（《漢語大詞典（七）》，p.436） 
25 放意：1.縱情，恣意。（《漢語大詞典（五）》，p.418） 
26 生世：1.活在世上。（《漢語大詞典（七）》，p.1491） 
27 如寄：好像暫時寄居。比喻時間短促。（《漢語大詞典（四）》，p.274） 
28 延長：1.綿延久長。（《漢語大詞典（二）》，p.900） 
29（1）𠎝＝患【宋】【元】【明】。（大正 4，584d，n.13） 

（2）𠎝（ㄑㄧㄢ）：同“愆”。（《漢語大字典（四）》，p.216） 
（3）愆（ㄑㄧㄢ）：1.罪過，過失。（《漢語大詞典（七）》，p.628） 

30（1）變：11.通“ 辯 ”。爭辯，辯論。參見“ 變爭 ”。（《漢語大詞典（五）》，p.526） 
（2）變爭：爭辯。變，通“ 辯 ”。 三國  魏  嵇康 《家誡》：“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

在，慎勿預也。” 戴明揚 校注：“變借為辯。《廣雅》：辯，變也。”（《漢語大詞典（五）》，

p.528） 
31（1）諍（ㄓㄥ）：1.通“ 爭 ”。爭訟，爭論。”2.通“ 爭 ”。爭奪，爭競。（《漢語大詞典（十

一）》，p.198） 
（2）功德施菩薩造，唐 地婆訶羅等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卷 1：「諍者

是何？所謂煩惱。離彼煩惱名無諍定，須菩提住於此定，障及諍皆不與俱故，隨俗言無

諍，行無諍行也。」（大正 25，890a6-8) 
（3）《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9：「諍有三：一、煩惱諍，二、蘊諍，三、鬪諍。煩惱諍

者謂百八煩惱，蘊諍者謂死，鬪諍者謂諸有情互相陵辱、言語相違。」（大正 27，899a22-24) 
32（1）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愆，變諍小致大，積惡入火

焰
※
。」（大正 4，562c17-18) 

 ※焰＝焚【宋】【元】【明】【聖】。（大正 4，562d，n.35） 
（2）參見《出曜經》卷 7〈5 放逸品〉：「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愆，戀

※
諍小致大，積惡入火

焚。」（大正 4，647b2-3) 
※戀＝變【宋】＊【元】＊【明】＊。（大正 4，647d，n.4） 

33 三界：梵語 trayo dhātavah，巴利語 tisso dhātuyo。指眾生所居之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乃

迷妄之有情在生滅變化中流轉，依其境界所分之三階級；係迷於生死輪迴等生存界（即有）

之分類，故稱作三有生死，或單稱三有。又三界迷苦之領域如大海之無邊際，故又稱苦界、

苦海。（《佛光大辭典（一）》，p.584.3） 
34 漏：梵語 āsrava，巴利語 āsava。流注漏泄之意，煩惱之異稱。謂眾生因為煩惱，常由眼耳

等六根門漏泄過患，又於生死中流轉三界，故此煩惱，稱為漏。（《佛光大辭典（五）》，

p.5825.5） 
35 涅槃：1.佛教語。梵語的音譯。舊譯“泥亙”、“泥洹”。意譯“滅”、“滅度”、“寂滅”、“圓寂”等。

是佛教全部修習所要達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熄滅生死輪回後的境界。（《漢語大詞典（五）》，

p.1210） 
36 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守戒福致善

※
，犯戒有懼心，能斷三界漏，此乃近泥洹。」

（大正 4，562c19-20) 
※善＝喜【元】【明】。（大正 4，562d，n.36） 

37 悚（ㄙㄨㄥˇ）然：1.惶恐不安貌。2.直豎貌。3.肅然恭敬貌。（《漢語大詞典（七）》，p.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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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迷謬40違犯正教，往而不返，其將奈何？」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若前放逸，後能自禁41，是照世間，念定其宜。42 
  過失為惡，追43覆44以善，是照世間，念善其宜。45 
  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46 
 人前為惡，後止不犯，是照世間，如月雲消。47」 

於是比丘重聞此偈結48解貪止，稽首佛足還到樹下，數息、相隨、止、觀、還、淨49，

                                                                                                                                                                         
38（1）竪：同“豎”。（《漢語大字典（四）》，p.2712） 

（2）豎（ㄕㄨˋ）：1.直立。（《漢語大詞典（九）》，p.1346） 
39 自陳：自己陳述。（《漢語大詞典（八）》，p.1325） 
40 迷謬：1.迷惑謬誤。（《漢語大詞典（十）》，p.824） 
41 自禁：猶自制。自己克制自己。（《漢語大詞典（八）》，p.1331） 
42 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若前放逸，後能自禁，是炤

※
世間，念定其宜。」（大正

4，562c21-22) 
※炤＝照【宋】＊【元】＊【明】＊。（大正 4，562d，n.39） 

43 追：7.補救，挽回。（《漢語大詞典（十）》，p.780） 
44 覆：2.翻轉。7.廣施，遍及。13.反，相反。（《漢語大詞典（八）》，p.765） 
45 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過失為惡，追覆以善，是炤

※
世間，念善其宜。」（大正

4，562c22-23) 
※炤＝照【宋】＊【元】＊【明】＊。（大正 4，562d，n.39-1） 

46 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少壯
※
捨家，盛修佛教，是炤

※
世間，如月雲消。」（大

正 4，562c23-24) 
※案：《大正藏》原作「莊」，今依《高麗藏》作「壯」（第 30 冊，564c15）。  
※炤＝照【宋】＊【元】＊【明】＊。（大正 4，562d，n.39-2） 

47 參見《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人前為惡，後止不犯，是炤※世間，如月雲消。」（大正

4，562c25-26) 
※炤＝照【宋】＊【元】＊【明】＊。（大正 4，562d，n.39-3） 

48 結：梵語 bandhana 或 saṃyojana。又作結使。即使煩惱。結，為繫縛之義；蓋煩惱繫縛眾生

於迷境，令不出離生死之苦，故有此異稱。（《佛光大辭典（六）》，p.5179.2） 
49（1）參見《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1：「安般守意有十黠：謂數息、相隨、止、觀、還、淨、

四諦。」（大正 15，164a13-14) 
（2）參見《雜阿毘曇心論》卷 8〈8 修多羅品〉： 

六因緣得六種安般念，所謂數、隨、止、觀、還、淨。 
數者，修行者巧便繫念數出入息，無一出入息而不覺知。若心亂者，或時減數，或時增

數，或時亂數。減數者以二為一；增數者以一為二；亂數者出作入想、入作出想；心不

亂者名為等數，五出息、五入息，此名十數。若修行者數時於十中間心亂者，還從一數

起。若十數滿已，若亂不亂，要還從一起。畏心散故不過十，畏心聚故不減十。於上無

未曾數故。 
隨者，出入息去無所行，而隨為長為短耶？為遍身耶？為在一處耶？入為遠為近？齊何

轉還耶？ 
止者，隨心所樂於身一分，繫心令住而觀察之，彼息於身為益、為損、為冷、為暖，如

是等。 
觀者，修習極修習，如憶自己名，隨其所欲而現在前。 
還者，若依欲覺者少行，依出離覺者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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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住毘婆沙論》卷 15〈30 大乘品〉（大正 26，106 c17-20）： 

「斷已生惡法，猶如除毒蛇。 
 斷未生惡法，如預斷流水。 
 增長於善法，如溉甘果栽。 
 未生善為生，如攢木出火。」 

                                                                                                                                                                         
淨者，淨諸蓋。彼修行者於出入息作一想，觀身如竹筒，觀息如穿珠。出入息不動，於

身不發身識，是名安般念成。（大正 28，934a23-b12) 
（3）案：「數息、相隨、止、觀、還、淨」即後來中國天台宗所說的「六妙門」。 
（4）六妙門：為天台宗所立。妙，指涅槃；入於涅槃之法門有六，故稱六妙門。此處特指六

種禪觀，即：(一)數息門，數息（從一至十）攝心，為入定之要法，故為第一妙門。(二)
隨息門，隨息之出入而不計其數，如此則禪定自易引發，故為第二妙門。(三)止門，心

止而諸禪自發，故為第三妙門。(四)觀門，觀五陰之虛妄，破種種顛倒妄見，則無漏之

方便智可因此開發，故為第四妙門。(五)還門，收心還照，知能觀之心非實，則我執自

亡，無漏之方便智自然而朗，故為第五妙門。(六)淨門，心無住著，泯然清淨，則真明

之無漏智因此而發，自然斷惑證真，故為第六妙門。六妙門中，前三門屬定，後三門屬

慧，依此定、慧，即可獲得真正之菩提。(《佛光大辭典(二) 》p.1265.2 ~ p.1265.3) 
（5）參見《法界次第初門》卷 1： 

一、數息門：攝心在息，從一至十，名之為數。行者為修無漏真法，先須調心入定。欲

界麁散難攝，非數不治，故須善調身息。從一至十，則麁亂靜息，心神停住，是為

入定之要。故以數息為妙門也。 
二、隨息門：細心依息，知入知出，故曰為隨。行者雖因數息心住而禪定未發，若猶存

數則心有起念之失，故須放數修隨心依於息。入時知入，出時知出，長短冷暖，皆

悉知之。若心安明淨，因是則諸禪自發。故以隨為門也。 
三、止門：息心靜慮，名之為止。行者雖因隨息心安明淨，而定猶未發。若心依隨，則

微有起想之亂。澄渟安隱，莫若於止，故捨隨修止，是中多用凝心止也。凝心寂慮，

心無波動，則諸禪定自然開發。故以止為門。 
四、觀門：分別推析之，心名為觀。行者雖因止證諸禪定，而解慧未發。若住定心，則

有無明味著之乖，故須推尋、檢析所證禪定，是中多用實觀四念處也。若觀心分明，

則知五眾虛誑，破四顛倒及我等十六知見。顛倒既無，無漏方便因此開發。故以觀

為門。 
五、還門轉：心反照，名之為還。行者雖修觀照，而真明未發。若計有我能觀析破於顛

倒，則計我之惑，還附觀而生，同於外道。故云是諸外道計著觀空智慧，不得解脫。

若覺此患，即當轉心反照能觀之心。若知能觀之心虛誑無實，即附觀執我之倒自亡，

因是無漏方便自然而朗。故以還為門。 
六、淨門心：無所依，妄波不起，名之為淨。行者修還之時，雖能破觀之倒，若真明未

發而住無能所，即是受念，故令心智穢濁。覺知此已，不住不著，泯然清淨，因此

真明開發，即斷三界結使，證三乘道。故云其清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以淨為

門，意在此也。（大正 46，673a25-b29) 
50 道果：道，菩提；果，涅槃。由菩提之道而證涅槃之果，故稱道果。（《佛光大辭典（六）》，

p.56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