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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應當勤斷貪欲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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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頁下欄到 307 頁中欄。 

經上說：「最嚴重的狂亂放逸莫過於貪欲，所以應當精進斷除貪欲。」 

  曾聽說，世尊過去修行菩薩道時，當時世間沒有三寶，沒有佛及聖賢出現在世間。 

那時，有一位國王名叫光明，他騎乘一頭已經被調順的大象出遊，有許多前導與後

衛及唱歌、跳舞的藝人伴隨著，來到了山裡崎嶇危險的地方。 

  國王所騎乘的公象遠遠地看到了一頭母象，公象突然生起強烈的淫欲心，於是大聲

吼叫，狂亂奔跑，就像是狂風吹起的烏雲，顧不得山勢的陡峭險峻，只想朝母象的方向

狂奔而去。 

  調象師想盡辦法，用各種鐵鉤猛力擊打公象，但也無法讓牠停下來。 

  那時候光明王非常驚慌恐懼，心想：使用鐵鉤猛力地痛擊也阻止不了公象，就像是

頑惡的弟子不能順從師長的教誨。 

  公象更加急速地向前狂奔，國王既驚慌又恐懼，心中生起極大的苦惱，心想這次必

死無疑了，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坐在象背上的我感到天旋地轉，彷彿看見天空都在震動，四面八方也快速地動

搖，所有的東西都撲向我而來；又看見大地都在旋轉，就好像車輪滾動一般。 

這頭象急速地狂奔，而我好像看到整座山在快速地移動，就如所有的山都跟著在山

谷、溪澗、河流中奔跑。 

沿途的樹枝割傷了我的身體，本王感到非常恐怖苦惱，發願請求山神，保佑我平安

無事。 

雖然用鐵鉤猛力重擊大象的身體，但牠卻因為淫欲心非常熾盛而不覺得痛苦，大象

奔跑得更為急速，如同一陣風暴。 

荊棘鉤傷了我的身體，又被山中的落石砸傷，我的頭髮蓬鬆散亂，身上沾滿了灰塵

泥土非常骯髒，連衣服也都破碎散落了，瓔珞和玉環等裝飾寶物都破碎而掉到地上。」 

  這時，大王對調象師說：「看來，我這條命恐怕是保不住了！」又說了一段偈頌，

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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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務必要用各種方法，控制住這頭大象讓牠停下來，如今我的性命就像懸吊在秤

上，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隨時都可能墮地而死。」 

  這時候，調象師已經使盡力氣打擊大象，但還是不能控制住牠，調象師不斷地嘆氣，

感到非常羞愧，眼中充滿了淚水，低下頭不敢直視國王，對國王說：「大王！我現在該

怎麼辦呢？」調象師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我已經盡力誦持古仙人曾經說過的象呪（調象的咒語），並且以鐵鉤重擊的力氣

都已經用盡了，卻仍然無法控制這頭大象。 

就像是人將要死亡時，即使用盡各種呪術及妙藥，但病情實在太嚴重了，超過了限

度，必死無疑，即使用各種靈丹妙藥也救不了。」 

  國王對調象師說：「我們現在落到這個地步，該怎麼辦才好呢？」 

  調象師對國王說：「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試著抓住沿途的樹幹。」 

  國王一聽，馬上伸出手使勁地攀住樹幹，公象則繼續狂奔追逐母象而去。 

  公象離開之後，隨從的軍隊人馬才到達國王的地方，光明王便慢慢地走回軍隊中。 

  後來，調象師追尋著公象的足跡，經過了很多天，終於找到公象便帶回軍隊中。 

  那時，光明王在大眾中，調象師騎著公象走到國王面前，國王非常生氣，對他說：

「之前你不是說這頭象已經被調伏，非常溫馴可以騎乘，為什麼以這頭發狂的大象來欺

騙我呢？」 

  調象師合掌對國王說：「這頭象確實已經調伏柔順，國王如果您不相信的話，我現

在當場展現這頭象調伏柔順的樣子，您就知道了。」 

  於是，調象師拿起燒得紅透的鐵丸放到大象面前，命令大象把熱鐵丸吞下去。 

  可是，國王還是無法接受，仍質疑地問調象師：「你不是說象已經調伏柔順了嗎？

可是為什麼還會忽然發狂而無法控制？」 

調象師長跪合掌對國王說：「像這樣地狂亂放逸，是我沒辦法控制的（我可以控制

大象的身，可是我無法控制大象的心）。」 

國王聽了就問調象師：「是什麼問題，竟然連你都沒辦法調伏？」 

調象師便對國王說：「公象因為強烈的貪欲困住了牠的心，這不是我能對治的。大

王要知道！這種病就算以棍棒鐵鉤再猛烈地毒打也治不好；人起了貪欲，殘壞我們的心

也是這樣子。」於是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貪欲就像是心中的毒箭，也不知是從哪裡生出來的？是什麼原因貪欲會不斷地增

長、擴大？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除滅？（貪欲從哪裡生？為什麼會擴大？要如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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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把它除滅？）」 

國王聽到調象師說貪欲沒辦法治療，就問他：「這種貪欲病真的沒辦法對治嗎？」 

調象師回答：「貪欲這種病是無法治療的，誰患了這種病，只能捨棄他了，不再加

以治療（只能捨棄這個病人，不再加以療治）。」調象師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應當運用各種善巧方便，努力精進修學斷除貪欲的方法；但是貪欲如無底洞，不

知趣向什麼地方，雖然很努力地想要斷除貪欲，但往往還是會退墮下來。 

（有的人想）捨棄色、聲、香、味、觸等五欲，出家修苦行，為了斷除貪欲煩惱，

應當精勤修道。 

有的人則放縱五欲，自以為滿足了欲望之後，貪欲自然會斷除。藉著各種方法，想

要遠離貪欲。 

（像這樣，有的修苦行，有的修樂行，）到處都有人嘗試想要拔除貪欲的根本，可

是貪欲就像叢林一樣，實在難以拔除乾淨啊！ 

人、天、阿修羅、夜叉、乾闥婆，一切有情眾生，微細的貪欲心就像羅網一樣，牢

牢地綑綁住所有的眾生，輪轉在欲有、色有、無色有的叢林中，沒有辦法脫離。」 

國王聽說貪欲不可斷除，覺得非常驚奇疑惑，隨即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真的沒有方法能斷除貪欲這個怨敵嗎？人、天之中，難道真的沒有任何人能除滅

貪欲嗎？」 

這時，調象師對國王說：「我展轉從別人那兒聽到，只有佛、世尊、三界的大導師

具有大慈悲心，視一切眾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佛的身體就如同真金一般閃閃發光，

具有三十二相清淨莊嚴；佛能任運自在地證得自然智（也就是一切種智），透徹理解貪

欲的生起、除滅的因緣，佛具有無礙心，悲愍一切眾生，佛可以幫助眾生斷除貪欲。」 

這時，國王聽到了佛的名號，立刻起身合掌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大眾面前發大

誓願：「我要以正法保護國土及人民，並且捨財布施，願以此功德，使我未來必得成佛，

能斷除眾生貪欲的過患。」 

是由於什麼因緣而說這件事呢？因為眾生不瞭解貪欲的因緣及對治貪欲的方法，所

以說了這部經。 

這部經在《賢愚經》卷 3，也就是《大正藏》第 4 冊 372 頁上欄到 373 頁的上欄，

也有類似的內容。 

在《賢愚經》裡面說到這位光明王其實就是釋尊，而這位調象師就是舍利弗，師徒

曾經有過這樣的因緣。 

這一則故事是告訴我們貪欲有許多過患，不要貪求五欲。 



佛典故事                                     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應當勤斷貪欲 

4 

《大智度論》說： 

「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貪著五欲就好像拿個火把逆風而行，結果火卻燒了自

己。 

另外，貪求五欲就好像舔刀口上的蜜，雖然只有一點點甜味，卻不知不覺地傷了舌

頭，「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 

另外又說，我們貪求五欲，求不到很痛苦；得到的時候，卻又很恐懼、苦惱隨時都

可能再失去；失去的時候又很懊惱。甚至有的人為了貪欲而失去了寶貴的性命，就

好像飛蛾撲火一樣。 

《大智度論》也提到對治貪欲的方法，有幾種值得我們參考： 

第一個就是修禪定樂，禪定樂可以對治五欲的樂。 

第二、就是修不淨觀。 

再來，經常觀老病死無常，修無常觀。 

再來，就是好樂善法。因為好樂善法，對於這五欲的貪求可以減低。 

另外，就是觀空，證得實相。 

這些都可以對治貪欲。 

我們大家一起共勉！ 

 

 

※經典原文 

一、《大莊嚴論經》卷 9（53）（大正 4，306c7-307b28）： 

復次，狂逸1之甚莫過貪欲2，是故應當勤斷貪欲。 

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 

爾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3象出行4遊觀5，前後導從6歌舞唱妓7，往到山所嶮難8之

                                                       
1 狂逸：2.狂放不羈。（《漢語大詞典》（五），p.19） 
2 貪欲：亦作“貪慾”。2.貪得無厭的欲望。（《漢語大詞典》（十），p.107） 
3 調順：2.和順。（《漢語大詞典》（十一），p.307） 
4 出行：出外行遠。（《漢語大詞典》（二），p.480） 
5 遊觀：遊逛觀覽。（《漢語大詞典》（十），p.1060） 
6 導從：1.古時帝王、貴族、官僚出行時，前驅者稱導，後隨者稱從，因謂之導從。2.泛指前導

與後衛。（《漢語大詞典》（二），p.1307） 
7 妓：1.歌舞女藝人。2.指歌舞。（《漢語大詞典》（四），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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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王所乘象遙見牸9象，欲心熾盛哮吼10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赴11不避險岨12。 

時調象師種種鉤𣃆13不能令住。 

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𣃆不能禁制14，如惡弟子不隨順師。 

象去遂15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迅速挩16諸方17，皆悉而來聚；普見如輪動，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18澗19中河。 

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神，使我得安全。 

鈎𣃆傷身體，欲盛不覺苦，象走轉更疾，喻如於暴風20。 

棘刺21鈎𣃆身，并22被山石傷，頭髮皆蓬亂23，塵土極坌24污， 

衣服復散解25，瓔珞及環26玔27，破落悉墮地。」 

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低昂28墮死處。」 

爾時，象師盡力鉤𣃆不能禁制，數數29歎息，顏色30慚恥31，淚下盈目，䫌32面避王不忍

                                                                                                                                                                         
8 嶮難：險阻。（《漢語大詞典》（三），p.870）  
9 牸（ㄗˋ）：3.泛指雌性牲畜或獸類。（《漢語大詞典》（六），p.268） 
10 哮吼：1.野獸吼叫。（《漢語大詞典》（三），p.352） 
11 奔赴：2.謂急急忙忙奔向目的地。（《漢語大詞典》（二），p.1517） 
12 岨（ㄗㄨˇ）：同“阻 1”。1.險要。（《漢語大詞典》（三），p.806） 
13（1）𣃆（ㄓㄨㄛˊ）：同「斲」。（《漢語大字典》（三），p.2027） 

（2）斲（ㄓㄨㄛˊ）：5.擊。（《漢語大詞典》（六），p.1082） 
14 禁制：控制；約束。（《漢語大詞典》（七），p.924） 
15 遂：23.副詞。於是；就。24.副詞。竟然。（《漢語大詞典》（十），p.1087） 
16（1）挩＝逭【宋】【元】【明】。（大正 4，306d，n.8） 

（2）挩（一ㄢˇ）：同「抁」。《集韻．上聲．獮韻》：「抁，動也，揣也。或從兌。」《教育部

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yitib/frb/frb01300.htm 
（3）抁（一ㄢˇ）：搖動。《玉篇‧手部》：“抁，動也，搖也。”（《漢語大詞典》（六），p.426） 
（4）逭（ㄏㄨㄢˋ）：5.周轉。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今謂物轉於地，人在地轉，皆逭。」

（《漢語大字典》（六），p.3853） 
17 諸方：3.別的方位；別的地方。（《漢語大詞典》（十一），p.267） 
18 巖谷：亦作“嵒谷”。猶山谷。（《漢語大詞典》（三），p.879） 
19 澗（ㄐㄧㄢˋ）：1.兩山間的水溝。2.泛指澗谷、山谷。（《漢語大詞典》（六），p.149） 
20 暴風：大而急的風。（《漢語大詞典》（五），p.825） 
21 棘刺：1.荊棘芒刺。（《漢語大詞典》（四），p.1105） 
22 并：3.並且。（《漢語大詞典》（二），p.80） 
23 蓬亂：猶亂蓬蓬。形容鬚髮或草木凌亂。（《漢語大詞典》（九），p.513） 
24 坌（ㄅㄣˋ）：3.塵埃等粉狀物粘著於他物。（《漢語大詞典》（二），p.1055） 
25 散解：1.散落。（《漢語大詞典》（二），p.482） 
26 環：1.璧的一種。圓圈形的玉器。（《漢語大詞典》（四），p.635） 
27 玔（ㄔㄨㄢˋ）：玉環。（《漢語大字典》（二），p.1102） 
28 低昂：2.高低，高下。（《漢語大詞典》（一），p.1271） 
29 數數（ㄕㄨㄛˋㄕㄨㄛˋ）：2.屢次；常常。（《漢語大詞典》（五），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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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古仙之所說，鉤𣃆勢力盡，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越度33必至死，良藥所不救。」 

爾時，大王語象師言：「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 

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 

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牸象。 

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34還向軍中。 

爾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 

時王在大眾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

此狂象而欺於我？」 

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 

爾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吞丸。35 

時王不聽36，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 

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 

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 

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37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𣃆所不能

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因何得增廣38？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 

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39，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30 顏色：1.面容；面色。2.表情；神色。（《漢語大詞典》（十二），p.337） 
31 慚恥：羞恥。（《漢語大詞典》（七），p.703） 
32 䫌（ㄆㄧˇ）：頭傾斜。《說文‧頁部》：「傾首也。」（《漢語大字典》（七），p.4378） 
33 越度：2.超過適當的限度。（《漢語大詞典》（九），p.1113） 
34 徐步：緩慢步行。（《漢語大詞典》（三），p.980） 
35 參見《賢愚經》卷 3〈20 貧女難陀品〉： 

象師即便作相告象：「吞此鐵丸，若不吞者，當以鐵鉤斵裂汝腦。」象知其心，即自思惟：「我

寧吞此熱丸而死，實不堪忍被鐵鉤死，如人俱死，寧受絞死不樂燒殺。」屈膝向王，垂淚望

救。王意怒盛，覩已餘視。散闍告象：「汝今何以不吞此丸？」時象四顧，念是眾中，乃無有

能救我命者，以手取丸，置口吞之，入腹焦爛，直過而死，如金剛杵打玻[王*(黍-禾+利)]山，

鐵丸墮地，猶故熱赤。時會見已，莫不悲泣。（大正 4，372c9-18） 
36 聽：2.聽從，接受。（《漢語大詞典》（八），p.712） 
37 病：9.禍害。（《漢語大詞典》（八），p.289） 
38 增廣：1.增加，擴大。（《漢語大詞典》（二），p.1224） 
39 擁護：1.扶助，保護。（《漢語大詞典》（六），p.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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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不知其至趣40，懷精勤退還41。 

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為斷欲結42故，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43五欲，言道足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林難可拔。 

人天44阿脩羅，夜叉鳩槃茶45，一切有生46類，微細心欲羂47， 

繫縛諸眾生，迴轉有林中，無由48能自拔49。」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50，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怨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 

爾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眾生悉皆如

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51，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52，

悲愍一切。」 

                                                       
40 趣（ㄑㄩ）：1.趨向；歸向。（《漢語大詞典》（九），p.1142） 
41 退還：1.退回；返回。（《漢語大詞典》（十），p.844） 
42 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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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恣（ㄗˋ）：1.放縱；放肆。（《漢語大詞典》（七），p.505） 
44 人天：指人界及天界，係六道、十界中之二界，皆為迷妄之界。（《佛光大辭典》（一），p.254.1） 
45（1）案：鳩槃茶，即「乾闥婆」，又作尋香神、樂神。 

（2）乾闥婆：梵語 gandharva，巴利語 gandhabba。又作健達縛、犍闥婆、彥達婆、乾沓婆、

乾沓和、巘沓縛。意譯為食香、尋香行、香陰、香神、尋香主。指與緊那羅同奉侍帝釋

天而司奏雅樂之神。又作尋香神、樂神、執樂天。八部眾之一。（《佛光大辭典》（五），

p.4371.2） 
46 有生：2.有生命者。（《漢語大詞典》（六），p.1146） 
47（1）羂：同罥（ㄐㄩㄢˋ）。（《漢語大字典》（四），p.2927） 

（2）罥：1.捕取鳥獸的網。（《漢語大詞典》（八），p.1021） 
48 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漢語大詞典》（七），p.105） 
49 自拔：謂主動擺脫痛苦或罪惡的境地。（《漢語大詞典》（八），p.1315） 
50 怪惑：驚奇疑惑。（《漢語大詞典》（七），p.486） 
51（1）隋 吉藏撰，《中觀論疏》卷 5〈7 三相品〉：「任運而知謂自然智，不從師得即無師智。」

（大正 42，85a8-9） 
（2）自然智：梵語 svayambhū-jñāna。指諸佛不藉功用，自然而生之一切種智。又作自然智慧。

（《佛光大辭典》（三），p.2532.3） 
52（1）參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13〈19 真如品〉：「當於一切有情起無礙心，不應起有礙

心；當於一切有情以無礙心與語，不應以有礙心與語。」（大正 7，623c6-8） 
（2）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4 入法界品〉：「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故；大慈心，

安樂一切眾生故；無疲倦心，滅一切眾生諸苦惱故；饒益心，滅一切眾生不善法故；無

畏心，除滅一切諸惱害故；無礙心，滅一切障故；廣大心，充滿一切法界故；無邊心，

等虛空界故；廣心，見一切如來故；清淨心，於三世法智不違故；智心，究竟一切智海

故。」（大正 9，690c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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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53，於大眾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

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眾生貪欲之患。」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眾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54故，說是修多羅55。 

 
二、參見《賢愚經》卷 3（21）〈大光明王始發道心緣品〉（大正 4，372a2-373a18）。 

三、貪欲之過患，參見《大智度論》卷 17（大正 25，181a16-b9）： 

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為大苦；如蜜塗刀，舐56者

貪甜，不知傷舌。…… 

諸欲得無厭，失之為大苦；未得願欲得，得之為所惱。 

諸欲樂甚少，憂苦毒甚多，為之失身命，如蛾赴燈火！ 

四、對治貪欲之方法，參見《大智度論》卷 17（大正 25，184a13-24）： 

諸欲患如是，以何當捨之？得諸禪定樂，則不為所欺。 

欲樂著無厭，以何能滅除？若得不淨觀，此心自然無。 

著欲不自覺，以何悟其心？當觀老病死，爾乃出四淵。 

諸欲難放捨，何以能遠之？若能樂善法，此欲自然息。 

諸欲難可解，何以能釋之？觀身得實相，則不為所縛。 

如是諸觀法，能滅諸欲火；譬如大澍雨，野火無在者57！ 

                                                       
53（1）敷（ㄈㄨ）：7.生長，開放。（《漢語大字典》（二），p. 1473）  

（2）敷英：開放的花朵。（《漢語大詞典》（五），p. 504） 
54 對治：2.原為佛教語。謂斷煩惱。（《漢語大詞典》（二），p.1298） 
55 修多羅：梵語音譯，指佛教經典。也寫作“修妒路”、“蘇怛囉”、“修單蘭多”。（《漢語

大詞典》（一），p.1373） 
56 舐（ㄕˋ）：以舌舔物。（《漢語大詞典》（八），p.1085） 
57 在者＝不滅【宋】【元】【明】。（大正 25，184d，n.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