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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龍比丘之因緣（之一）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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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在《大正

藏》第 23 冊 857 頁上欄到 859 頁上欄。 

  過去，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在憍閃毘失收摩羅山下有許多聚落。有一位長

者名叫浮圖，非常富有，財富眾多、衣食豐足。浮圖長者娶妻不久之後，便生下一個可

愛的女兒，相貌端正，每個人都很喜歡看到她。女孩長大後，就嫁給給孤獨長者的兒子

作為妻子。 

  不久之後，浮圖長者又生了一個小男孩，容貌儀態非常可愛。小男孩剛生下的那一

天，他的父親一看到就很歡喜，高呼：「善來！善來！」（意思就是來得很好。）所以，

那時親戚朋友之間也就稱呼這個小孩叫「善來」。 

  但由於這個小孩的福德微薄，所有的家產一天一天地消耗散盡，甚至父母雙亡，導

致他投靠無門，到處流浪。這時，大家看到小孩的命運居然變成這樣，就改口叫他「惡

來」。惡來整天和乞丐在一起，靠著乞討維生。當時有一個人，是惡來父親的老朋友，

看到惡來這麼貧苦，就給他一文金錢，讓惡來添購衣服、食物。 

  惡來無依無靠就離開了故鄉，漸漸地走到了舍衛城。惡來的姐姐有一位貼身的婢

女，看見惡來，認得他，於是趕緊回家告訴主人：「我剛剛外出，遇到了惡來，他看起

來非常貧困潦倒！」 

  惡來的姊姊聽了非常地不忍心，於是派人帶著幾匹白布和金錢，想要幫助惡來解決

困境。沒想到，由於惡來的福德太過微薄，這些白布和金錢竟然都被盜賊偷走了。 

  他的姊姊聽到這件事之後，很感嘆地說：「如此惡業深重、福德淺薄的人，我真不

知如何幫助他？」於是便放棄了惡來，從此再也不聞不問。 

  當時，給孤獨長者正好迎請佛陀及僧眾到家中接受供養。長者準備好各種又香又美

味的佳餚之後，就恭敬地盼望、等候佛陀及僧眾的光臨。 

  這時，惡來和一些乞丐朋友，聽說長者設宴供佛及僧，他們希望能獲得一些殘餘的

食物，於是互相邀約結伴，來到長者供養佛與僧眾的地點。 

  長者遠遠看見一群窮人聚集而來，就命僕人說：「佛陀和僧眾就快來了，趕快驅趕

這些窮人，叫他們快速離開。」 

  這時，乞丐們各各心想：「這位大長者之前總是很有慈悲心的，時常護念我們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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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苦的人，作為我們的依靠；為什麼今天卻驅趕我們呢？一定是惡來惡業深重，害我們

也連帶遭殃！」於是，乞丐們便一起把惡來抬起來丟到糞堆裡。惡來無緣無故地被乞丐

同伴們輕視、欺負，遭受重大的打擊，忍不住地躺在糞堆裡嚎啕大哭。 

  給孤獨長者派遣使者稟告佛及僧眾，應供的時間到了。這時，世尊於上午拿著衣鉢，

大眾前後圍繞，前往給孤獨長者家接受供養。 

這時，世尊由於大悲力的緣故，引導大眾來到了惡來的身邊。世尊告訴比丘們說：

「你們應當對於流轉三界的無邊苦海起厭離心，也應當厭離可助長生死的資生之具。你

們且觀察這位最後一生的人，雖然他以後再也不會在生死中輪迴，但現在卻遭受這樣的

苦惱，自己無法得到資助、救濟。」於是，佛便對阿難說：「今天你要為善來留下一半

的食物。」 

然後，世尊走進長者家入席坐下。長者看到大眾都坐定位之後，便呈上各種清淨美

味的飲食，供養佛陀及僧眾，讓每一位都能吃飽滿足。 

  那時，阿難因為善來過去惡業力的緣故，竟然忘記要為善來留下一半的食物。世尊

是天人師，具有不忘失正念的能力，知道阿難忘了要留下一半的食物，於是世尊便在自

己的鉢中留下了一半的食物，準備給善來。 

  阿難用餐完畢後，忽然想起：「我今天是被什麼事情擾亂了？竟違背了世尊的教導。」 

  佛告訴阿難：「即使南贍部洲四大海中遍滿諸佛，這麼多的佛各自演說甚深教法，

你全部都能受持不忘；不過，今天由於善來自己的福德力太微薄的緣故，使你忘記了我

的指示。你現在可以去叫善來到這裡。」 

  這時，阿難奉佛陀的指示，走到了善來面前呼喚著：「善來！善來！」但他卻忘了

「善來」是自己原本的名字，所以沉默不語而沒有回應。 

  阿難又再叫他：「你是浮圖長者的兒子，過去曾叫做善來。我呼喊的就是你，不是

別人！」 

  善來聽了之後，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我失去善來的名字已久，怎麼現在有人叫我善來呢？難道是惡報已經滅盡，善業

現在生起了嗎？ 

  佛陀具有一切智，是一切眾生的歸依處，理應是佛陀慈悲喜歡說良善的愛語，所以

才叫我善來吧！ 

  我是個沒有福報的人，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拋棄了我，被種種災禍苦惱所逼迫，怎麼

能稱為善來呢？」 

  這時，阿難帶領善來到佛的地方，向佛頂禮之後，退到一旁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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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對阿難說：「把一半的食物給他吧！」阿難就將鉢交給善來。 

  這時，善來看到鉢內一半的食物，隨即流下淚來，對佛說：「雖然佛世尊為我留下

一半的食物，但也只有這麼一點點，怎能滿足我的飢渴呢？」 

  世尊知道了善來的想法，就安慰善來說：「即使你的肚子像大海一樣寬廣，一口飯

能吞得下像須彌山那麼多的摶飯，隨意你吃多少，食物都不會窮盡。你就趕快吃吧， 不

用再顧慮憂愁了。」善來便盡情地享用，吃飽後感到心滿意足。 

  世尊問善來說：「在你的衣角裡面，是什麼東西呢？」善來聽了立刻解開衣角，意

外看到一枚金錢，便對佛說：「這枚金錢，是家父的朋友看到我貧苦的樣子，特地送給

我的，但是我的福德太過微薄，竟然忘了有這件事。」 

  世尊對善來說：「你可以拿這枚金錢，去買一些青蓮花回來。」善來離開之後，佛

及僧眾就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 

  這時，善來遵奉佛陀的指示，到了賣花人藍婆住的地方，走進藍婆的花園中。花園

的主人看到就說：「惡來！快走開！不准踏進我的花園！不要因為你的緣故，使得我花

園中的樹木枯萎、池塘乾涸。」 

  善來回答說：「是世尊派我來買青蓮花的。」接著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青蓮花對我來說，其實沒什麼用處；是具足一切智的大師派我來買的。」 

  這時，藍婆一聽到是佛派遣來的，心裡生起尊敬、仰慕，立刻說了一段偈頌： 

  「大寂靜的聖者，天人都想要供養；你是佛的使者，需要什麼花，隨你任意摘取。」 

  於是，善來將金錢交給藍婆，摘取了許多青蓮花，回到佛的地方。 

世尊看到了便說：「善來！你可以拿這些蓮花逐一供養僧眾。」 

  善來便拿著蓮花，從佛開始，依次供養每一位僧眾。這時，所有的比丘都不敢接受。 

  佛說：「對於這位施主要生起憐愍心，應當接受他的供養。而各種有香味的物品，

都對眼根有利益，聞香味並沒有過失。」 

  這時，比丘們都接受了善來的供養，花苞也綻放盛開。 

善來看到了盛開的青蓮花後，想起過去生中，曾在諸佛的地方修十遍處裡面的青遍

處觀，種種影像歷歷在目。 

世尊再為善來宣說佛法精要，開示善法應該做，不善法不應該做，教化引導捨惡行

善，說明修善法的利益，隨喜讚歎行善法的功德。這時，善來立刻證得見道。 

  善來證得初果之後，隨即說了一段偈頌，自己感到非常慶幸，並讚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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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以方便殊勝的繩索牽引著我，讓我能安住於見諦；見我處在惡趣中而生起憐愍

心，就像救拔一頭老象出離深泥沼一樣。 

  我過去曾名叫善來，後來被人叫做惡來；因為安住在牟尼世尊的聖教中，如今是名

符其實的善來。」 

  說完偈頌之後，便從座起，頂禮佛的雙足，說：「世尊！我現在想要在如來善說法

律中出家，遠離世俗，修行梵行。」 

  世尊以清淨梵音說：「善來比丘！你修梵行。」說完，善來當下就現出家相，鬚髮

自落，法服穿在身上，受具足戒，成為比丘。 

  善來從此以後，發大勇猛精進、道心堅固，無論初夜、後夜都努力思惟法義，忘了

疲憊，終於斷除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果，他說了一段偈頌： 

  「過去曾在諸佛的地方，只是執著於磚瓦鐵器一般的色身；如今聽聞世尊的教法，

得以轉成真金法身。 

  我不會在生死中繼續流轉，更不會受後有身，從此奉持遠離染污的清淨法，安穩地

趣向涅槃城。 

  如果有人喜歡珍寶，以及生天、解脫的話，應當親近善知識，願望希求都能圓滿如

意。」 

  自從佛世尊度化舍利弗、大目犍連、大迦葉、畢隣陀伐蹉等尊者之後，有些對佛沒

有敬信心的人，便起譏嫌論議，說：「沙門喬答摩是竊取世間珍寶的賊，在這大地上，

偶爾有這樣的人中龍象出現在世間，卻都被喬答摩暗地裡誘騙出家，充當成他的侍者。」 

  除此之外，佛還度化了除糞人尼他（有的翻成尼陀）、愚鈍的小路（也就是周利槃

陀迦），還有牛主、勝惠、河邊五百漁夫以及善來等人。那些沒有敬信心的人又譏笑毀

謗說：「沙門喬答摩這麼貪心尋覓弟子，從來都沒有止息，即使是世間貧賤、愚癡的人，

也度他們出家，供他差遣使喚。」 

  世尊聽到這種說法後，心想：「我的大弟子們德行清妙高遠，一般的大眾無知，隨

意地輕慢這些賢聖之人，不知道這樣會為自己招來罪過，自己害自己。現在我應當彰顯

善來殊勝的德行。」諸佛常法，若是弟子中實際具有勝德，而不被凡夫所理解的賢聖之

人，佛就會以方便善巧彰顯他們的功德。 

  這時，世尊想要顯揚善來的德行，便指示阿難說：「現在我要前往失收摩羅山，如

果比丘們有想要跟隨的人，可以帶著衣鉢前往。」於是，世尊便帶領僧眾前往失收摩羅

山。 

  當時，那裡有一條毒龍住在山裡面的菴婆林中，靠近此山邊的所有稻穀農作物，常

常受到毒龍的破壞、損傷。住在這座山的大眾，一聽到佛要來了，全都從四面八方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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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佛的地方，頂禮佛之後，退到一旁坐下。 

  這時，世尊為大眾宣說微妙的正法，開示善法應行、不善法不應行，教化引導捨惡

行善，說明修善法的利益，隨喜讚歎行善法的功德，之後便保持沉默不再說話。 

  這時，大眾便從座位上站起來，頂禮佛足，然後說：「祈願世尊憐愍我們，答應明

天來我們家，接受我們微薄的供養。」世尊知道大眾的心意，就默默地接受了邀請。 

  大眾知道佛陀同意接受供養，便起身離去，就在當天晚上，準備各種最好的美食供

養，並且將盛水的容器裝滿。一切安排就緒，等到天亮了，就派遣人前往佛的地方，向

佛及僧眾稟報應供的時間到了。世尊就在早上拿著衣鉢，在大眾圍繞之下，前往眾人準

備供養的地方，並走到僧眾上首的座位坐下來。 

  山下的村民及婆羅門等，準備了豐盛的供養，等到佛及僧眾都用完餐之後，便一起

到佛面前，各自隨地坐下，世尊為大眾開示說法，大家聽法之後非常歡喜地對佛說：「世

尊！我們常聽說世尊非常善巧，能調伏兇惡無比的夜叉，無論是曠野夜叉、箭毛夜叉、

驢像夜叉等，連阿力迦、鬼子母等之類的女夜叉也可以調伏；另外，像是難陀、鄔波難

陀、阿鉢羅龍王等有劇毒的龍，也都能夠降伏。 

  世尊！現在這座山下有一條菴婆毒龍，經常欺凌我們，平白無故強作我們的怨敵，

牠每天三次吐出惡氣，散發到百里之外，所有的飛禽走獸聞到這股毒氣，全都暴斃；無

論男女，膚色都變成黃黑色，完全失去光彩。但願世尊您能憐愍我們，降伏這條毒龍！」 

  世尊聽了這些話之後，便對阿難說：「你去準備一個竹筒放在大眾前面，能降伏毒

龍的人，可以去取一支竹籤。」可是，這麼多人之中，竟然都沒有人出來抽竹籤。世尊

就命令善來，說：「你去抽一支竹籤，為大眾降伏這條菴婆毒龍。」於是，善來遵奉佛

的指示，就抽了一支竹籤，在早晨的時候拿著衣鉢走進村落裡，一一乞食。用完餐之後，

就前往菴婆毒龍住的地方。 

  當毒龍王遠遠看見善來進入牠的勢力範圍，非常地生氣，立刻大興雲霧，晴朗的天

空頓時昏暗下來，風雲變色、雷電交加、震響大地，接著又下大雨、冰雹，想要傷害善

來。 

  這時，善來就入慈心三昧，所有傾盆而降的狂風暴雨，全都變成沈水香粖、栴檀香

粖、耽摩羅香粖，從空中輕輕地飄落下來。 

  菴婆龍一看到這種情形更加憤怒，又從空中朝著善來投擲各種刀劍、車輪、長矛等

物，可是，這些兵器在快要到善來身上的時候，就全部化成天上美妙的蓮花，從空中散

落而下。龍再吐出煙霧，善來也放出濃煙；龍又噴火，善來立即進入火光三昧，並以神

通力幻化身軀如同大火團，圍住龍宮及龍的其他住處，四周都充滿著熊熊的火焰。 

  這時，毒龍一看到這麼猛烈的大火，心中非常地恐懼，全身毛髮直豎，便想要逃離，

但看看周圍全是一片火海，只有善來所在的地方寂靜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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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毒龍只好到善來的地方，頂禮善來，並說：「請您救救我！請您救救我！」 

  善來回答說：「你的過去生造作了許多惡業，使你墮入畜生道中。到了今生，你又

惱害眾生，繼續造作各種不善業，今生命終之後，你會墮落到哪裡呢？想要依靠什麼呢？

一定會墮入地獄中，這完全不用懷疑！」 

  這時，毒龍便對善來說：「大德！非常謝謝您的教導，那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善來說：「你應當歸依三寶，受持五戒，直到命終為止，千萬不要再違犯。」於是，

毒龍立刻歸依三寶並受持五戒，發願直到命終為止，這輩子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不妄語、不飲酒。龍發誓一定會好好遵守之後，頂禮善來，就忽然消失不見了。 

  善來降伏毒龍之後，就回到佛所在的地方，頂禮佛陀，說：「世尊！那條毒龍已經

被我降伏了，同時也為牠授三歸、五戒。」 

  佛便對比丘們說：「我所有的聲聞弟子當中，善來比丘降伏毒龍第一！」 

後面的故事還很長，為什麼善來他會命運這麼悲慘，本來生在富裕之家，而最後卻

父母雙亡，家財散盡，又被乞丐的朋友們丟到糞堆裡面去？而後來又有什麼樣的因緣能

夠遇到佛，聽佛開示，成就阿羅漢？不但是成就阿羅漢，還在所有的阿羅漢裡面，他能

夠降伏毒龍第一。 

欲知詳情，請待下回分曉！ 

 

 

 

※經典原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2（大正 23，857a14-859a1）： 

佛在室羅伐城1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閃毘2失收摩羅山，於此山下多諸聚落。有一長

者，名曰浮圖，大富多財，衣食豐足，娶妻未久，誕生一女，顏貌端正，人所樂觀3，

至年長大，娉4與給孤獨長者男5為妻。 

                                                      
1（1）案：「室羅伐城」即「舍衛城」。 

（2）舍衛國：舍衛，梵名 Śrāvastī，巴利名 Sāvatthī。為中印度古王國名。又作舍婆提國、室

羅伐國、尸羅跋提國、舍囉婆悉帝國。意譯聞物、聞者、無物不有、多有、豐德、好道。

又以此城多出名人，多產勝物，故稱聞物國。本為北憍薩羅國（梵 Uttara-Kośalā）之都

城名，為別於南憍薩羅國（梵 Dakṣiṇa -Kośalā），故以都城代稱。（《佛光大辭典》（四），

p.3504.2） 
2（1）案：「憍閃毘」即「憍賞彌」。 

（2）憍賞彌國：憍賞彌，梵名 Kauśāmbī，巴利名 Kosambī。為中印度之古王國。係十六大國

之一，六大都市之一。（《佛光大辭典》（七），p.6064.3） 
3
 樂觀：2.喜歡觀看。（《漢語大詞典》（四），p.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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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圖長者未久之間，復誕一息6，容儀7可愛。初生之日，父見歡喜，唱言8：「善來！善

來！」時諸親族因與立名9，號曰「善來」10。 

由此孩兒薄福力故，所有家產日11就12銷亡13。父母俱喪，投竄無所。時諸人眾見其如此，

遂號「惡來」，與乞匃14人共為伴侶15，以乞活命。時有一人，是惡來父故舊16知識17，見

其貧苦，遂與金錢一文18，令充衣食。 

從此離別，漸至室羅伐城，其姊從19婢，見而記識20，歸報大家21曰：「我適出外，逢見

惡來，非常貧窶22。」其姊聞已，深生惻隱23，便令使者送白疊24金錢，權充虛乏25。彼

薄福故，便被賊偷。 

姊聞此事而嗟歎26曰：「我今何用如此惡業薄福人耶？」即棄而不問。 

                                                                                                                                                                      
4
 娉（ㄆㄧㄣˋ）：2.引申為嫁娶，婚配。（《漢語大詞典》（四），p.361） 

5
 男：4.兒子。（《漢語大詞典》（七），p.1304） 

6
 息：8.兒子。（《漢語大詞典》（七），p.501） 

7
 容儀：1.容貌舉止，容貌儀表。（《漢語大詞典》（三），p.1495） 

8
 唱言：3.高呼。（《漢語大詞典》（三），p.380） 

9
 立名：2.命名。（《漢語大詞典》（八），p.373） 

10
 善來：梵名 Svāgata，巴利名 Sāgata。又作娑婆揭多、沙伽陀、修伽陀。佛世之比丘名，為憍

閃毘國（巴 Kosambī）失收摩羅山（梵 Suṃsumāragira）浮圖長者（梵 Bodha）之子。以資性

薄福，蕩盡家產，賴行乞維生，人稱惡來（梵 Durāgata）。後遇釋尊，釋尊教其以青蓮花供僧，

乃憶前生曾修青處觀。其後又聞釋尊演說妙法，證得初果，遂剃髮出家，發勇猛心，終證阿

羅漢果。釋尊命其至失收摩羅山調伏毒龍，師至龍處，入火光定，以神通力調伏之。後至室

羅伐城，受一婆羅門供養，不知飲漿中羼酒，飲之醉臥於地，釋尊為說飲酒之過，此即制飲

酒戒之起因。〔《增一阿含經》卷三、《無量壽經》卷上、《阿羅漢具德經》、《沙曷比丘功德經》、

《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二飲酒學處、《四分律》卷十六〕（《佛光大辭典》（五），p.4882.2） 
11

 日：4.一天一天地。（《漢語大詞典》（五），p.536） 
12

 就：1.趨，趨向。《孟子‧告子上》：“猶水之就下也。”（《漢語大詞典》（二），p.1575） 
13

 銷亡：1.消失。（《漢語大詞典》（十一），p.1293） 
14

 匃（ㄍㄞˋ）：同“丐”。（《漢語大字典》（一），p.257） 
15

 伴侶：1.同伴，伙伴。（《漢語大詞典》（一），p.1280）  
16

 故舊：2.過去。（《漢語大詞典》（五），p.437） 
17

 知識：1.相識的人，朋友。（《漢語大詞典》（七），p.1536） 
18

 文：32.量詞。錢幣的單位。南北朝以來稱錢一枚為一文。（《漢語大詞典》（六），p.1512） 
19

 從：2.指隨從的人。（《漢語大詞典》（三），p.1001） 
20

 記識：1.記得。（《漢語大詞典》（十一），p.64） 
21

 大家：2.奴僕對主人的稱呼。（《漢語大詞典》（二），p.1365） 
22（1）貧窶（ㄐㄩˋ）：亦作“貧寠”。1.貧乏，貧窮。（《漢語大詞典》（十），p.121） 

（2）寠（ㄐㄩˋ）：同“窶 1”。貧困。（《漢語大詞典》（三），p.1594） 
23

 惻隱：1.同情，憐憫。（《漢語大詞典》（七），p.657） 
24（1）疊＝㲲【宋】【元】【明】【宮】。（大正 23，857d，n.2） 

（2）白疊：亦指棉布。（《漢語大詞典》（八），p.218） 

（3）㲲（ㄉㄧㄝˊ）：1.細毛布，細綿布。《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

名曰白㲲子，國人取織以為布，甚軟白。今文㲲作疊。”（《漢語大字典》（三），p.2008） 
25

 虛乏：1.空虛缺乏。（《漢語大詞典》（八），p.816） 
26

 嗟歎：亦作“嗟嘆”。吟嘆，嘆息。（《漢語大詞典》（三），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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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給孤獨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備辦種種上妙香饌27，瞻望28佛僧，渴仰29而住。是

時，惡來并諸乞侶30聞長者設供，冀31拾遺喰32，遂共相携，詣設食處。長者遙見貧人，

命使者曰：「佛僧將至，驅出貧人。」 

時諸乞伴各生此念：「斯大長者先有悲心，我等孤獨，常為依怙33，何故今時苦見驅逐？

豈非惡來惡業之力，殃及34我等？」即便共舉，擲之糞聚。惡來既被同伴所輕，遂於糞

聚啼泣而臥。 

長者令使，往白時至。爾時，世尊於日初分35執持衣鉢，大眾圍繞，往長者家，欲詣食

所。 

爾時，世尊由大悲力引向惡來處立，告諸苾芻36曰：「汝等當厭流轉諸有無邊苦海，復厭

生死資生之具，汝等觀此最後生人更不流轉，受斯苦惱，不自支濟37。」即告阿難陀曰：

「汝於今日為善來故，應留半食。」 

爾時，世尊入長者家，就座而坐。長者既見大眾坐定，即以種種淨妙飲食，供佛及僧皆

令飽足。 

時，阿難陀由彼善來惡業力故，所許半食，忘不為留。世尊大師得無忘念，知阿難陀忘

不留食，即於己鉢，留其半分。 

時阿難陀食已，生念：「我於今日情有擾亂，違世尊教。」 

佛告阿難陀：「假使贍部洲38四至大海滿中諸佛，然此諸佛各說深法，汝悉受持，無有遺

忘；今由善來薄福力故，令汝不憶。汝今可去喚彼善來。」 

時，阿難陀奉教而去。至彼告曰：「善來！善來！」彼不自憶善來之名，默爾39無對。阿

難陀復更唱言：「是浮圖之子，先號善來，非餘人也。」 

                                                      
27

 饌：3.食物，菜肴。（《漢語大詞典》（十二），p.582） 
28

 瞻望：2.仰望，仰慕。（《漢語大詞典》（七），p.1264） 
29

 渴仰：熱切仰望之意。即指殷切之思慕與敬仰，如渴者之欲飲水。經典中常用以形容對佛、

法之仰慕。（《佛光大辭典》（六），p.5064.2） 
30

 侶：1.同伴，伴侶。（《漢語大詞典》（一），p.1336） 
31

 冀：2.希望，盼望。（《漢語大詞典》（二），p.162） 
32

 喰（ㄙㄨㄣ）：同“飧”。簡單的飯食。（《漢語大字典》（一），p.658） 
33

 依怙：依靠，依賴。（《漢語大詞典》（一），p.1350） 
34

 殃及：1.連累。（《漢語大詞典》（五），p.156）  
35

 初分：分晝夜為三十時，《大智度論》卷四十八（大二五‧四○九中）：「日名從旦至旦，初分、

中分、後分，夜亦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時。」（《佛光大辭典》（五），p.4122.2） 
36

 苾芻：即比丘。本西域草名，梵語以喻出家的佛弟子。為受具足戒者之通稱。（《漢語大詞典》

（九），p.356） 
37

 支濟：支給接濟。（《漢語大詞典》（四），p.1385） 
38

 贍部洲：佛教經典中所稱的四大洲中的南部洲名，因贍部樹得名，為人類等居處。（《漢語大

詞典》（十），p.303） 
39

 默爾：猶默然。（《漢語大詞典》（十二），p.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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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來聞已，作如是念，說伽他40曰： 

「我失善來名，今從何所至？豈非惡報盡，善業此時生？ 

佛具一切智，一切眾所歸，由彼愛善言，名善來應理。 

我是無福人，諸親皆棄捨，禍哉眾苦逼，豈名為善來？」 

時，阿難陀即引善來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阿難陀：「與其半食。」阿

難陀取鉢授與。 

是時，善來見半食已，遂便流淚，作如是語：「雖佛世尊為我留分，但唯片許41，寧足我

飢？」 

世尊了知善來所念，以慰喻42言告善來曰：「假令汝腹寬如大海，噉一一口摶43若妙高，

隨汝幾時44，食終不盡。汝今應食，勿起憂懷45。」善來便食，食已歡喜。 

世尊告曰：「汝之衣角，是何物耶？」即便開解，見一金錢，白佛言：「此一金錢，是父

知識見我貧苦，持以相贈；由薄福故，忘而不憶。」 

世尊告曰：「汝可持此金錢，買青蓮花來。」善來去後，佛及僧眾俱還本處。 

是時，善來奉佛教已，遂詣賣花人藍婆住處，入彼園中。園主見已，報曰：「惡來可46去，

莫入我園！勿由汝故，樹池枯燥。」 

善來報白：「世尊使我買青蓮花。」說伽他曰：「我於青蓮花，其實無所用。大師一切智，

遣我買將來。」 

爾時，藍婆聞是佛使，心生敬仰，即說伽他曰：  

「牟尼47大寂靜48，天人咸供養；汝為佛使者，須花任意將49。」 

是時，善來與金錢已，多取青蓮花，還詣佛所。 

                                                      
40

 伽陀：梵語 gāthā，巴利語同。為九部教之一，十二部經之一。又作伽他、偈佗、偈。意譯諷

誦、諷頌、造頌、偈頌、頌、孤起頌、不重頌偈。係由語根 gai 而形成之名詞。gai 有「謠」

之意，故「伽陀」一詞，廣義指歌謠、聖歌，狹義則指於教說之段落或經文之末，以句聯結

而成之韻文，內容不一定與前後文有關。（《佛光大辭典》（三），p.2766.1） 
41

 片許：少許，些微。（《漢語大詞典》（六），p.1040） 
42

 慰喻：亦作“慰諭”。1.撫慰，寬慰曉喻。2.謂解釋寬慰。（《漢語大詞典》（七），p.700） 
43

 摶（ㄊㄨㄢˊ）：2.捏之成團。（《漢語大詞典》（六），p.827） 
44

 幾時：1.多少時候。（《漢語大詞典》（四），p.449） 
45

 憂懷：1.憂思。（《漢語大詞典》（七），p.691） 
46

 可：19.副詞。表示強調。（《漢語大詞典》（三），p.31） 
47

 牟尼：梵語 muni，巴利語同。又作文尼、茂泥。即寂默（止靜煩惱）、寂、賢人、仁、仙之

意。乃謂尊貴殊勝之聖者或仙人。……佛教中，牟尼亦有聖者、仙人、寂默者等意。（《佛光

大辭典》（三），pp.2476.3-2477.1） 
48

 寂靜：指涅槃之寂滅無相。無生即寂，無滅即靜；涅槃境界遠離諸苦，湛然常住，無生無滅，

故稱為寂靜。（《佛光大辭典》（五），p.4507.1） 
49

 將：11.取，拿。（《漢語大詞典》（七），p.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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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見已，告言：「善來！汝可持此蓮花，行與僧眾。」 

善來持花，從佛及僧次第行與。時，諸苾芻皆不敢受。 

佛言：「於此施主生憐愍心，當為受用。然諸香物皆益眼根，嗅之無過。」 

時，諸苾芻悉皆為受，花乃開敷50。 

善來既見青蓮花已，憶昔前身，曾諸佛所修青處觀，影像現前。 

世尊復為演說法要，示教利喜51，便證見諦。 

是時，善來獲初果已，即說伽他，自申慶讚：  

「佛以方便勝羂索52，牽我令住於見諦，於惡趣中興愍念，如拔老象出深泥。 

我於昔時名善來，後時人號惡來者，今是善來名不謬53，由住牟尼聖教中。」 

說是頌已，即從座起，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今欲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出家離

俗，修持梵行。」 

世尊以梵音聲告言：「善來苾芻！汝修梵行。」說是語已，即便出家，鬚髮自落，法服

著身，具足近圓54，成苾芻性。 

是時，善來從此已後，發大勇猛，守堅固心，於初後夜思惟忘倦，斷除結惑，證阿羅漢

果，說伽他曰：  

「昔於諸佛所，但持瓦鐵身；今聞世尊教，轉作真金體。 

我於生死中，更不受後有，奉持無漏法55，安趣涅槃城。 

                                                      
50

 敷：7.開放。（《漢語大字典》（二），p.1473） 
51

 示教利喜，參見《大智度論》卷 54〈27 天主品〉（大正 25，445a20-28）： 

「示」者，示人好醜、善不善，應行不應行；生死為醜，涅槃安隱為好。分別三乘，分別六

波羅蜜，如是等名示。 

「教」者，教言汝捨惡行善，是名教。 

「利」者，未得善法味故，心則退沒，為說法引導令出，汝莫於因時求果，汝今雖勤苦，果

報出時大得利益，令其心利故名利。 

「喜」者，隨其所行而讚歎之，令其心喜，若樂布施者，讚布施則喜，故名喜。 
52（1）案：「羂索」同「罥索」。 

（2）罥索：梵語 pāśa，巴利語 pāsa。音譯播捨、皤賒、波捨。又稱金剛索、罥索、罥網、寶

索、珠索。略稱索。為戰鬥或狩獵之用具。據《慧琳音義》卷六十一載，罥索，係於戰

鬥之時用以罥取人，或罥取馬頭、馬腳之繩索，俗稱搭索。通常以五色線搓成，一端附

鐶，另一端附半獨股杵（獨股杵之半形）；或兩端均半獨股杵。（《佛光大辭典》（七），

p.6589.1） 
53

 謬（ㄇㄧㄡˋ）：1.謬誤，差錯。（《漢語大詞典》（十一），p.407） 
54

 近圓：梵語 upa-saṃpanna，巴利語同。音譯作鄔婆三鉢那。為具足戒之異名。又作近圓戒。

圓指涅槃，具足戒為趨近涅槃之法，故稱近圓，於西藏語中，謂已受具足戒。（《佛光大辭典》

（四），p.3520.1-3520.2） 
55

 無漏法：梵語 anāsrava-dharma。為「有漏法」之對稱。指遠離煩惱垢染之清淨法。（《佛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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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樂珍寶，及生天解脫，當近善知識，所願皆隨意。」 

從佛世尊度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畢隣陀伐蹉等已，諸世間人不信敬者，便生

嫌議，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是盜世間珍寶之賊，於大地內，時有如斯人中龍象56間

出於世，悉皆竊57誘令其出家，以充給侍58。」 

佛亦曾度尼他賤人、小路59、牛主、勝惠、河側五百漁人及善來等。不信敬人，復生譏

謗：「沙門喬答摩貪覓弟子，無有休息，世有貧賤愚癡之人，亦度出家，以為走使60。」 

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我大弟子德若妙高，時眾無知，輒61為輕忽62，無故招罪，自害

其軀63，今我宜應發起善來殊勝之德。」世尊法爾，諸弟子中實有勝德，人不知者，佛

即方便彰顯其德。 

爾時，世尊為欲發起善來德故，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失收摩羅山，若諸苾芻樂隨逐

者，可持衣鉢。」廣說乃至到失收摩羅山。 

時，彼住處有一毒龍，於菴婆林依止而住；近此山邊所有穀稼64，常被傷損。此山諸人

聞佛來至，悉皆雲集65，行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諸人眾演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諸人眾即從座起，禮佛足已，白言：「世尊唯願哀愍，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

尊知已，默然而受。 

時，諸人等知佛受已，從座而去，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供養，并貯66水器。敷設67既

訖，旦令使者往白時至。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眾圍繞，往設供處，便於眾首，就

座而坐。 

                                                                                                                                                                      
辭典》（六），p.5129.2-5129.3） 

56
 龍象：原指象中之殊勝者，比喻菩薩之威猛能力。（《佛光大辭典》（七），p.6392.1） 

57
 竊：10.副詞。偷偷地，暗地裡。（《漢語大詞典》（八），p.489） 

58
 給侍：服事，侍奉。（《漢語大詞典》（九），p.825） 

59（1）案：「小路」即「周利槃陀伽」。 

（2）周利槃特：梵 Cūḍapanthaka, Cullapatka, Kṣullapanthaka, Śuddhipaṃthaka，巴利名

Cullapanthaka, Cūḷapanthaka。為十六羅漢中第十六尊。又作周利槃陀伽、周稚般他伽、

注荼半託迦、崑努鉢陀那、咒利般陀伽、朱利槃特、知利滿臺、周羅般陀。略稱般陀、

半託伽。意譯為小路、路邊生。係佛世時舍衙城一婆羅門之子，後與兄摩訶槃特（梵

Mahāpanthaka）同為佛陀弟子。稟性魯鈍愚笨，凡學習之教法，誦過即忘，故時人稱之

為愚路。（《佛光大辭典》（四），p.3120.1-3120.2） 
60

 走使：1.使喚、差遣。2.僕役。（《漢語大詞典》（九），p.1070） 
61

 輒：6.副詞。每每，總是。9.承接連詞。猶則。（《漢語大詞典》（九），p.1252） 
62

 輕忽：1.輕視忽略。（《漢語大詞典》（九），p.1263） 
63

 軀：1.身體。2.指生命。（《漢語大詞典》（十），p.712） 
64

 穀稼：猶禾稼。謂穀物。（《漢語大詞典》（六），p.1507） 
65

 雲集：形容從四面八方迅速集合在一起。（《漢語大詞典》（十一），p.651） 
66

 貯（ㄓㄨˋ）：1.儲存。3.盛，把東西放在器具裡。（《漢語大詞典》（十），p.172） 
67

 敷設：1.鋪設。2.布置。（《漢語大詞典》（五），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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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諸人婆羅門等，具設供養，佛及眾僧各飽足已，乃至俱詣佛所，隨處而坐，佛為說

法，深心歡喜，白佛言：「世尊！我等常聞世尊，善能調伏極惡藥叉68，謂曠野藥叉、箭

毛藥叉、驢像藥叉等；又女藥叉亦皆調伏，謂阿力迦、訶利底69等；又諸毒龍亦皆降伏，

謂難陀、鄔波難陀、阿鉢羅龍王等。 

世尊！然此山下菴婆毒龍，常於我等枉70作怨讎71，橫72為損害，每日三時，恒吐惡氣73，

齊至百里；所有禽獸聞其毒氣，皆悉命終；諸男女等，形色74黧75變，盡無光彩。唯願

世尊，哀愍我等，降此毒龍！」 

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告阿難陀曰：「汝可將籌76行77與大眾，能伏龍者，當可取之。」 

于時，大眾竟無取者。世尊即命善來曰：「汝可取籌，為眾伏彼菴婆毒龍。」 

是時，善來聞佛命已，即便取籌，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巡行78乞食；飯食訖，

往菴婆龍所住之處。 

時，彼龍王遙見善來入其住處，發大瞋恚，騰79雲晝昏，雷霆80震地，便下雨雹81，欲害

善來。 

是時，善來便入慈定，所有風雨降注之物，悉皆變成沈水香82粖83、栴檀香84粖、耽摩羅

                                                      
68（1）案：「藥叉」即「夜叉」。 

（2）夜叉：梵語 yakṣa，巴利語 yakkha。八部眾之一。通常與「羅剎」（梵 rākṣasa）並稱。又

作藥叉、悅叉、閱叉、野叉。意譯輕捷、勇健、能噉、貴人、威德、祠祭鬼、捷疾鬼。（《佛

光大辭典》（四），p.3130.1） 
69（1）案：「訶利底」即鬼子母。 

（2）鬼子母神：梵名 Hārītī。音譯作訶利底、迦利帝、訶利帝母。為青色、青衣之意。意譯

為愛子母、天母、功德天等。以其為五百鬼子之母，故稱鬼子母。（《佛光大辭典》（五），

p.4365.3） 
70

 枉：3.亂。7.凌弱。（《漢語大字典》（二），p.1163） 
71

 怨讎：仇敵。（《漢語大詞典》（七），p.453） 
72

 橫（ㄏㄥˋ）：1.橫暴，放縱。（《漢語大詞典》（四），p.1239） 
73

 惡氣：1.邪惡之氣。（《漢語大詞典》（七），p.557） 
74

 形色：2.體表氣色。南朝 宋 顏延之《庭誥文》：“貧之為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

廢。”（《漢語大詞典》（三），p.1113） 
75

 黧（ㄌㄧˊ）：色黑而黃。亦指使變黃黑色。（《漢語大詞典》（十二），p.1370） 
76

 籌：梵語 śalākā，巴利語 salākā。音譯舍羅。以竹、木、銅、鐵、牙、角、骨等作成之細棒，

約有一肘長，粗如小指。僧團布薩時，用以計算參集僧眾之人數，或於表決時用之。（《佛光

大辭典》（七），p.6777.2） 
77

 行：26.給予。（《漢語大詞典》（三），p.884） 
78

 巡行：3.行走。（《漢語大詞典》（十），p.721） 
79

 騰：5.猶舉。揚起，抬起。6.上升。《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漢語大詞典》（六），p.1409） 
80

 雷霆：1.震雷，霹靂。《易‧繫辭上》：“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漢語大詞典》（十

一），p.682） 
81

 雹（ㄅㄠˊ）：1.冰雹。（《漢語大詞典》（十一），p.688） 
82

 沈水香：亦作“沉水香”。1.即沉香。（《漢語大詞典》（五），p.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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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粖，從空而下。 

時，菴婆龍轉更瞋發，復下劍輪矛槊85等物，至善來上，無不皆成天妙蓮花從空而下。

龍復放烟，善來亦放煙；龍復放火，善來即便入火光定，以神通力，身如火聚，周遍龍

宮及餘住處，火焰充塞。 

時，彼毒龍見大焰火，心極驚怖，身毛遍竪，便欲逃竄，遂見餘方猛焰俱遍，唯善來處

寂靜清涼。 

毒龍遂往禮善來足，作如是語：「願為救護！願為救護！」 

善來告曰：「汝於前身作垢穢業，墮傍生中；復於今時，更為惱害，作眾不善，從此命

終，當墮何處，欲何所依？必墮地獄，此不須疑！」 

是時，毒龍白善來曰：「大德！幸賜言教，我於今時欲何所作？」 

善來答曰：「當受三歸，并五學處86，至盡形壽，要心莫犯。」 

是時，毒龍即受三歸并五學處，至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飲酒、不妄

語。為要87契88已，頂禮善來，忽然不現。 

爾時，善來既伏毒龍，往詣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彼之毒龍，我已伏訖，為

受三歸并五學處。」 

佛告諸苾芻：「我諸弟子聲聞之中，降伏毒龍，善來第一！」 

 

                                                                                                                                                                      
83

 粖（ㄇㄛˋ）：抹香，梵語 cūrṇa。即呈粉末狀之香。又作末香、粖香。指擣碎沈香、檀香等

成為粉末，用以撒布於佛像、塔廟等。（《佛光大辭典》（四），p.3260.3） 
84

 栴檀：1.梵文“栴檀那”（candana）的省稱。即檀香。（《漢語大詞典》（四），p.977） 
85

 槊（ㄕㄨㄛˋ）：1.古代兵器。即長矛。（《漢語大詞典》（四），p.1226） 
86

 學處：梵語 śikṣāpada，巴利語 sikkhāpada。意謂所學之處。一般指戒律。即比丘、比丘尼學

習戒律時，所遵循之戒條，如五戒、八戒、十戒等，稱為學處。（《佛光大辭典》（七），

pp.6216.3-6217.1） 
87

 要（ㄧ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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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契：8.指約定。（《漢語大詞典》（二），p.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