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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大醫王，遺法度眾生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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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

262 頁下欄到 263 頁中欄。 

  聽法的人能獲得大利益，增廣智慧，還能令心意調伏柔順。 

  過去曾聽說：在師子國中（師子國就是斯里蘭卡），當時有人獲得一顆摩尼寶珠，

這顆摩尼珠像人的膝蓋那麼大，非常殊勝奇妙，世間稀有，因此這個人就將摩尼寶珠貢

獻給國王。 

  國王得到寶珠之後，仔細地看著寶珠，並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過去的國王們，累積各種珍寶，追求名聲，經常聚集賓客來展示他的珍寶，自己

感到很驕傲。 

  可是，當國王退位或命終時，必須捨離這些珍寶而獨自一人走上死亡的道路；真正

能夠緊緊跟隨自己、不離不棄的，只有善惡業而已。 

  就好像蜜蜂一樣，一生雖然辛勤地釀蜜，但是最終蜂蜜還是被他人取走，自己卻得

不到；財寶也是一樣，最後也是都被他人拿去使用，無法隨身帶走。 

  過去的國王們都被珍寶所迷惑，即使辛辛苦苦地累積，最後積集的財物卻等待他人

拿走，沒有一樣能夠跟隨自己。 

  我現在要有所作為，一定要讓功德珍寶能緊緊跟隨著自己。（那麼應該怎麼做才好

呢？）唯有在佛的大福田中種下種種功德，這樣的善報才能跟隨自己到後世，永遠不會

朽壞滅失。 

  即將命終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捨棄、分離；即使整個王宮中最親愛的眷屬，

大臣、猛將等，悲傷戀戀不捨地送死者一程，最多也只是送到墳墓之前而已，最後還是

各自回家（沒有人會永遠跟著你的）。 

  過去曾擁有的象、馬、高貴華麗的轎子、車輛，及珍愛的賞玩品和收藏在倉庫裡的

寶物，還有人民、都城、遊樂的花園等都會流落散失，自己只能孤獨地死去，沒有一樣

會跟隨著自己。」 

  國王說了這段偈頌之後，便來到佛塔前，把摩尼寶珠懸掛在佛塔的門柱上。寶珠的

光明燦爛，就像是一顆大星星。當日出時，映照著王宮，光彩閃耀、相互輝映，勝過一

般的光明。寶珠散發出的光明，每天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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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一天，這種燦爛的光彩忽然消失了，國王覺得很奇怪，就派人去查看。使

者來到佛塔前，發現寶珠不見了，只看到佛塔門柱的下方有血沾污了地面。使者沿著血

跡尋找，漸漸來到迦陀羅林，還沒到達森林，就看到偷寶珠的人在樹叢中穿梭、隱藏。

因為偷寶珠的人在偷取寶珠時，從門柱上摔了下來，折斷了大腿，因此流血。使者就將

這個小偷抓起來，帶到國王面前。 

  國王剛看到小偷的時候非常生氣，不過再看到小偷的傷勢，又對他生起憐愍心。國

王懷著慈悲心對小偷說：「唉！你這個人實在是太愚癡了！竟然偷取佛的寶珠，將來必

定會墮入惡道。」接著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怪哉！實在是太愚癡了，沒有智慧而造作了重大的惡行；就好像有人害怕被人用

棍棒捶打，卻反而被人斬殺。 

  因為畏懼貧窮的痛苦，生起這種愚癡的想法，不能安於短暫的貧窮匱乏，反而遭受

無窮盡的苦厄。」 

  這時，有位大臣聽到這段偈頌，就對國王說：「如大王所說，真實不虛！」大臣便

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塔是人中之寶，只有愚癡的人才去偷竊；這個人將在無量劫中，都遇不到佛法僧

三寶。 

    就像過去有一個人，滿心歡喜地將插在耳朵上的須曼花，拿來供養佛塔，由於這個

緣故，經過百億劫這麼長的時間，享受人天極大的快樂。 

  而這個人盜取十力佛塔中的寶珠，佔為己有，因為造下這個惡業的緣故，將墮到地

獄中。」（佛具有十力，如果我們供養佛，可以得到大福德；可是，如果偷了佛物的話，

那就罪過很深重） 

  另外有一位大臣非常憤怒地說：「這個愚癡人，犯下的罪行已經這麼明顯，還需要

呵責嗎？應該對他行刑處死！」 

  國王對大臣說：「千萬別這麼說！這個人已經死了，又何必殺他呢？（為什麼說他

死了呢？因為這個人愚癡，沒有慧命；沒有慧命，我們說他就像死了一樣）就像有人跌

倒在地，應當要將他扶起來才對啊！」 

  國王再說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這個人已經犯下了罪行（這個人的德行已經毀損了），應當立刻拯救他。我現在

要送他一些財寶，讓他懺悔、修福，使他能減輕罪業、遠離將來的大苦難。 

  我要給他錢財，讓他拿去供養佛；如果他不能歸依佛，他的罪過終究是無法減輕或

消滅的。 

  就像是有人跌倒在地，應該把他從地面上扶起來；同樣地，如有人因為偷竊佛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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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來罪過，也必須供養佛才能減輕罪業，甚至令其消滅。」 

  於是，國王便賜給小偷許多錢財，教他在佛前作各種功德。 

  這時，小偷心想：「現在這位國王，如果不是佛法中調柔和順的人，以我所犯的罪

行應該是要被處死的，國王竟然能包容我，還赦免我的重罪，真是偉大高貴的人。釋迦

如來太奇特了！竟能教化本來有邪見的國王，讓他能做出這樣明智的事。」 

  說完，小偷便回到佛塔前，跪著爬行朝向佛塔，合掌歸依說：「大慈大悲的世尊！

您真是世間救度眾生的聖者！雖然您已經入了涅槃，還能救我一命！世間人都尊稱您是

真正救濟眾生的聖者，好名聲傳遍全世界。乃至今日，承蒙您救了我一命，由此可以確

信，您是真正救度眾生的聖者，實在是名不虛傳！」 

  小偷並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世間讚歎佛是真正救度眾生的聖者，確實名不虛傳；我現在承蒙佛的救拔，才明

白真正救濟的意義。 

  世間就像火宅一樣，充滿了各種憂悲苦惱；佛就像是一輪慈悲清涼的明月，能照亮

消除各種焦慮苦惱。 

  如來在世的時候，在曠野惡鬼居住的地方，能救濟首長者（首長者是一位居士的名

稱，他病得很重，佛去為他開示說法，後來就生天），佛在世的時候能夠救濟這些苦難

的眾生，這種事沒有什麼困難。 

不過，如今涅槃之後，佛陀遺留下來的教法，還能救濟眾生脫離危險困厄，讓我脫

離苦惱，實在是太稀有難得了。 

  世間工匠以奇巧的技藝，符合世尊的聖心，製作的佛像舉著右手，顯示安慰眾生的

相貌。 

  感到怖畏的人看到佛像，尚且能消除恐懼；更何況佛在世時，所救拔的眾生一定更

多。 

  現在遭受到大苦難、大災禍，是佛的形像赦免、救濟了我。」 

這一則故事有幾點值得我們反省： 

這國王體悟到蜜蜂「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為誰忙？」而人的一生也是一樣，

辛辛苦苦地累積財寶，最後自己卻什麼也帶不走。我們反省自己，我們能帶走什麼呢？

是不是也要多用心好好地積集福德、智慧資糧呢？ 

另外，小偷盜取了寶珠，大臣們都很憤怒，建議國王將他處死。但國王對大臣說：

「就像有人跌倒，我們應當要把他扶起來才對啊！」所以，國王由於蒙受佛的遺教，對

小偷生起憐愍心並赦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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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小偷當然非常感謝國王，讓他能夠免於一死；但是他更感謝誰呢？感謝釋尊

啊！雖然釋尊圓寂了，但是釋尊遺留下來的法還能夠教化國王，也展轉教化了他。他想：

「萬一遇到了這位大王沒有受過佛法的熏陶，那麼我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好在這位國

王蒙受佛法的滋潤，他不但沒有怪罪我，還賜給我財寶，讓我懺悔、修福，還希望我減

輕罪業，避免將來受大苦報。」我們想想：一位醫生，他在世時可以醫治很多病人，但

是一旦醫生過世以後，他還能醫治病人嗎？不行！但佛不一樣，佛是大醫王，即使佛圓

寂了，而遺留下來的法還能夠繼續教化眾生，佛真是救度眾生的聖者，真是可以稱為「大

醫王」！ 

我們想想：世界是這麼地紛亂，一般凡夫心中充滿了貪瞋癡，彼此勾心鬥角，永無

止息；我們很慶幸能蒙受佛的甘露法水，我們要多麼地感恩。如果不好好實踐佛的遺教，

不能讓正法常久住世的話，那真是辜負佛的恩德啊！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大莊嚴論經》卷 2（4 經）（大正 4，262c8-263b29）：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調順。 

我昔曾聞師子1諸國，爾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其珠殊妙2，世所稀有，以奉獻

王。王得珠已，諦視3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4諸王等，積5寶求名稱6，聚會諸賓客，出7寶自矜高8。 
捨位9命終時，捐10寶而獨往11，唯有善惡業，隨身不捨離12。 

 譬如蜂作蜜，他得自不獲；財寶亦如是，資13他無隨己。 
 往昔諸國王，為寶之所誑14，儲積15已待他，無一隨己者。 
                                                       
1 師子：3.指古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漢語大詞典》（三），p.716） 
2 殊妙：猶絕妙。（《漢語大詞典》（五），p.159） 
3 諦視：仔細察看。（《漢語大詞典》（十一），p.353） 
4 往古：古昔，從前。（《漢語大詞典》（三），p.935） 
5 積：1.積聚，貯藏。（《漢語大詞典》（八），p.128） 
6 名稱：2.名聲。（《漢語大詞典》（三），p.175） 
7 出：16.拿出，取出。（《漢語大詞典》（二），p.472） 
8 矜高：高傲自大。（《漢語大詞典》（八），p.583） 
9 位：2.職位，地位。（《漢語大詞典》（一），p.1278） 
10 捐：1.放棄，捨棄。（《漢語大詞典》（六），p.613） 
11 獨往：2.一人前往。（《漢語大詞典》（五），p.118） 
12 捨離：離開。（《漢語大詞典》（六），p.687） 
13 資：5.資助，供給。20.通“ 齎 ”。送。（《漢語大詞典》（十），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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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今當自為16，必使寶隨己，唯佛福田中，造作諸功德，隨己至後世，善報不朽滅17。 

臨當命終時，一切皆捨離，舉18宮室19親愛，大臣諸猛將，悲戀20送亡者，至塚21則還

家。 

象馬寶輦輿22，珍玩23及庫藏24，人民諸城郭25，園苑26快樂處，飄然27獨捨逝，都無隨

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棖28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29。若日出時，照王宮

殿，暉30曜31相映32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爾33。 

於一日中，卒34無光色，王怪其爾，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寶珠，但見棖下血流污

地。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35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

墮棖折䏶36，故有是血。即執此人，將37詣王邊。 

                                                                                                                                                                         
14 誑：1.惑亂，欺騙。（《漢語大詞典》（十一），p.237） 
15 儲積：2.指貯積的財物。（《漢語大詞典》（一），p.1737） 
16（1）自為（ㄨㄟˊ）：1.自己做，自己治理。2.自己做主，自作決定。（《漢語大詞典》（八），

p.1328） 
（2）自為（ㄨㄟˋ）：為自己。（《漢語大詞典》（八），p.1328） 

17 朽滅：腐朽毀滅。（《漢語大詞典》（四），p.725） 
18 舉：45.全。（《漢語大詞典》（八），p.1291） 
19 宮室：3.指室內之人，謂家人。（《漢語大詞典》（三），p.1431） 
20 悲戀：慈悲顧戀，悲哀依戀。（《漢語大詞典》（七），p.575） 
21 塚（ㄓㄨㄥˇ）：墳墓。（《漢語大詞典》（二），p.1184） 
22 輦（ㄋ一ㄢˇ）輿：亦作“輦轝（ㄩˊ）”。2.人抬的車。即後世轎子。（《漢語大詞典》（九），

p.1283） 
23 珍玩：1.亦作“ 珍翫 ”。珍貴的玩賞物。（《漢語大詞典》（四），p.535） 
24 庫藏：庫房裡儲藏。（《漢語大詞典》（三），p.1232） 
25 城郭：亦作“城廓”。2.泛指城市。（《漢語大詞典》（二），p.1096） 
26（1）園苑：猶園囿。（《漢語大詞典》（三），p.653） 

（2）園囿：1.周以圍墻，布置亭榭石木，間或畜有鳥獸的皇家花園。（《漢語大詞典》（三），

p.653） 
27 飄然：2.飄泊貌，流落散失貌。5.飄殘貌。（《漢語大詞典》（十二），p.646） 
28 棖（ㄔㄥˊ）：1.古代門兩旁豎的木柱。2.借指門。（《漢語大詞典》（四），p.1073） 
29 大星：1.星宿中大而亮者。（《漢語大詞典》（二），p.1355） 
30 暉：1.同“ 輝 ”。光輝，日光。（《漢語大詞典》（五），p.805） 
31 曜：1.明亮，光輝。2.日、月、五星均稱“曜”。（《漢語大詞典》（五），p.848） 
32 相映：互相映襯。（《漢語大詞典》（七），p.1147） 

※案：暉曜相映，前句有談到，摩尼寶猶如大星，而「日、月、五星」都可稱為「曜」，所

以把這句的「暉」當作日，「曜」為摩尼寶珠，兩者光芒互相輝映。 
33 爾：4.代詞。如此，這樣。（《漢語大詞典》（一），p.574） 
34 卒（ㄘㄨˋ）：突然。（《漢語大詞典》（一），p.876） 
35 竄伏：逃匿，隱藏。（《漢語大詞典》（八），p.483） 
36（1）䏶（ㄅㄧˋ）：同髀，大腿。（《漢語大字典》（三），p.2077） 

（2）髀（ㄅㄧˋ）：1.大腿骨。2.指股部，大腿。（《漢語大詞典》（十二），p.408） 
37 將：9.帶領，攜帶。（《漢語大詞典》（七），p.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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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悲愍38，慈心視之而語之言：「咄39哉40！男子！

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墮惡趣。」即說偈言： 

「怪哉甚愚癡，無智造大惡，如人畏杖捶41，返42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興此狂愚意，不安43少44貧乏，長受無窮厄。」 

爾時，一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說，真實不虛！」即說偈言： 

「塔45為人中寶，愚癡輙46盜竊；斯人無量劫，不得值47三寶。 

如昔有一人，信心歡喜故，耳上須曼48花，以用奉佛塔，人天百億劫，極受大快樂49。 

                                                       
38（1）悲愍：見“ 悲憫 ”。（《漢語大詞典》（七），p.573） 

（2）悲憫：亦作“悲愍”。慈悲憐憫，哀憐。（《漢語大詞典》（七），p.574） 
39 咄（ㄉㄨㄛˋ）：1.呵叱。（《漢語大詞典》（三），p.313） 
40 哉：1.語氣助詞。表示感嘆。（《漢語大詞典》（三），p.317） 
41 捶（ㄔㄨㄟˊ）：1.用棍棒或拳頭等敲打。（《漢語大詞典》（六），p.667） 
42 返：5.猶反。反而。（《漢語大詞典》（十），p.739） 
43 安：2.謂對某種環境、事物感到安適或習慣。（《漢語大詞典》（三），p.1312） 
44 少（ㄕㄠˇ）：1.數量小，少量，不多。7.稍略。（《漢語大詞典》（二），p.1646） 
45 塔：1.“佛塔”的簡稱。佛塔起源於 印度，梵語為“窣堵坡”（stpa），晉 宋 譯經時造為

“塔”字，見於 晉 葛洪《字苑》、南朝 梁 顧野王《玉篇》等書。用以收藏舍利。後亦用

於收藏經卷、佛像、法器，莊嚴佛寺等。（《漢語大詞典》（二），p.1144） 
46（1）輙（ㄓㄜˊ）：同“輒”。《正字通》：“輙，俗輒字。”（《漢語大字典》（五），p.3537） 

（2）輒：9.承接連詞。猶則。（《漢語大詞典》（九），p.1252） 
47 值：1.遇到，碰上。（《漢語大詞典》（一），p.1454） 
48 須曼：須摩那花，梵語 sumanas，巴利語 sumanā。又稱蘇摩那花、蘇曼那花、須曼花、須曼

那花、修摩那花、須末那花。意譯悅意花、好意花、好喜花、善攝意花、稱意花。乃肉荳蔻

之一種。屬灌木，花為黃白色，有香氣。據《翻譯名義集》卷八載，此樹高三、四尺，枝葉

下垂如蓋。（《佛光大辭典》（六），p.5362.2-5362.3） 
49（1）《撰集百緣經》卷 9（82 經）（大正 4，245a4-b2）：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

娉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足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政殊妙，須曼花衣與身俱

生。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產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有須曼

花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須曼那。體性賢柔，慈心孝順。年漸長大，衣亦隨大。

父母愛念，便將小兒與阿那律，令作沙彌，教使坐禪。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

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阿那律勅沙彌言：「汝今可往拔提河邊取淨水

來。」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隨後飛來。 
時諸比丘，見是沙彌，歎未曾有，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摩那沙彌，宿殖何福，生巨

富家，須摩那衣隨身俱生；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㮈國

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有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其舍利，造

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童子，見彼塔故，心生欣樂，即便出家，年至老耄，空無所

獲，深自剋嘖，買須曼花，持縷貫之，遍覆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

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須曼花衣與身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

值於我，出家得道。」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雜譬喻經》卷 1（10 經）（大正 4，504c24-505a26）： 

昔佛詣倮*國受須竭請，其國近海，龍興雲雨，佛恐漂沒人民，受飲食已，引眾詣阿耨

達池。佛會畢，眾坐已定，告：「舍利弗不在會中。」天帝念曰：「佛左右常得神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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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50世尊塔，盜寶而自營51，以是業緣52故，沈沒53於地獄。」 

復有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54已彰55，何須呵責56？宜加刑戮57。」 

王告臣言：「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殺？如人倒地，宜應扶起。」 
時，王即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58，宜速拔濟之，我當賜財寶，令懺悔修福，使其得免離，將來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使彼供養佛；若彼不向佛，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跌，還扶而得起，因佛獲過罪，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 

爾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順59之人，計60我𠎝罪61應被斬害。此

                                                                                                                                                                         
慧，益佛光輝。」佛知其所念，告目揵連：「汝往呼舍利弗來。」目連作禮而往。舍利

弗補護法衣，目連曰：「佛在阿耨達池天大會，佛使我來相呼，願以時去。」舍利弗

言：「須我衣竟。」目連答曰：「不時去者，吾當神足取卿及山石室置右掌中，持詣佛

所。」舍利弗便解腰帶著地，語目連曰：「汝能令帶離於地者，我身乃可舉。」目連即

舉之，地能為振動，帶不可舉。目連以神足還佛所，舍利弗先坐*佛邊，目連乃知神足

之力不如智慧之力也。 
時坐中有一比丘，耳中有須曼花，眾坐皆疑：「比丘之法離於花飾，而此比丘著花何

謂？」天帝即白佛言：「不審比丘何以著花？」佛告比丘：「遣耳中花。」比丘受教即

手挽去其花；續復如故，如是取去，其處故有。佛語比丘：「以神足去之。」即以三昧

力作數千萬手，虛空中取耳中花，花故不盡。眾坐乃知是道德因緣，非暫著花也。天

帝白佛：「願說本末，使眾會疑解。」 
佛告天帝：「昔惟衛佛時從來九十一劫。時佛大會說法，有一醉客在會中聽，聞經歡

喜，耳上著花取散佛上，作禮而去。命終之後，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不復更三惡

道。欲知彼時人者，今此比丘是也，散一花福至今得道，故未盡也。」天帝白佛言：

「往日醉客不受戒，亦不行六波羅蜜，一散花福乃九十一劫于今不盡，何況多作*
者！」佛告天帝：「當知薩芸若饒益一切如是。」一切眾會聞說如是，大歡喜，普發無

上正真道意。 
※案：「倮」，同“裸”。（《漢語大字典》（一），p.177） 
※案：坐＝到【宋】【元】【明】。（大正 4，505d，n.1） 
※案：作＝供養佛【宋】【元】【明】。（大正 4，505d，n.7） 

50（1）佛十力，參見《雜阿含經》卷 26（684 經）（大正 2，186c16-187b4），《大智度論》卷

24〈序品 1〉（大正 25，235c22-241b15），《大智度論》卷 25（大正 25，245c16-246a13）。 
（2）十力：1、知是處非處智力，2、知業報智力，3、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4、知眾

生上下根智力，5、知眾生種種欲智力，6、知性智力，7、知一切至處道智力，8、宿命

智力，9、死生智力（知天眼無礙智力），10、漏盡智力。 
51 自營：1.為自己打算，營私。（《漢語大詞典》（八），p.1336） 
52 業緣：佛教語。謂苦樂皆為業力而起，故稱為“業緣”。（《漢語大詞典》（四），p.1170） 
53 沈沒：亦作“沉沒”。4.落入。（《漢語大詞典》（五），p.997） 
54 罪咎：過失，罪愆。（《漢語大詞典》（八），p.1029） 
55 彰：3.明顯，顯著。（《漢語大詞典》（三），p.1131） 
56 呵責：猶呵斥。（《漢語大詞典》（三），p.255） 
57 刑戮：亦作“刑僇”。1.受刑罰或被處死。（《漢語大詞典》（二），p.608） 
58 行：2.品行，德行。（《漢語大詞典》（三），p.886） 
59 調順：1.理順。2.和順。（《漢語大詞典》（十一），p.307） 



佛典故事                                                   佛是大醫王，遺法度眾生 

8 

王能容，實是大人赦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為奇特，乃能調化62邪見國王，作如斯事。」

說是語已，還到塔所，匍匐63向寺，合掌歸命64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間真濟65！雖

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66於我。世間咸皆號為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及於今者濟我

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間稱真濟，此名實不虛；我今蒙救拔，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67，多諸欝蒸68惱；慈悲清涼月，照除熱惱苦。 

如來在世時，於曠野鬼所，拔濟首長者69，是事未為難。 

                                                                                                                                                                         
60 計：8.泛指考察，審核。（《漢語大詞典》（十一），p.12） 
61（1）𠎝：同“愆”。《廣韻‧仙韻》：“愆，俗愆字”。（《漢語大字典》（一），p.216） 

（2）愆罪：罪過，罪惡。（《漢語大詞典》（七），p.630） 
62 調化：調和教化。（《漢語大詞典》（十一），p.298） 
63 匍匐：1.爬行。（《漢語大詞典》（二），p.188） 
64 歸命：歸向佛陀教法之謂。（《佛光大辭典》（一），p.26.1） 
65（1）濟：5.救助。（《漢語大詞典》（六），p.190） 

（2）《別譯雜阿含經》卷 5（92 經）（大正 2，405c20-23）： 
佛身真金色，圓光遍一尋，永斷眾煩惱，超度生死流。 
如是大導師，能調伏一切，眾生咸蒙化，故號為真濟。 

66 賑賜：亦作“賑錫”。賑救賜與。（《漢語大詞典》（十），p.210） 
67 熾然：1.猛烈地燃燒。《百喻經‧煮黑石蜜漿喻》：“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2.火盛

貌。《法苑珠林》卷八：“良由三毒猛火燒心，熾然不絕，故受斯苦。”（《漢語大詞典》

（七），p.263） 
68（1）欝：同“鬱”。（《漢語大字典》（二），p.1326） 

（2）鬱蒸：1.悶熱。3.蒸騰。（《漢語大詞典》（三），p.1143） 
69《別譯雜阿含經》卷 9（188 經）（大正 2，442a18-b24）：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曠野園第一林中。時，首長者身遇困疾。 
爾時，世尊聞其患已，後日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 
時，首長者遙見佛來，動身欲起。佛告長者：「不須汝起。」 
佛即慰問：「汝所患苦，為可忍不？醫療有降，不至增耶？」 
長者白佛：「今我患苦，極為難忍，所受痛劇，遂漸增長。苦痛逼切，甚可厭患；譬如有力

之人，以手㨑搣*無力者頭，揉、捺、牽掣。我患頭痛，亦復如是；譬如屠者，以彼利刀，

撓攪牛腹，腸胃寸絕。我患腹痛，亦復如是；譬如二大力人，捉一羸病，向火燺炙，身體焦

爛。患體熱痛，亦復如是。」 
佛告長者：「汝今應於佛所，生不壞信，法、僧及戒，亦當如是。」 
長者白佛：「如佛所說，四不壞信，我已具得。」 
佛告長者：「依於如是四不壞信，應修六念。」 
長者白佛：「如此六念，我已具修。」 
時，首長者即白佛言：「唯願世尊！在此中食。」佛默然受請。日時已到，彼首長者為於如

來設眾餚饍，種種備具清淨香潔。設是供已，尋便奉施，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出

世，難可值遇！」佛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首長者如來去後，尋於其夜身壞命終，生無熱天。既生天已，即作此念：「我於今者，

應往佛所。」作是念已，尋來佛所，光色倍常，照于祇洹，悉皆大明。頂禮佛已，却坐一

面，身滲入地，譬如蘇油。 
佛告天子：「汝可化為麁身，當作住想。」 
時，首天子受佛勅已，即便化作欲界麁形，不復滲沒。 
佛告首天子言：「汝行幾法？不生厭足，身壞命終，生無熱天。」 



佛典故事                                                   佛是大醫王，遺法度眾生 

9 

於今涅槃後，遺法70濟危厄71，令我脫苦惱，是乃為甚難。 

云何世工匠，奇巧72合聖心73，圖像舉右手，示作安慰相74。 

怖者覩之已，尚能除恐懼，況佛在世時，所濟甚弘多75。 

今遭大苦厄76，形像77免78濟我。」 
 

                                                                                                                                                                         
首天白佛：「我行三法，心無厭足，故得生天。見佛、聽法、供養眾僧，無厭足故，命終得

生無熱天上。」時，首天子即說偈言： 
「我樂常見佛，不捨於聽法，供養比丘僧，受持賢聖法，調伏貪嫉心，得生無熱天。」 
時，首天子說是偈已，歡喜頂禮，即從座沒，還於天宮。 
※案：㨑（ㄗㄨㄥ）搣（ㄇㄧㄝˋ）：㨑，手捉頭。《集韻‧東韻》：“㨑，《字統》：‘㨑

搣’，俗謂之捉頭。”（《漢語大字典》（三），p.1922） 
70 遺法：4.指前代傳下的佛法。（《漢語大詞典》（十），p.1198） 
71 危厄：危急困窘。（《漢語大詞典》（二），p.520） 
72 奇巧：2.猶巧妙。（《漢語大詞典》（二），p.1521） 
73 聖心：1.聖人的心懷。（《漢語大詞典》（八），p.666） 
74 施無畏印：梵語 abhayaṃ-dada mudrā。施無所畏之德，離怖畏之印明，即象徵施一切眾生安

樂無畏之印。結此印時，舉右手，五指前伸，掌向外，左手作拳，又執袈裟之兩角，安於臍

上。（《佛光大辭典》（四），pp.3830.3-3831.1） 
75 弘多：甚多。（《漢語大詞典》（四），p.103） 
76 苦厄：苦難，災厄。（《漢語大詞典》（九），p.317） 
77（1）形像：見“ 形象 ”。（《漢語大詞典》（三），p.1118） 

（2）形象：亦作“形像”。3.塑像，偶像。4.象徵。（《漢語大詞典》（三），p.1116） 
78 免：4.赦免，寬宥罪愆。（《漢語大詞典》（二），p.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