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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欲之毒，自害害人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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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譬喻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602 頁下欄到 603 頁上欄。 

過去，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天、人、龍、鬼神說法。 

當時，有位大長者擁有非常多的財富，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沒多久，小孩

的雙親過世，由於這個男子的年紀還小，不知道該怎麼經營生計、治理家業，幾年之後

便散盡家財，雖然到處乞討，但還是無法足夠養活自己。 

這男子的父親有位朋友，是一位非常富有的長者。有一天，長者遇到了這個男子，

關懷地問候他詳細的情況。長者很同情男子的遭遇，就帶他回家並照顧他，還將女兒嫁

給他，也送給他奴婢、車馬和許多的財產，又建造房屋，幫助他成家立業。 

然而，男子生性懶惰，做事完全沒有規劃，無法謀生，終於用盡了長者送的財產，

比從前更加地窮困潦倒。 

長者顧慮到自己的女兒，再度送更多的財產給女婿；但沒想到女婿仍然像以前一

樣，最後還是一貧如洗。就這樣，長者資助了很多次，但女婿都不好好珍惜、運用，任

意花費，沒有節制。長者觀察到女婿一事無成、沒有未來，就想要把男子的妻子奪回來，

讓女兒改嫁他人。為了這件事，長者還召集家族親人共同商議。 

女兒聽到這件事，趕緊回家告訴丈夫：「我娘家的宗親勢力強大，能奪取你的一切，

由於你沒有能力謀生的緣故，你說該怎麼辦？有什麼打算呢？」 

丈夫聽到妻子這麼說，非常慚愧地想：「唉！是我福薄，生來就失去父母的庇護，

沒有學習經營謀生的方法，現在不但將失去妻子，還得過著從前那種乞討的生活。想到

這些日子以來，和妻子的濃情蜜意、難分難捨，如今卻要活生生地被迫分離，這樣的痛

苦叫我怎麼受得了呢？」反覆地想著，竟生起了惡念，他拉著妻子走進房裡說：「我想

和妳一起死！」說完便刺殺妻子，然後自盡，夫婦兩人當場死亡。 

奴婢驚慌失措地趕緊跑去向長者稟報，長者全家大小都非常震驚，一起前來探視，

看到他們都已經死了，只好將夫婦兩人以棺木收殮，依照當時的禮俗安葬。 

長者全家大小為了這個女兒的遭遇，都感到非常地傷心痛苦，遲遲無法釋懷。後來，

聽說：佛在世教化說法，能夠親眼拜見的人都非常地歡喜，更可以因此忘掉憂傷、去除

苦惱。於是，長者便帶著全家大小一起來到佛的面前，向佛頂禮之後退坐一旁。 

佛問長者說：「你從哪裡來？為什麼看起來悶悶不樂，臉色這麼憂愁呢？」 

長者回答說：「我們一家福德不足，之前嫁出去一個女兒，沒想到卻是遇上一個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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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的丈夫，沒有能力經營生計。我想要把他的妻子奪回來，帶女兒回家，讓她改嫁；但

女婿竟然就將我女兒殺死，他自己也自殺，兩個人就這樣死了。我們剛剛送葬結束，正

要回家，就過來拜見世尊。」 

佛對長者說：「貪欲、瞋恚經常是世間人的通病，愚癡無智是禍害之門，三界五道

都是從此墮落深淵（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的眾生，有天、人、地獄道、餓

鬼道、畜生道──這五道的眾生，都是由於貪、瞋、癡而墮落深淵），展轉在生死輪迴

中無數劫，即使受到種種痛苦仍不知悔悟，愚癡的人怎麼能明白這個道理呢？貪欲的毒

不僅害了自己，也會滅了全族的人，更能為害所有的眾生，何況是這對夫婦？」 

於是，世尊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愚癡的人用貪欲來綑綁自己，不尋求度到解脫的彼岸；為了貪圖財富、情愛，不

但為害他人也害了自己。 

以愛欲心為田，以婬怒癡為種子，這樣是不會生出福德、道果的；因此，能以清淨

心布施給超脫世俗的人，才能獲得無量的福德。 

就好像攜帶的同伴少而貨物多，商人都會感到害怕、恐懼，擔心盜賊來搶奪；由於

貪欲會引來盜賊，傷害自己的性命，也由於貪欲會危害自己的慧命，所以有智慧的人就

不會有貪欲，會遠離貪欲。」 

長者聽了佛開示的偈頌非常歡喜，不再憂傷、消除了苦惱，在座的家人不分大小以

及許多聽眾都破除了二十億的罪惡，當下證得初果。 

這一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 

故事中的長者子生性懶惰，沒有一技之長，即使他父親的朋友大力相助，還把女兒

嫁給他，對他可說是仁至義盡；但長者子沒有好好珍惜，不知奮發圖強，沒有知恩、報

恩，反而把錢花光了，還把大恩人的女兒殺死，自己也同歸於盡，真是可悲！因此，要

好好珍惜他人的助緣，並培養獨立作業的能力，具備一技之長；完全靠別人，那是不成

的！ 

佛說：「愚癡的人用貪欲來綑綁自己，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我們反省自己：我們是不是已經離欲了呢？如果貪欲心很重，那就不是有智慧的

人。有智慧的人，是不會放縱貪欲而作繭自縛的。 

佛又說：「如果一塊充滿愛欲雜染的田地，灑下貪瞋癡的種子，這樣是不會生出福

德、道果的。」 

如是因，如是果。我們反省自己：我們的心田是不是清淨無染？我們種下去的是貪、

瞋、癡的種子，或是戒、定、慧清淨的種子呢？如果心田充滿了愛染，種下去的又是貪、

瞋、癡的種子，那麼所得到的一定是生死輪迴的苦果，又如何能期待福德、道果的收成

呢？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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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原文 

一、《法句譬喻經》卷 4〈愛欲品 32〉（大正 4，602c8-603a22）： 

昔佛在舍衛精舍為天、人、龍、鬼說法。 

時，世有大長者1，財富無數，有一息男2年十二三。父母命終，其兒年小未知生活理家

之事，泮散3財物數年便盡，久後行乞由4不自供5。 

其父有親友長者大富無數，一日見之，問其委曲6。長者愍念將歸經紀7，以女配之，給

與奴婢、車馬，資財無數，更作屋宅成立門戶8。 

為人懶惰，無有計校9不能生活，坐10散財盡，日更飢困。 

長者以其女故更與資財，故復如前，遂至貧乏。長者數餉11，用之無道，念叵12成就，

欲奪其婦更嫁與人，宗家13共議。 

女竊聞之，還語其夫：「我家群強勢能奪卿，以卿不能生活故，卿當云何？欲作何計也？」 

其夫聞婦言，慚愧自念：「是吾薄福生失覆蓋，不習家計14生活之法，今當失婦，乞匃15

如故。恩愛已行，貪欲情著，今當生別16，情豈可勝？」思惟反覆便興惡念，將婦入房：

「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17婦，還自刺害，夫婦俱死。 

奴婢驚走往告長者，長者大小驚來看視，見其已然18，棺殮19遣送如國常法。 
                                                       
1 長者：1.年紀大或輩分高的人。2.指顯貴的人。（《漢語大詞典》（十一），p.588） 
2 息男：親生兒子。（《漢語大詞典》（七），p.502） 
3（1）泮散＝費【聖】，泮＝費【宋】【元】【明】。（大正 4，602d，n.54） 
（2）泮（ㄆㄢˋ）：2.引申為消除。（《漢語大詞典》（五），p.1101） 

4（1）由＝猶【宋】＊【元】＊【明】＊。（大正 4，602d，n.56） 
（2）由：22.通“ 猶 ”。尚，尚且。（《漢語大詞典》（七），p.1297） 

5 自供：1.自行供給。（《漢語大詞典》（八），p.1317） 
6 委曲：14.事情的原委，底細。（《漢語大詞典》（四），p.323） 
7 經紀：5.管理照料。（《漢語大詞典》（九），p.863） 
8 門戶：6.家庭。（《漢語大詞典》（十二），p.4） 
9（1）計校：見“ 計較 ”。（《漢語大詞典》（十一），p.17） 
（2）計較：亦作“計校”。亦作“計挍”。4.計策，打算，主張。（《漢語大詞典》（十一），p.19） 

10 坐：20.因為，由於。21.致，以致。24.遂，乃。（《漢語大詞典》（二），p.1039） 
11 餉（ㄒㄧㄤˇ）：4.贈送。（《漢語大詞典》（十二），p.535） 
12 叵（ㄆㄛˇ）：2.引申為無。（《漢語大詞典》（一），p.957） 
13 宗家：1.同族，本家。（《漢語大詞典》（三），p.1355） 
14 家計：1.關於家事的打算，引申為家庭事務。2.家庭生計。3.家產，家財。（《漢語大詞典》（三），

p.1468） 
15 匃（ㄍㄞˋ）：同“丐”。（《漢語大字典》（一），p.257） 
16 生別：謂生生別離。（《漢語大詞典》（七），p.1497） 
17 案：《大正藏》原作「剌」，《高麗藏》作「刾」（第 30 冊，552a3）。「刺」是「刾」之通用字，

今改用「刺」。 
18 然＝殺【宋】【元】【明】。（大正 4，603d，n.2） 
19 棺殮：亦作“棺斂”。以棺木收殮死者。（《漢語大詞典》（四），p.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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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大小憂愁念女不去，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見者歡喜，忘20憂除患，將家大小往

到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 

佛問長者：「為所從來？何以不樂憂愁之色？」 

長者白言：「居門不德21，前嫁一女，值遇愚夫不能生活，欲奪其婦；便殺婦及身，共死
22如此。遣送適還23，過覲24世尊。」 

佛告長者：「貪欲、瞋恚，世之常病；愚癡無智，患害之門，三界五道由此墮淵，展轉

生死無央數劫，受苦萬端由25尚不悔，豈況愚人能得識此？貪欲之毒，滅身滅族，害及

眾生，何況夫婦？」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愚以貪自縛，不求度彼岸26；貪為財愛故27，害人亦自害。28 

愛欲意為田，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29者，得福無有量。30 

                                                       
20 案：《大正藏》原作「妄」，《高麗藏》作「[慝-若+一]」（第 30 冊，552a8）。「忘」是「[慝-若+

一]」之通用字，今改用「忘」。 
21 不德：1.不修德行，缺乏德行。（《漢語大詞典》（一），p.467） 
22 死＋（一處）【宋】【元】【明】。（大正 4，603d，n.6） 
23 還＋（追愍痛毒情不能已）【元】【明】。（大正 4，603d，n.7） 
24 覲（ㄐㄧㄣˋ）：3.會見，拜見。（《漢語大詞典》（十），p.532） 
25 由＝猶【宋】＊【元】＊【明】＊。（大正 4，602d，n.56-1） 
26 彼岸：1.佛教語。佛家以有生有死的境界為“此岸”；超脫生死，即涅槃的境界為“彼岸”。 

（《漢語大詞典》（三），p.940） 
27 故＝欲【宋】【元】【明】【聖】。（大正 4，603d，n.9） 
28（1）《法句經》卷 2〈愛欲品 32〉（大正 4，571b11-12）： 

愚以貪自縛，不求度彼岸，貪為敗
※
處

※
故，害人亦自害。 

※敗＝財【明】。（大正 4，571d，n.11） 
※處＝愛【宋】【元】【明】【聖】。（大正 4，571d，n.12） 

（2）《法集要頌經》卷 1〈愛欲品 2〉（大正 4，778b7-8）： 
愚以貪自縛，不求度彼岸，貪財為愛欲，害人亦自縛。 

29（1）度世：1.猶出世。（《漢語大詞典》（三），p.1225） 
（2）度世：（一）指度脫三世迷界之事。度即渡、出，猶言出世、出世間、離世間。（三）指

濟度世間之人。（《佛光大辭典》（四），p.3778.2） 
30（1）《法句經》卷 2〈愛欲品 32〉（大正 4，571b12-14）： 

愛欲意為田，婬怒
※
癡為種，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怨＝怒【聖】。（大正 4，571d，n.14） 
※案：《大正藏》原作「怨」，今依【聖】本及《高麗藏》作「怒」（第 30 冊，574b11）。 

（2）《出曜經》卷 18〈雜品 17〉（大正 4，705b8-23）： 
愛欲意為田，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愛欲意為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菅
※
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

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是故說「愛欲意為田」也。 

婬怒癡為種者，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何處而獲果報？答曰：「施無空

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無空入者少？答曰：「諸在外道異學及裸形梵志尼乾子

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梵志傷害善根，

為婬怒癡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說「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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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少而貨多，商人怵惕31懼；嗜欲32賊害33命，故慧不貪欲。34」 

爾時，長者聞佛說偈，欣然歡喜，忘憂除患，即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破二十億惡，

得須陀洹35道。36 

 

二、《出曜經》卷 4〈欲品 2〉（大正 4，630b4-27）：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有一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37困苦勞功役力38，周遍四方而乃獲寶。所獲無量，

                                                                                                                                                                         
得福無有量者，嘆說如來聖眾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

得果報不可稱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菅＝䓸【宋】【元】【明】。（大正 4，705d，n.8） 

（3）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7（大正 27，142a24-25）： 
貪欲壞眾生，如田有穢草；施無貪欲者，獲勝果無疑。 

（4）《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4（大正 27，487a3-4）： 
若有貪等者，如有穢草田；故離貪等田，施者獲大果。 

（5）《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15〈人品 3〉（大正 28，110c28-29）： 
欲心壞眾生，如草敗良田，若施無欲者，必得於大果。 

31 怵（ㄔㄨˋ）惕：戒懼，驚懼。（《漢語大詞典》（七），p.473） 
32 嗜欲：亦作“嗜慾”。1.嗜好與欲望。多指貪圖身體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漢語大詞典》（三），

p.456） 
33 賊害：1.殘害。2.指禍害。（《漢語大詞典》（十），p.187） 
34（1）《法句經》卷 2〈愛欲品 32〉（大正 4，571b14-15）： 

伴少而貨多，商人怵惕懼；嗜欲賊害命，故慧不貪欲。 

（2）《出曜經》卷 25〈惡行品 29〉（大正 4，744a14-28）：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者，昔有眾賈商人冒
※
涉途路，經過曠野嶮難之中，路多盜賊

無由自免，所齎財寶無有資糧，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

懷恐懼，神識熾然。有一黠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難。」眾人意正

便得無他。是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也。 

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者，道路嶮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遇
※

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為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者無毫釐

之礙，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說曰「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案：《大正藏》原作「冐」，今採通用字作「冒」。 
※遇＝道【宋】【元】【明】。（大正 4，744d，n.4） 

35 須陀洹：梵語 srota-āpanna，巴利語 sotāpanna。為聲聞乘四果中最初之聖果。又稱初果。即

斷盡「見惑」之聖者所得之果位。全稱須陀般那。又作須氀多阿半那、窣路陀阿鉢囊、窣路

多阿半那。舊譯作入流、至流、逆流。新譯作預流。入流，意指初入聖者之流；逆流，謂斷

三界之見惑已，方違逆生死之流。（《佛光大辭典》（六），p.5360.1） 
36（1）《中本起經》卷 1〈現變品 2〉： 

佛為說法：「生死由癡，恩愛有離，破二十億惡，入須陀洹。」（大正 4，149b6-7） 
（2）《賢愚經》卷 6〈月光王頭施品 30〉：「佛為說法，志心聽受，即破二十億惡，得須陀洹。」

（大正 4，390c12-13） 
（3）《鼻奈耶》卷 9：「阿那律為說種種深法，即時婦人壞二十億惡，得須陀洹，見諦得果。」

（大正 24，889c15-16） 
37 躬自：自己，親自。（《漢語大詞典》（十），p.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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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娛樂，在大眾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價直39數億，今當娉40

娶豪族女，人中盛壯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女姿態一以備悉。」 

既自端正面如桃華色，復以香華脂粉莊嚴其身，日共娛樂不能捨離，餚饌41飲食日日不

同，殺害眾生不可稱計42，縱情放恣獨勝無匹43，會復遇疾即便命終。 

見婦去世，心迷意亂，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稱怨而行。 

「一何44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宗族五親懷嫉妬心，各興斯意欲奪我婦，

恐事彰露45竊共陰謀中陷46我婦。」如是怨訴，日日不止。 

爾時，世尊以天眼47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怨訴街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真。 

爾時，世尊欲現其義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過去如來神

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人貪著愛欲，習於非法48行，不觀死命至，謂命為久長。」 

爾時，眾會聞說此偈，諸塵垢49盡得法眼50淨。 

「愚以貪自縛，不求度彼岸，貪為財愛故，害人亦自害。」 

                                                                                                                                                                         
38 役力：猶效力。（《漢語大詞典》（三），p.925） 
39 價直：1.款額。（《漢語大詞典》（一），p.1690） 
40 娉：1.古代婚禮，男方遣媒向女方問名求婚謂之娉。今通作“聘”。《說文‧女部》：“娉，

問也。”段玉裁 注：“凡娉女及聘問之禮，古皆用此字……而經傳概以‘聘’代之。”2.
引申為嫁娶，婚配。（《漢語大詞典》（四），p.361） 

41 餚饌：豐盛的菜肴。（《漢語大詞典》（十二），p.564） 
42 稱計：計算。（《漢語大詞典》（八），p.114） 
43 無匹：3.無雙，無可匹比。（《漢語大詞典》（七），p.100） 
44 一何：為何，多麼。（《漢語大詞典》（一），p.37） 
45 彰露：顯露，敗露。（《漢語大詞典》（三），p.1132） 
46 中陷：中傷陷害。（《漢語大詞典》（一），p.604） 
47 天眼：1.佛教所說五眼之一。又稱天趣眼，能透視六道、遠近、上下、前後、內外及未來等。  

（《漢語大詞典》（二），p.1434） 
48 非法：2.指不合規範。（《漢語大詞典》（十一），p.781） 
49 塵垢：5.佛教謂煩惱。（《漢語大詞典》（二），p.1193） 
50 法眼：1.佛教語。“五眼”之一。謂菩薩為度脫眾生而照見一切法門之眼。（《漢語大詞典》

（五），p.1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