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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陀羨王因緣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6.5.14）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個故事出自《雜寶藏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495 頁上欄到 496 頁中欄。
過去很久以前，優陀羨王住在盧留城，他非常聰明，善解通達，具有大智慧。國王
其中一位夫人名叫有相，姿色容貌出眾，又兼具德行，國王非常喜愛、敬重她，心裡最
寵愛、獨厚這位夫人。當時，這個國家的法律規定，當國王的人不可以自己彈琴。
那時，夫人仗著自己最受寵愛，就對國王說：
「希望您能為我彈琴，我為國王跳舞。」
國王不違背夫人的心意，便拿起琴來彈奏，夫人隨即舉手跳舞。國王一向善於看相，看
著夫人跳舞，竟看見夫人現出死相，隨即放下琴，心裡感到非常悲傷而長聲歎氣。
夫人就對國王說：「如今我受到國王恩寵，大膽地在密室中請求國王彈琴，我自己
起身舞蹈，與國王一同享樂，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讓您放下琴而長聲歎氣？希望國王
不要隱瞞，能如實地告訴我。」
這時，國王回答說：「我之所以長聲歎氣，不是妳們婦人可以聽的。」
夫人說：「我今天侍奉國王，是這麼忠誠沒有二心，如果有不對的地方，您應該告
訴我並指正我。」
夫人再三不停地追問，國王只好實話實說：「我對於妳又怎麼會有其他的心思呢？
剛剛妳跳舞時，外在顯現出死相，估計剩餘的壽命，不會超過七天，由於這個緣故，讓
我放下琴而歎氣。」
夫人聽了之後，心中非常憂慮害怕，便對國王說：「如國王所說的，我離命終不遠
了。我曾聽石室比丘尼說，如果能以信心出家一日，必定能生天。因此，我想要出家，
希望國王能答應，讓我加入僧團的行列。」
這時，國王情意深重、恩愛的心無法止息，就對夫人說：「到第六天早晨，才允許
妳出家入道，不違背妳的心意。」
到了第六天，國王對夫人說：「妳有善心，想要出家；如果能生天，一定要回來看
我，我才允許妳出家。」
說了這樣的約定之後，夫人答應了，於是可以出家，受持八關齋戒。就在當天，因
為喝了太多的石蜜漿，腹部絞痛糾結，到了第七天早晨，便命終身亡。藉由這樣的善因
緣，得以生天。生天之後，立刻生起三個念頭：第一念，回憶本來是什麼身？第二念，
過去的因緣是修了什麼功德？第三念，現在確定已經得到天界身。這麼想之後，清楚地
知道本來的因緣以及與優陀羨王立下的誓言，因為過去的誓言，就來到國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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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光明遍照佈滿王宮，國王問：「今天這樣祥瑞的光芒，是誰到了呢？希望能
讓我知道。」
於是，天人回答說：「我是國王的妻子有相夫人。」
國王聽到這樣的回應，便說：「希望妳靠過來，在我身旁坐下。」
天人回答說：「現在的我，看到國王惡臭污穢，難以靠近。我是因為過去的誓言，
所以回來看國王。」
國王聽了之後，內心立刻醒悟，便說：「今天這位天人，本來是我的妻子，因為有
善心，追求出家入道，出家一天，不久就命終；由於這樣清淨信心出家的功德，因此能
生天，她的心志高遠而見我卑微下賤。我現在為什麼不出家呢？我曾聽說，天人的一小
片指甲就價值整個閻浮提，更何況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國家而已，又有什麼好貪戀不捨的
呢？」說完之後，便立兒子王軍繼承王位，自己就出家學道，並證得阿羅漢。
當王軍王統領國家後，由於相信並任用了花言巧語、諂媚奸詐的小人，不管理國事，
優陀羨王憐愍他的兒子以及國中的百姓，想要教化、勸導王軍王修善。
王軍王一聽到父親要來了，非常高興，想要命令大家前往路邊迎接。然而，這時奸
詐的大臣們畏懼會因此被遣散，便對國王說：「國王現在您頭戴天冠，已經坐在獅子座
上。獅子的大座，沒道理讓離開的人再回來坐在上面。如果您去迎接您的父親優陀羨王，
恢復王位，他一定會將您殺了。如果王位要能坐得穩，必須殺死您的父親優陀羨王才行。」
這時，王軍王心裡感到憂慮與錯愕，種種疑惑逐漸生起，奸臣又不斷地勸諫，於是
王軍王生起惡念，便招募栴陀羅，命令前去殺害自己的父親。
這時已經接受招募的栴陀羅來到優陀羨王面前，頂禮之後對優陀羨王說：「過去長
久以來，我接受優陀羨王的恩德，對於大王實在毫無叛逆的心，然而今天被派來殺害大
王，如果不殺您，一定會被懲罰。」
優陀羨王回答說：「我現在回來，是為了勸導、教化你的國王，又怎麼會為了愛惜
自己的身體，而使你受到懲罰呢？」於是便將脖子伸出十餘丈長，對栴陀羅說：「隨便
你砍。」
栴陀羅用盡力氣砍，但刀子都無法砍傷優陀羨王的脖子。
優陀羨王憐愍他，便藉助神通力，對栴陀羅說：
「你現在代我向你的國王傳話說：
『你
今日殺死自己的父親，又殺害阿羅漢，犯下兩項罪大惡極的重罪，務必好好懺悔，才有
機會減輕你的罪報。』」
這時，栴陀羅接受命令後，便舉起大刀再砍，斬斷優陀羨王首級，便帶回國。
這時，王軍王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容貌色澤完全沒變化，知道父親已經得道，是
不會貪戀王位的。於是，生起懺悔的心，心中非常懊惱，哭到暈倒，很久之後才甦醒過
來，就問栴陀羅，父王說了什麼遺言。
這時，栴陀羅遵從優陀羨王旨意，如實轉告國王：「你不但殺死自己的父親，更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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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阿羅漢，犯下兩項罪大惡極的重罪，務必好好懺悔。」
王軍王聽了這段話，更是傷心不已，並說：「如今我的父王已經得阿羅漢道，又怎
麼可能貪戀王位，而我卻殺死自己的父親？」
那時，那些奸臣擔心會被國王殺害，就對國王說：「這個世界上哪裡有阿羅漢？國
王別聽信虛構的言語，自尋煩惱。」
國王回答說：「我父親已經死亡很多天，但到今天頭顱的容貌色澤卻沒有變化，如
果沒有得道，怎麼可能會這樣？又我父親在位時，大臣婆咥師、優波咥師都出家，並且
證得阿羅漢道，顯現種種神變，我們都親眼看過，在這裡入涅槃，撿遺骨後造的舍利塔，
至今都還保存著。又怎麼可以說沒有阿羅漢呢？」
奸臣回答說：「依靠世間幻化的咒術以及藥力也能顯現神變。這兩名大臣並不是阿
羅漢。過幾天，就展示給國王看，讓國王驗證一下。」
說了這些話之後，奸臣便來到兩位大臣的舍利塔前，鑽了兩個洞，並各放了一隻貓
在舍利塔前飼養，叫喚說：「咥師出來！」貓一出來就餵貓吃肉，然後叫牠回去，貓便
從孔洞鑽進去。就這樣調教一段時間，貓便被馴服。奸臣就對國王說：「現在國王想要
見咥師他們嗎？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
國王便下令移駕，來到舍利塔前。這時，奸臣便叫喚：「咥師出來！出來！」貓立
刻從孔洞鑽出來；叫牠回去，貓便鑽進孔洞。國王看到這種情形，迷惑的心意更加強烈，
不受約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從此不再相信罪福因果業報。
有一次，國王帶了大隊人馬出去遊樂嬉戲，在回程的路途中，看見迦栴延尊者端坐
在安靜的地方坐禪入定。
國王看到這個景象，便生起惡心，隨手抓了一把土撒在尊者身上，並對左右隨從的
人說：「你們每一個人替我抓一把土，把土丟在迦栴延身上。」沒多久，泥土便掩蓋了
尊者。
有一位大臣恭敬深信三寶，後來才抵達，聽到和看見這種情形，非常懊惱，趕緊為
尊者清除覆蓋在身上的土。又對大家說：
「有誰肯護念我，請幫我一起除去這些土堆。」
這時，迦栴延尊者端坐在琉璃寶窟，神色威儀鮮豔光澤，毫無半點髒污土色，大臣
非常歡喜，便頂禮尊者，並對尊者說：「當今國王不行正道，犯下這種重罪，善惡業必
定有果報，要怎麼樣才能避免災禍呢？」
尊者回答說：「過了七天之後，天上會降下泥雨覆蓋全城，積土成山，國王和人民
全部都會被掩埋而死。」
大臣聽了之後非常憂慮，便將實情告訴國王；同時又親自設計，挖掘地道，通向城
外。
第七天到了，忽然天空降下香花、珍寶、衣服，城內的人都感到非常歡喜，奸臣就
對國王說：
「今天這種祥瑞之兆，都是由於國王的福德；沒有智慧的人，反而造謠毀謗，
說會下土雨，現在反而降下珍寶。」就這樣欺誑迷惑，前後不只一次，顛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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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聽聞造了種種惡業後，卻有祥瑞的感應，都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這時，四
周城門由於隱微難見的因緣力的緣故，全部降下鐵門，沒有任何可以逃脫隱藏的地方，
天便降下土雨，沒多久整座城便積土成山。
而那位大臣和一些同樣想法的人，都從地道中逃出，一起來到尊者面前，請教說：
「實在令人感嘆！這座城竟然在短短一天之內就被覆蓋、消滅，天降土雨、積土成山，
不分國王、人民，大家遭受同樣死亡的命運。不知道過去是什麼因緣，使得他們一起遭
受這種災害？」
於是，尊者便對大臣說：「仔細聽！仔細聽！現在就為你們解說。
過去很多劫以前，當時這個國家中有一位長者的女兒，住在樓上，早晨打掃後，將
糞土等污穢物傾倒在比丘頭上，還不知懺悔。
後來這個女子嫁了一位好丈夫，於是其他女伴們便問這個女子說：『妳是做了什麼
因緣，才能得到好丈夫呢？』
當時，這個女子回答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就是因為我打掃樓房時，將糞土傾
倒在比丘頭上，因為這樣，才遇到這麼好的丈夫啊！』
女伴們聽到這些話之後，以為這樣真的可以嫁給好丈夫，便紛紛把糞土傾倒在比丘
身上。因為造作這種惡業緣，所以一起承受這種苦報。」說完後，尊者與未遭受掩埋的
人便和功德天一起前往花氏城。
過去長久以來，盧留城和花氏城這兩座城興衰交替，當這個國家滅亡後，另一座城
便興盛起來，因此，尊者和大家一起前往花氏城。好音聲長者就在花氏城邊界的地方供
養尊者。那時，長者原本就已經非常富有，當尊者抵達家中時，財富珠寶比以前更豐盛。
抵達花氏城後，尊者迦栴延請問佛說：「好音聲長者是由於什麼因緣而有好音聲，
而且財富無量，財產珠寶那麼眾多？」
佛說：
「過去有一位長者，每天派遣人去迎請五百位辟支佛到家裡來，準備食物供
養他們。而這位長者的侍者，時常帶著一隻小狗一起前去。有一次，因為有事，沒辦法
前往迎請。這隻狗依照習慣的時間，獨自前往僧坊，向僧眾吠叫。
當時，辟支佛們說：『在家人事情多，或許忘了來迎請，剛才這隻狗吠叫，好像是
來迎請我們。』
於是，大家就一同前往長者家。這時，長者非常歡喜，如法供養辟支佛們。
當時的長者就是我，當時的侍者就是阿那律，當時的那隻狗就是好音聲長者，由於
這個緣故，生生世世得到好音聲，而且擁有許多的財寶。」
因此，有智慧的人，應當精進供養福田。
以上，以這個故事跟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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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原文
《雜寶藏經》卷 10（116）（大正 4，495a1-496b11）：
昔優陀羨王住盧留城，聰明解1達2，有大智慧。其一夫人，名曰有相，姿容3奇特，兼有
德行，王甚愛敬，情最寵厚。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4彈琴。
爾時，夫人恃5已愛寵，而白王言：
「願為彈琴，我為王舞。」王不免6意，取琴而彈，夫
人即7舉手而舞。王素8善相9，見夫人舞，覩其死相10，尋11即捨琴，慘然12長歎。
夫人即白王言：
「如我今者受王恩寵，敢於曲室13求王彈琴，我自起舞，用共為14樂，有
何不適，放琴而歎？願王莫隱，而見15告語16。」
時，王答言：「我之長歎，非爾17婦人之所可聞。」
夫人白言：「我今奉王，至誠無二18，若有不理19，宜應告勅20。」
「我之於爾，豈容有異？爾向起舞，死相外現，計其餘命22，不
慇懃21不已，王以實答：
過七日，由是之故，捨琴而歎。」
夫人聞已，甚懷憂懼23，即白王言：
「如王所說，命不云遠。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
心出家一日，必24得生天。由是之故，我欲出家，願王聽25許，得及道次。」
1

明解＝解明【宋】【元】【明】。（大正 4，495d，n.3）
（1）解達：謂相談說而勉勵仕進。（
《漢語大詞典》
（十），p.1372）
（2）聰解：聰明穎悟。（
《漢語大詞典》
（八），p.698）
（3）明達：1.對事理有明確透徹的認識，通達。
（《漢語大詞典》（五），p.611）
3
姿容：外貌，儀容。（
《漢語大詞典》（四），p.346）
4
自：1.自己，親自。（
《漢語大詞典》（八），p.1306）
5
恃：1.依賴，憑藉。（
《漢語大詞典》（七），p.511）
6
免：5.逃避。6.去除。
（《漢語大詞典》
（二），p.265）
7
即＋（時）【宋】【元】【明】。（大正 4，495d，n.4）
8
素：8.平素，向來。（
《漢語大詞典》（九），p.729）
9
相：2.舊時迷信，用觀察面貌、形體來推測人的命運。（
《漢語大詞典》（七），p.1135）
10
死相：1.要死的樣子。（
《漢語大詞典》
（五），p.151）
11
尋：12.不久，接著，隨即。（《漢語大詞典》
（二），p.1288）
12
慘然：1.形容心裡悲傷。（
《漢語大詞典》（七），p.716）
13
曲室：猶密室。（《漢語大詞典》
（五），p.567）
14
共為＝為歡【宋】【元】【明】。（大正 4，495d，n.5）
15
見：15.用在動詞前面，稱代自己。
（《漢語大詞典》（十），p.311）
16
告語：1.告訴，述說。（
《漢語大詞典》
（三），p.215）
17
爾：1.代詞。你們，你。（
《漢語大詞典》（一），p.574）
18
無二：1.謂沒有異心。（
《漢語大詞典》
（七），p.98）
19
理：16.猶順。（《漢語大詞典》
（四），p.568）
20
（1）勅：同“敕”。（
《漢語大字典》
（一），p.371）
（2）敕：1.誡飭，告誡。2.古時自上告下之詞。（
《漢語大詞典》（五），p.457）
21
慇懃：亦作“慇勤”。情意懇切。（
《漢語大詞典》（七），p.671）
22
餘命：2.幸存的性命。（
《漢語大詞典》
（十二），p.549）
23
憂懼：憂愁恐懼。（《漢語大詞典》
（七），p.691）
24
必＝畢【宋】
【元】
【明】。（大正 4，495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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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王情重恩愛不息，語夫人言：「至六日頭，乃當聽爾出家入道26，不相免意。」
遂至六日，王語夫人：
「爾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爾得使27出
家。」
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28。即於其日，多飲石蜜29漿，腹中絞30結，
至七日晨，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即生三念：一念憶本為是何身？二念本緣
修何功德？三念現今定是天身。作是念已，具知本緣并與王誓31，以先誓故，來詣王所。
爾時，光明遍滿王宮。時，王問言：「今此光瑞，為是誰耶？願見告示32。」
時，天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
王聞是，語：「願來就坐33。」
天答之言：「如我今者，觀王臭穢，不可親近。我以先誓，故來見王。」
王聞是已，心即開悟，而作是言：
「今彼天者，本是我婦，由有善心，求索34入道，出家
一日，尋即命終；由是功德而得生天，神志35高遠，而見鄙賤36。我今何故，而不出家？
我曾聞說，天一爪甲37，直38閻浮提39，況我一國，何足貪惜40？」作是語已，立子王軍41，
用嗣42王位。出家學道，得阿羅漢。
爾時，王軍王統臨國已，信用43讒佞44，不恤45國事。優陀羨王，愍念其子并及國人，欲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聽：4.允許。
（《漢語大字典》（四），p.2799）
出家入道：離棄家庭，皈依佛門。（
《漢語大詞典》
（二），p.493）
得使：2.得用。（《漢語大詞典》
（三），p.994）
八 關 齋 戒 ： 梵 語 aṣṭāṅga-samanvāgatopavāsa ， 巴 利 語 aṭṭhaṅga-samannāgata uposatha ， 或
aṭṭhaṅgika uposatha。乃佛陀為在家弟子所制定暫時出家之學處。受者須一日一夜離開家
庭，赴僧團居住，以學習出家人之生活。又作長養律儀、近住律儀、八戒、八支齋戒、八
分齋戒、八戒齋、八齋戒、八禁、八所應離。「八」指持八種戒，「關」即閉之意，「戒」
有防非止惡之作用。能持八戒，可防止身口意三業之惡行，便可關閉惡道之門。（《佛光大
辭典》（一），pp.317.3-318.1）
石蜜：1.亦作“石密”。用甘蔗煉成的糖。2.野蜂在巖石間所釀的蜜。（《漢語大詞典》
（七）
，
p.998）
絞：7.猶攪。（
《漢語大詞典》（九），p.844）
誓：4.盟約，誓言。（
《漢語大詞典》（十一），p.212）
告示：1.曉諭，示知。（
《漢語大詞典》
（三），p.210）
就坐：亦作“就座”。入坐，入席。（
《漢語大詞典》
（二），p.1577）
求索：2.乞求。（《漢語大詞典》
（五），p.900）
神志：1.精神志氣。2.知覺和理智。（
《漢語大詞典》（七），p.863）
鄙賤：1.卑微下賤。3.鄙視，輕視。（
《漢語大詞典》（十），p.680）
爪甲：手指或腳趾前端的角質硬殼。（
《漢語大詞典》（六），p.1102）
直：23.價值。（《漢語大詞典》
（一），p.853）
閻浮提：梵語，即南贍部洲。閻浮，樹名。提為“提鞞波”之略，義譯為洲。洲上閻浮樹最
多，故稱閻浮提。詩文中多指人世間。（《漢語大詞典》
（十二），p.127）
貪惜：猶貪吝。（《漢語大詞典》
（十），p.108）
王軍＝軍王【宋】【元】【明】。（大正 4，495d，n.8）
嗣：1.繼承君位。5.繼承，接續。（
《漢語大詞典》
（三），p.462）
信用：2.謂信任和委用。（
《漢語大詞典》（一），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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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教化，勸令修善。
時，王軍王聞父將至，踊悅46無量，欲勅一切於路往迎。時，諸佞臣47畏懼被遣48，即白
王言：「如王今者首戴天冠，坐師子座；師子之座，法無再坐。若迎父王，還復王位，
必殺於王；王若立者，須害父王。」時，王軍王心懷憂愕，疑惑轉生，勸諫不已，遂作
惡意，募栴陀羅往殺其父。
時，栴陀羅既受募已，到父王所，頭面頂禮，而白之言：
「我之昔來亦受恩遇49於父王所，
實無逆心50，而今被遣來殺父王；若不加害，必受誅罸51。」
父王答言：
「我今來者，欲化爾王，豈可愛身52使爾被誅？」便引項53令長十餘丈，語栴
陀羅：
「隨爾斫54截。」時，栴陀羅極力55斫之，刀不能傷。父王愍故，而借神力，語栴
陀羅：
「爾今為我往語爾王：
『爾今殺父，復害羅漢，作二逆罪，好加懺悔，可得輕罪。』」
時，栴陀羅既受勅已，舉刀復斫，斬父王首，齎56向其國。
時，王軍王見父頭已，顏色不變，知父得道，不貪王位。悔情既生，心懷懊惱，啼哭悶
絕57，良久乃蘇，問栴陀羅父王所說。
時，栴陀羅以父王勅，而白於王：
「爾既殺父，復害羅漢，作是58二逆，須好懺悔。」聞
是語已，倍增斷絕59，而作是言：「今我父王，得羅漢道，有何貪國，而使我殺父？」
時，彼佞臣懼王加害，而白王言：「世界之中，何有羅漢？王信空語60，用自苦惱。」
時，王答言：
「今我父頭，死來多日，顏色不變，自非得道，何由61有是？又我父時大臣
婆咥師、優波咥師普62皆出家，得羅漢道，種種神變，我等所見，於此涅槃，收骨造塔

44

讒佞：1.讒邪奸佞之人。2.讒邪奸佞之言。（
《漢語大詞典》（十一），p.468）
不恤：亦作“不卹”。不憂憫，不顧惜。（《漢語大詞典》
（一），p.432）
46
（1）踊（ㄩㄥˇ）：同“踴”。（
《漢語大詞典》
（十），p.448）
（2）踴悅：亦作“踊悅”。喜悅貌。
（《漢語大詞典》
（十）
，p.525）
47
佞臣：奸邪諂上之臣。（
《漢語大詞典》
（一），p.1222）
48
遣：3.放逐，發配。（
《漢語大詞典》（十），p.1135）
49
恩遇：指天子的知遇。（
《漢語大詞典》
（七），p.497）
50
逆心：1.叛逆之心。（
《漢語大詞典》（十），p.826）
51
（1）罸：同“罰”。（
《漢語大字典》（四），p.2924）
（2）誅罰：1.責罰，懲治。（《漢語大詞典》
（十一），p.174）
52
愛身：愛惜生命，貪生怕死。（《漢語大詞典》
（七），p.633）
53
項：1.頸的後部。亦泛指頸。（《漢語大詞典》
（十二），p.229）
54
斫（ㄓㄨㄛˊ）：2.用刀斧等砍或削。（《漢語大詞典》
（六），p.1057）
55
極力：盡力，盡一切辦法。（《漢語大詞典》
（四），p.1135）
56
齎（ㄐㄧ）：3.攜帶。（
《漢語大詞典》
（十二），p.1442）
57
悶絕：暈倒。（
《漢語大詞典》（十二），p.97）
58
是：12.代詞。此，這。
（《漢語大詞典》（五），p.659）
59
斷絕：5.形容極其悲傷。（
《漢語大詞典》（六），p.1094）
60
空語：虛構的話。（《漢語大詞典》
（八），p.422）
61
何由：3.因何。（《漢語大詞典》
（一），p.1226）
62
普＝並【宋】
【元】
【明】。（大正 4，495d，n.1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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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現在，云何噵63無？」
佞臣答言：「世幻呪術，及以藥力，亦能神變。彼二臣者，非是羅漢。比64更65數日，示
王證驗。」
作是語已，便於塔所，造作二孔各置一猫，於塔養食66，喚67言咥師出，猫出食肉，語
令還去，還入於孔。如是教之，猫便調伏68，而白王言：
「今王69欲見咥師等耶？願往共
看。」
王即命駕，往至塔所。時，彼佞人70便喚咥師出來，猫即出孔，語令還去，猫便入孔。
王既見已，迷心71遂盛，任意所作，不信罪福。
時，王出軍遊戲72廻還73，於其路次74，而見尊者迦栴延端坐靜處，坐禪入定。時，王見
之，便生惡心，手自把土，用坌75尊者，語左右76言：
「爾等為我各各77以土坌迦栴延。」
于時78土聚，遂沒尊者。
有一大臣信心三寶，於後而至，聞見斯事，極大懊惱，即為尊者除去其土。復語諸人：
「有念我者，而除此土。」
爾時，尊者坐琉璃寶窟，神儀79鮮澤80，無污坌色，大臣歡喜，頭面禮足，白尊者言：
「今
王無道81，作是惡逆82，善惡必報，何得無患83？」
尊者答言：「却後七日，天當雨土滿其城內，積為土山，王及人民盡皆覆滅84。」

63

（1）噵＝道【宋】【元】【明】。
（大正 4，495d，n.18）
（2）噵：同“道”。說，解釋。（《漢語大字典》
（一），p.694）
64
比：15.副詞。近日，近來。（《漢語大詞典》
（五），p.258）
65
更：7.經過，經歷。（
《漢語大詞典》（一），p.525）
66
養食：飼養。（
《漢語大詞典》（十二），p.527）
67
喚：招之使來。（《漢語大詞典》
（三），p.364）
68
調伏：2.調教馴服，降服。（《漢語大詞典》
（十一），p.300）
69
今王＝王今【宋】【元】【明】。（大正 4，495d，n.19）
70
佞人：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人。（《漢語大詞典》
（一），p.1222）
71
迷心：2.迷惑的心。（
《漢語大詞典》（十），p.815）
72
遊戲：3.遊樂嬉戲，玩耍。4.指娛樂活動。（
《漢語大詞典》（十），p.1057）
73
（1）廻：同“迴”（回）。（《漢語大字典》
（一），p.404）
（2）迴還：1.返回。（
《漢語大詞典》（十），p.778）
74
路次：路途中間。（《漢語大詞典》
（十），p.474）
75
坌（ㄅㄣˋ）：3.塵埃等粉狀物粘著於他物。（
《漢語大詞典》
（二），p.1055）
76
左右：10.近臣，侍從。（
《漢語大詞典》（二），p.960）
77
各各：1.各自。2.個個，每一個。（
《漢語大詞典》
（三），p.180）
78
于時：1.于是。（《漢語大詞典》
（一），p.259）
79
神儀：2.神情儀表。（
《漢語大詞典》（七），p.885）
80
鮮澤：鮮明而有光澤。（
《漢語大詞典》
（十二），p.1230）
81
無道：2.不行正道。4.指不行正道的壞人或暴君。（《漢語大詞典》
（七），p.139）
82
惡逆：1.奸惡逆亂。（
《漢語大詞典》（七），p.557）
83
無患：1.無所憂懼，沒有災禍。（
《漢語大詞典》（七），p.131）
84
覆滅：消滅。（
《漢語大詞典》（八），p.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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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聞已，心懷憂惱85，即以白王；又自設計，造作地道，出向城外。
七日既滿，天雨香華、珍寶、衣服，於其城內無不歡喜，佞臣白王：「而今此瑞，皆由
王德；無智之人，反生誹謗，云當雨土，而獲珍寶。」如此誑惑86，前後非一。惡緣之
後87，聞有善瑞88，皆來雲集89。時，城四門冥緣90力故，盡下鐵關，逃隱91無地，天便
雨土，滿城山積。
而彼大臣，共有心者，地道而出，向92尊者所，而白之言：
「感惟此城，一日覆沒，雨土
成山，君民并命。先有何緣，同受此害？」
爾時，尊者語大臣言：
「諦聽93！諦聽！當為爾說。乃往過去若干劫94時，於其國內，有
長者女住於樓上，清朝95洒掃96，除棄掃糞置比丘頭，不知懺悔。會得好夫，爾時，諸
女而問女言：『爾作何緣，得此良匹97？』時，女答言：『更無異事98，由我掃樓，坌比
丘頭，由是之故，值遇99好壻。』諸女聞已，謂如100其言，競101共聚土，用坌比丘。由
是業緣，普受斯報。」作是語已，共功德天向花氏城。
自昔以來，盧留城而與彼城迭互102盛衰，此國既滅，彼城復盛，由是之故，而尊者等向
花氏城。好音聲長者於其界首103，供養尊者。爾時，長者素自殷富104，尊者到家，財寶
豐溢，殊勝於前。
既至城已，尊者迦栴延而白佛言：「好音聲長者有何因緣，有好音聲，巨富無量，財寶
盈溢105？」

85

憂惱：憂愁煩惱。（《漢語大詞典》
（七），p.690）
誑惑：欺騙迷惑。（《漢語大詞典》
（十一），p.238）
87
後＝徒【宋】
【元】
【明】。（大正 4，496d，n.3）
88
善瑞：吉祥的瑞應。（
《漢語大詞典》（三），p.44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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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冥緣：佛教語。謂隱微難見的三世因緣果報。（
《漢語大詞典》
（二），p.456）
91
逃隱：逃避隱匿。（《漢語大詞典》
（十），p.800）
92
向：4.去，前往。（《漢語大詞典》
（三），p.136）
93
諦聽：注意地聽，仔細聽。（《漢語大詞典》
（十一），p.353）
94
劫：4.意為極久遠的時節。古印度傳說世界經歷若干萬年毀滅一次，重新再開始，這樣一個
周期叫做一“劫”。“劫”的時間長短，佛經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劫”包括“成”、“住”、“壞”、
“空”四個時期，叫做“四劫”。（
《漢語大詞典》
（二）
，p.778）
95
清朝：清晨。（
《漢語大詞典》（五），p.1319）
96
洒掃：灑水掃地，清除。（
《漢語大詞典》（五），p.1137）
97
良匹：1.佳偶。（《漢語大詞典》
（九），p.260）
98
異事：3.不平常的事，特別事件。（
《漢語大詞典》
（七），p.1346）
99
值遇：遭逢。（
《漢語大詞典》（一），p.1455）
100
謂如：猶如，例如。（
《漢語大詞典》（十一），p.343）
101
競：2.趨。（
《漢語大詞典》
（八），p.402）
102
迭互：交互，輪流。（
《漢語大詞典》（十），p.757）
103
界首：邊界前緣，交界的地方。（
《漢語大詞典》（七），p.1317）
104
殷富：富足。（
《漢語大詞典》（六），p.1485）
105
盈溢：2.充裕，滿盈。（
《漢語大詞典》
（七），p.141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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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
「乃往過去，有一長者，日日遣人請106五百辟支佛，就家設食。而彼使人107常將108
狗往。會有事緣，不得往請。狗依時節109，獨詣僧坊，向僧而吠。
時，辟支佛等而作是言：『俗內多事，脫110能過忘，向狗來吠，似111喚我等。』即便相
將112，詣長者家。爾時，長者甚大歡喜，如法供養。爾時長者，我身是也。爾時使人，
阿那律是。爾時狗者，好音長者是。由是之故，世世好聲，而多財寶。」
是故智者，應於福田所懃力供養。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請＝詣【宋】
【元】
【明】。（大正 4，496d，n.9）
使人：傭人，奴僕。（
《漢語大詞典》（一），p.1326）
將：9.帶領。（
《漢語大詞典》（七），p.805）
時節：4.時候。
（《漢語大詞典》
（五），p.703）
脫：15.副詞。或者，也許。表示“可能”之意。（《漢語大詞典》
（六），p.1294）
案：
《大正藏》原作「以」，今依《高麗藏》作「似」
（第 30 冊，239a6）。
相將：1.相偕，相共。（
《漢語大詞典》
（七），p.115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