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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供養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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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頁上欄到 288頁上欄。 

有真實的功德可以接受他人的供養，若沒有真實的功德則不堪受人清淨信心供養。 

過去曾聽說，拘沙種姓中有位國王名叫真檀迦膩吒，征討東印度，平定之後，聲名

顯赫、威望具足，獲得很多財富，返回本國的途中，在一處平坦寬廣的地方停留、休息。 

這時，國王心中所喜歡好樂的，只有如瓔珞般莊嚴的佛法，就在休息的地方遠遠看

見一座塔，他以為那是佛塔，於是與隨從千人前往塔的地方，並且在離塔不遠處就下馬

步行前進，戴上珍寶做成的天冠作為裝飾；到達塔所在的地方之後，恭敬禮拜塔，並說

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遠離貪欲及種種煩惱障，具足一切智，在所有修行聖人中，佛最尊貴、無與倫比。 

佛陀是一切眾生不請自來、能時時護念眾生的善友，好名聲傳遍世間，為三界所尊

重。 

捨棄欲有、色有、無色有等三有，如來所說的教法是種種論議中最尊上的，摧破一

切邪論。 

現在我歸命頂禮真實的阿羅漢、佛陀（佛有十號，應供、阿羅漢也是佛陀的十號之

一）。」 

這時，國王以念如來功德的心恭敬頂禮時，塔卻立刻崩塌、碎壞，就好像被暴風吹

散一樣。這時，國王看見此事之後非常驚訝，心中充滿疑惑，並說：「現在沒有人靠近

碰觸這座塔，為什麼突然無緣無故散壞？會發生這種怪異的事，一定有它的因緣。」於

是國王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帝釋天或長壽天等受到尊重的天神，合掌禮敬佛塔，都不會出現變異相。 

佛具有十力的大威德，尊重高貴超越一般人，大梵天來敬禮，佛也不會現出變異相。 

我的身分比他們輕微，不應該因為我而令塔毀壞，難道是邪道以咒術力所做的嗎？」 

國王說了這段偈頌之後，由於塔碎壞，心裡還是感到很恐懼，因而說： 

「希望這種變異相不要成為災患，應該是吉祥的徵兆，使一切眾生都能得到安穩。

我從過去以來五體投地頂禮過百千座佛塔，都不曾損害佛塔，甚至不曾讓一粒微塵落下

來，現在為什麼會有這種怪異的現象呢？這種情況是我過去不曾遇見的。」於是說了一

段偈頌，大意如下： 

「難道是天與阿修羅彼此正在大戰？還是我們的國土即將衰壞，或是我的性命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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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難道是有怨賊敵人將來摧毀我國？或是穀價昂貴，即將引發戰爭、爆發疫情？ 

或是一切世間將有災患發生呢？這是極大的惡相，難道是佛法將滅？」 

這時，在塔附近的村人看見國王疑慮、驚嚇的表情，便對國王說：「大王！這並不

是佛塔。」並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外道尼揵子非常愚癡，被邪見蒙蔽他的心，這就是外道尼揵子的塔。 

大王心中以為是佛塔而恭敬禮拜，可是這座塔的福德力淺薄，又沒有舍利，承受不

住大王的禮敬，因此現在破碎、毀壞了。」 

這時，迦膩吒王對於佛法加倍生起敬信的心，全身毛髮直豎，悲喜交集而淚如雨下，

於是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這事的確是這樣，我以為是佛塔而恭敬頂禮，這座外道的塔因為福德力淺薄，一

定會散落、毀壞的；就像龍象所能承載的重量，怎麼是驢子所能承受的呢？ 

佛說有三種人，應該為他們建造塔廟，這三種人是佛、漏盡阿羅漢與轉輪聖王；釋

迦佛如人中牛王，能引導眾生行正道，正應當為佛造塔。 

邪道尼揵子毀滅正法，不應受到這種供養；不清淨的尼揵子，不應受到我的禮敬。 

這座塔崩壞時，發出大音聲；就像在多子塔前，佛走到迦葉面前，迦葉頂禮佛足，

並說：『您是我的世尊、佛陀，我是世尊的弟子。』 

佛告訴迦葉：『如果不是阿羅漢，而受到你頂禮的人，頭將破裂成七分。』（因為大

迦葉尊者他具有獨覺的根性，即使佛不出世，說不定他也可以開悟得解脫，因此佛說，

如果不是阿羅漢，卻讓你頂禮的話，那頭會破裂成七分。佛因為是佛，勘受迦葉的頂禮。） 

如今我因為這座塔，驗證了佛說的話真實不虛。」 

這座塔的木、石沒有心識，可是卻為尼揵子作驗證，證明他不是一切智者。 

國王見到這種情形之後，在大眾面前歡欣鼓舞，信心倍增，神情喜悅，並說：「歸

依世尊！一切眾生所尊敬、得到究竟解脫的導師。釋迦牟尼佛作師子吼說：『佛法之外，

再也沒有沙門及婆羅門。』佛的話語真實，無有錯謬。一切眾生，不論是一足、二足、

無足、多足，或是有色、無色，或是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一切眾生之中只

有如來最為尊勝。簡要來說，佛所說的，今天都顯現了，一切外道都不如草芥，更何況

是尼揵師、富蘭那迦葉呢？」於是國王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我只是人中的國王，外道的塔尚且承受不住我的禮敬，更何況是轉輪聖王、阿修

羅王等！ 

今天這座塔，就像被大象王的牙和腳的威力摧毀破碎、損壞。 

外道具有欲煩惱、有煩惱、見煩惱、無明煩惱這四種煩惱，因此名叫尼揵陀（也就

是裸行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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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非常熱時，能消除這種熱惱的人，名叫尼陀伽；如來佛世尊，能斷除一切煩惱，

才是真的尼陀伽（就是能去除熱惱的解脫者）。 

因此，所有尼揵師的弟子，及其他天、人們，都應該供養佛。 

佛的種姓、智慧、好名聲非常廣大，像這樣的塔廟，當天、人、阿修羅禮敬時，不

會出現動搖的現象。 

就好像以蚊子的翅膀想要扇動須彌山，即使使出全部的力量，也無法動搖須彌山一

樣。」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獲得福德，應當恭敬禮拜佛的塔廟。 

這一則故事主要是提示我們：如果沒有真實的功德，不堪受人清淨信心禮拜；同樣

地，當我們接受他人的供養或施捨時，也應該衡量自己有多少福德，思惟自己是不是能

消受。 

《十住毘婆沙論》說：「要得到財物、資具，來源有三種：第一是由於過去世的福

德因緣，今生才能感得財物等果報；第二是今生努力工作；第三是他人的施捨才獲得財

物。」 

「福德」與「福報」不同，「福德」是「因」，「福報」是「果」；有多少福德，才感

多少福報。 

有的人過去世沒有累積多少福德資糧，今生又不辛勤努力工作，只一味地希求他人

的施捨，其實這是不長久的。 

一般人很怕受苦，總希望多享受快樂。但是如果仔細想想，其實「多享一分福樂，

就多減損一分福德；多受一分苦痛，就多消減一分罪業」。 

希望大家不要怕受苦，多惜福，多累積福德資糧，不是為了自己貪圖享受，而是為

了多多利益眾生。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大莊嚴論經》卷 6（31）（大正 4，287a21-288a18）：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 

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1，既平定已，威勢赫2振3，福利具

                                                      
1（1）天竺：1.印度的古稱。（《漢語大詞典》（二），p.1420） 

（2）五天竺：指古印度。古代印度的區域分為東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中天竺五

大部分。（《漢語大詞典》（一），p.345） 
2 赫：5.顯赫，顯耀。（《漢語大詞典》（九），p.1179） 
3 振：5.揚起，顯揚。（《漢語大詞典》（六），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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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4處，於中止宿5。 

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為瓔珞，即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為佛塔，侍從千人往

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6嚴飾7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8障，具足一切智9，於諸仙聖中，最上無倫疋10。 

  能為諸眾生，作不請11親友，名稱世普聞，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如來所說法，諸論中最上，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真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

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12無事散壞13？如斯

變異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如是尊重14者，合掌禮佛塔，都無有異相。 

  十力15大威德，尊重高勝人，大梵來敬禮，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不應以我壞，為是呪術力，厭16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此變異，莫作災患，當為吉祥，令諸眾

生皆得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損17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

如斯之相，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4 平博：平坦寬廣。（《漢語大詞典》（二），p.938） 
5 止宿：1.住宿。（《漢語大詞典》（五），p.301） 
6 天冠：猶言寶冠。帝王所戴冠冕的美稱。（《漢語大詞典》（二），p.1427） 
7 嚴飾：裝飾美盛，盛飾。（《漢語大詞典》（三），p.550） 
8 結：（一）梵語 bandhana或 saṃyoj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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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切智：梵語 sarvajña。指了知內外一切法相之智。音譯為薩婆若、薩云然。係三智之一。（《佛

光大辭典》（一），p.14.3） 
10 疋（ㄆㄧˇ）：1.匹偶，相配。（《漢語大詞典》（八），p.493） 
11 不請之友：又作不請友。指未請而自來親近之友。以此比喻佛、菩薩之救度眾生，非因眾生

之祈請，乃以大慈悲心感應而親往，賜予眾生以善法；對眾生而言，即為不請之友。（《佛光

大辭典》（一），pp.996.3-997.1） 
12 卒爾：忽然，突然。（《漢語大詞典》（一），p.878） 
13 散壞：解體，毀壞。（《漢語大詞典》（五），p.485） 
14 尊重：2.尊貴，顯要。（《漢語大詞典》（二），p.1283） 
15 案：「十力」是佛的十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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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36c5-20）。 
16 厭（ㄧㄚ）：6.以迷信的方法，鎮服或驅避可能出現的災禍，或致災禍於人。（《漢語大詞典》

（一），p.940） 
17 虧損：1.損害，缺損。（《漢語大詞典》（八），p.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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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阿修羅，而共大戰鬪？為是18國欲壞，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欲毀於我國？非穀貴、刀兵19，不有疾疫20耶？ 

  非一切世間，欲有災患耶？此極是惡相21，將非法欲滅？」 

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22，即便向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

言： 

「尼揵23甚愚癡，邪見燒其意，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此塔德力薄，又復無舍利24，不堪受王敬，是故今碎壞。」 

迦25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竪悲喜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我以佛想禮，此塔必散壞，龍象所載重26，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應為起塔廟27，釋迦牛王28尊，正應為作塔。 

                                                      
18 是：12.代詞。此，這；這裡。（《漢語大詞典》（五），p.659） 
19 刀兵：2.指戰事。（《漢語大詞典》（二），p.549） 
20 疾疫：2.發生疫病。（《漢語大詞典》（八），p.301） 
21 惡相：1.佛教語。謂不吉祥的現象。（《漢語大詞典》（七），p.556） 
22 疑怪：2.奇怪，詫異。（《漢語大詞典》（八），p.513） 
23（1）案：「尼揵」即「尼乾子外道」。 

（2）尼乾子外道：尼乾子，梵名 Nirgrantha-putra，全名 Nirgrantha-jñātaputra，巴利名

Nigaṇṭha-putta。印度古代六師外道之一，外道四執之一，外道十六宗之一，二十種外道

之一。又作尼乾陀子外道、尼犍子外道、尼犍陀弗咀羅外道、尼乾弗陀怛羅外道、尼犍

陀子外道，或稱尼犍子論師。此外道因以修苦行，離世間之衣食束縛，而期遠離煩惱之

結與三界之繫縛，故有離繫、不繫、無繼、無結等譯名。又此外道不以露形為恥，故世

人貶稱為無慚外道、裸形外道。開祖為勒沙婆（梵 Ṛṣabha），至尼乾陀若提子（巴

Nigaṇṭha-nātaputta）為中興之祖。後世則稱之為耆那教（梵 Jaina）。其出家修習苦行、實

行教理者，通稱為尼犍陀。（《佛光大辭典》（二），p.1889.3） 
24 舍利：1.梵語。意譯“身骨”。釋迦牟尼佛遺體火化後結成的堅硬珠狀物。又名舍利子。（《漢

語大詞典》（八），p.1083） 
25 案：《大正藏》原作「伽」，今依《高麗藏》作「迦」（第 16冊，1033b24）。 
26 載重：謂交通工具負擔重量。（《漢語大詞典》（九），p.1244） 
27 參見《大莊嚴論經》卷 14（大正 4，336b8-10）： 

爾時，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

三種。 
28（1）人中牛王：乃佛之德號，稱讚佛之德行廣大無邊，喻為有大力之牛王。《瑜伽師地論》卷

八十二載，能御大眾，故為人中牛王。此外，尚有人中象王、人中龍王、人中丈夫、人

中蓮花分陀利花、人中良馬、人中師子、人師子、人中特御等德號。（《佛光大辭典》（一），

p.253.2） 

（2）參見《雜阿含經》卷 23（604經）（大正 2，167b11-16）： 

時，尊者將王至道樹下，語王曰：「此樹，菩薩摩訶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眾，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言： 

「牟尼牛王尊，於此菩提樹，降伏惡魔軍，得勝菩提果，天、人中特尊，無能與等者。」 

（3）《大智度論》卷 25〈1序品〉（大正 25，241b24-29）： 

佛作誠言：「我是一切正智人。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如實

言：『是法不知。』乃至不見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安住聖主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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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揵邪道滅，不應受是供；不淨尼揵子，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出於大音聲，喻如多子塔29，佛往迦葉所，迦葉禮佛足：『是我婆伽婆30，

是我佛世尊。』31 

  佛告迦葉曰：『若非阿羅漢，而受汝禮者，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為尼揵作明證驗，知非一切智。 

王見是已，於大眾前歡喜踊躍32，倍生信心，容顏怡悅33，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

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34言：『此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

無有錯謬。諸有眾生一足、二足、無足35、多足，有色36、無色37，有想38、無想39，乃

至非想非非想40，於此眾中唯有如來最為尊勝。舉要41言之，佛所說者今日皆現，一切

                                                                                                                                                                      
牛王，在大眾中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

實不能轉。 

（3）《瑜伽師地論》卷 82（大正 30，755c25-756a12）： 

廣讚佛者，謂佛世尊無邊名稱，德無量故；能施光明，發智明故；能除黑闇，永滅一切

無智闇故。……是人中師子，離怖畏故；是人中牛王，御大眾故；是人中持御，眾上首

故；是人中龍王，無誤失故；是人中良馬，心善調故。 
29 多子塔：梵名 Bahuputraka-caitya，巴利名 Bahuputtaka-cetiya, Bahuputta-cetiya。又作千子塔、

多子支提、放弓仗塔。位於中印度毘舍離城西之塔。（《佛光大辭典》（三），pp.2325.3-2326.1） 
30 婆伽婆：梵語 bhagavat。（一）為諸佛通號之一。又作薄伽梵、婆伽梵、婆伽伴、薄阿梵、婆

誐嚩帝、婆誐嚩底、薄伽跋帝。意譯作有德、有大功德、有名聲、眾祐巧分別、能破、世尊。

即具備眾德為世所尊重恭敬者之意。亦即佛之尊稱。（《佛光大辭典》（五），pp.4453.3-4454.1） 
31 參見《佛所行讚》卷 4〈17大弟子出家品〉（大正 4，33c22-29）： 

爾時有二生※，迦葉族明燈，多聞身相具，財盈妻極賢，厭捨而出家，志求解脫道。 

路由多子塔，忽遇釋迦文，光儀顯明耀，猶若祠天幢。 

肅然舉身敬，稽首頂禮足：「尊為我大師，我是尊弟子。久遠積癡冥，願為作燈明。」 

※案：生＝士【宋】＊【元】＊【明】＊。（大正 4，33d，n.15） 
32（1）踊：同“ 踴 1 ”。（《漢語大詞典》（十），p.488） 

（2）踴躍：亦作“踊躍”。1.猶跳躍。2.歡欣鼓舞貌。（《漢語大詞典》（十），p.525） 
33 怡悅：亦作“怡說”。取悅，喜悅。（《漢語大詞典》（七），p.488） 
34 師子吼：梵語 siṃhanāda。又作獅子吼。謂佛以無畏音說法，如獅子之咆吼。獅子為百獸之王，

佛亦為人中之至尊，稱為人中獅子，故用此譬喻。又當佛說法時，菩薩起勇猛心求菩提，因

而外道、惡魔生怖畏；猶如獅子吼時，小獅子亦增威，百獸怖伏。（《佛光大辭典》（五），p.4091.2） 
35 無足：1.指人或動物沒有腳。（《漢語大詞典》（七），p.113） 
36 有色：2.佛教語。指欲界與色界有色身（質礙之身）的眾生。（《漢語大詞典》（六），p.1148） 
37 無色：4.指無色界。（《漢語大詞典》（七），p.110） 
38 有想：梵語 saṃjñin，巴利語 saññin。為「無想」之對稱。指具有感覺、認識、意志、思考等

意識作用；或指具有此等作用之有情眾生。據《法華經‧隨喜功德品》所舉，眾生有有形、

無形、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等多種。於《金剛經》中亦有「若有想、若無想」一語。

此外，有想又指有想天，係有想眾生所居之處。（《佛光大辭典》（三），pp.2448.3-2449.1） 
39 無想：梵語 asaṃjñā。指全無想念之狀態。或指入滅盡定，證得無想果者。或為無想天之略稱。

（《佛光大辭典》（六），p.5123.3） 
40 非想非非想處天：非想非非想處，梵名 Naiva-saṃjñānāsaṃjñāyatana，巴利名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非想非非想乃就此天之禪定而稱之。此天之定心，至極靜妙，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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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道不如草芥42，況復尼揵師、富蘭那迦葉43？」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不堪受我禮，況復轉輪王、阿修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如為大象王，牙足之威力，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44，故名尼揵陀。 

  猶如大熱時，能除彼熱者，名為尼陀伽；如來佛世尊，能斷一切結，真是尼陀伽45。 

  以是於今者，尼揵諸弟子，及諸餘天、人，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名稱甚廣大，如此之塔廟，天、人、阿修羅，若其禮敬時，無有傾動

相。 

  猶如蚊子翅，扇於須彌山，雖盡其勢力，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46應禮拜佛之塔廟。 

 

二、《十住毘婆沙論》卷 2〈3地相品〉（大正 26，27a28-b1）： 

以三因緣得有財物：一者現世自作方便，二者他力作與，三者福德因緣。 

                                                                                                                                                                      
粗想，故稱非想；尚有細想，故稱非非想。又作非非想天、無思想亦無無想天、有想無想智

天、非想非非想天、非有想非無想天。乃無色界之第四天。此天位於三界九地之頂上，故又

稱有頂天。（《佛光大辭典》（四），p.3712.2-3712.3） 
41 舉要：舉其大要，陳其主旨大略。（《漢語大詞典》（八），p.1295） 
42 草芥：亦作“草介”。1.草和芥。常用以比喻輕賤。（《漢語大詞典》（九），p.368） 
43 富蘭那迦葉：梵名 pūraṇa-kāśyapa，巴利名 pūrāṇa-kassapa 或 purāṇa-kassapa。為佛世時六師

外道之一，住於中印度。又作富蘭迦葉、不蘭迦葉、老迦葉、補剌拏迦葉波、布剌拏迦葉波。

略作富蘭那，脯剌拏。「富蘭那」為其字，意譯作滿、究竟；「迦葉」為其母姓，意譯作龜、

飲光、護光。（《佛光大辭典》（五），p.4931.1） 
44（1）《長阿含經》卷 8（9）《眾集經》（大正 1，51a21-22）： 

復有四法，謂四扼：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 

 （2）《大集法門經》卷上（大正 1，229c3-4）： 

四煩惱，是佛所說。謂欲煩惱、有煩惱、見煩惱、無明煩惱。 

（3）四結：結，乃繫縛眾生使之不能出離生死之煩惱。四結，即四種煩惱，有二說： 

（一）指欲結、嗔結、癡結、利養結等。據《增一阿含經》卷二十〈聲聞品〉載，佛陀以

雲、風塵、煙、阿須倫等四翳比喻四結，即：1、雲，比喻欲結。2、風塵，比喻瞋

結。3、煙，比喻癡結。4、阿須倫，比喻利養結。以四翳能遮蔽日月令之不得大放

光明，猶如四結覆蔽人心令之不得開解。 

（二）指貪嫉身結、瞋恚身結、戒取身結、貪著是實取身結（見取身結）等。又作四身

結。此說出於《成實論》卷十〈雜煩惱品〉。據《大乘義章》卷五本之解釋：1、於

他人之資財生起貪嫉心，故稱貪嫉結。2、他人不與則生瞋怒而對人施加刀、杖等

暴力，故稱瞋恚結。此二結為在家人紛爭之根本。3、持鹿戒、狗戒等以為真淨，

故稱戒取結。4、以所持之戒為真實而謂其餘皆妄語，故稱見取結。此二結為出家

人紛爭之根本。（《佛光大辭典》（二），p.1779.2-1779.3） 
45 尼陀伽：待考。 
46 案：《大正藏》原作「宣」，《高麗藏》作「冝」（第 16冊，1034a11），今依《高麗藏》並改採

通用字「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