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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滿鉢油而不墮地（下）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7.12.23）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繼續講上回故事的後半段，這故事出自《修行道地經》，在《大正藏》第 15 冊

196 頁上欄到 198 頁中欄。 

現在先簡單複習一下上半段故事的內容。 

從前有一位國王，想要挑選一位最聰明能幹的大臣。國王為了考驗他，特地命令他

捧著一個裝滿油的鉢，要他走到離城二十里外的林園。中途只要掉落一滴油，便要砍下

他的頭。 

這個消息很快傳遍各地，大家都趕來看熱鬧。這位大臣候選人的父母、妻兒等也趕

到現場，大聲哀叫，痛哭流涕；而這個人卻完全不理會親屬的哀號，仍然小心翼翼地捧

著油鉢繼續往前走，安然度過第一關。 

過了不久，來了一位美女，端莊賢淑、天下無雙，引起很大的騷動；但這個捧油鉢

的人不敢分神看她一眼，就這樣安全度過第二關。 

接著後面還有三關。 

【三、醉象暴亂】 

在這時，有一頭醉醺醺的大象從象廄脫逃而出，狂奔衝入通往王宮的大馬路上。眾

人彼此說道：「如今那醉象奔走而來，若不小心，就會被牠衝撞踩踏、慘遭橫死。這可

能是鬼魅化作大象的形體，牠不分男女，造成許多的危害。牠身上長了許多膿瘡，身體

十分粗糙乾澀，身上的毒氣沿著大腿往下流，舌頭鮮紅如血，腹部下垂觸地，口唇鬆弛

下垂，橫衝直撞，肆意橫行，無所顧忌。牠身上沾滿了人的血跡，獨自行走，通行無阻，

進退隨心所欲，好像國王一般自在。遠看大象就好像一座山，狂亂吼叫像雷聲一般，高

舉著長鼻，充滿瞋恚憤怒。」 

  有一首偈頌形容這頭大象的樣子，大意如下： 

「大象的力量非常強大，難以抵擋，他身上的血像泉湧一般，用腳大力踩地而揚起

滾滾塵土；張開大口，想要傷害眾人。」 

這頭醉象這樣子威脅、恫嚇圍觀的人，讓大家四處逃散。又擾亂兵眾，令象群狂奔，

想要讓這些看見牠的人、動物恐懼及傷亡；牠的力量強大，可以把大樹連根拔起，踐踏

殘害眾生，雖然遭受棍棒鞭打之痛也無所畏懼。 

  有一段偈頌形容大象的情形，大意如下： 

「破壞、擾亂了人眾及象群，帶給人們恐懼或致人於死，衝撞、毀壞舍宅，狂暴奔

走，對要駕御牠的人毫無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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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頭大象的名號，遠近都知道；以剛強為特性，貢高傲慢不受約束，就好像高門望

族憍慢橫行，不知收斂。」 

那時，市集街道鄰里之中，開店舖做買賣的人，一看到這種情形都驚恐萬分，趕快

將貨物蓋上收藏好，迅速將大門緊閉；有的害怕大象衝撞進來，所以紛紛逃離去避難；

連馴象師也無法駕御此大象，而大象更加地瞋恨，一路狂奔，踩踏殺傷沿途中的象、馬、

牛、羊、豬、小牛之類的動物，撞壞了車輛，車子四分五裂，雜亂地散落滿地。 

有一首偈頌形容當時的景象，大意如下：  

「所有在店鋪中做買賣的人都趕緊收藏物品；看見醉象傷害人民、牲畜，撞壞車乘，

大家都趕緊關門。殘破不堪的景象，如盜賊破壞大營一般。」 

有些人看見這恐怖的情景非常震驚、害怕，嚇得無法動彈；有的人則怨天尤人，長

聲歎息、淚流滿面；也有人迷迷糊糊，不知道怎麼回事；有的人尚未穿好衣服，就抱著

衣衫趕快逃命；也有人迷路了，分不清東西南北；又有的人快速奔跑，如疾風吹散浮雲，

消失得無影無蹤！ 

其中又有人驚慌得趴倒在地；也有人被逼急了，張開弓、放上箭想要射殺大象；有

的人手握利刃想要往前與牠格鬥；還有人驚慌失色、精神恍惚、胡言亂語；有人心懷瞋

恨而眼睛赤紅；有的人慶幸自己已逃到安全的地方；也有人雖然手裡拿著兵杖武器，卻

不能攻擊到大象。 

有一段偈頌描述當時的情形，大意如下： 

「於此混亂中，有人迷亂、怖畏恐懼；也有人因而悲傷涕泣；有的人非常驚訝，很

慶幸沒有遭到危難；有人手拿著兵器，卻完全無計可施；有的人憂愁、恍惚而仆倒在地，

不知身在何處？會遭受這種種不安穩，都是由於看到這頭醉象的緣故。」 

那時，有一個人通曉感化大象的咒術，心中自言自語：「我所學過調伏大象的方法，

判斷善惡的表情共有八百種，然而，就我的觀察，這頭大象沒有一事與此相符。我應更

進一步觀察牠是來自什麼種類？上種有四類，另有中種、下種，不知道牠究竟屬於哪一

類？」馴象師觀察之後，立刻大聲唱誦神咒。於是說了一首偈頌，大意如下： 

「天王授我金剛寶，我有微妙咒，能去除貢高我慢，能使瘦弱變強盛。」 

之後，馴象師又高聲說：「凡是覺醒開明的眾生絕不會自大，也不會因激動生起大

煩惱而失去理智，因為他們捨棄一切恩愛，尊奉教法，這是有修行、有誠信才能成就的。

大象啊！趕快去除貢高我慢，調伏心念使它安住吧！」接著說出以下這兩首古聖先賢教

誨的偈頌，大意如下： 

「放縱婬欲及瞋怒、愚癡，此貪、瞋、癡三毒是世間三大憍慢的總匯；若能真誠修

道，則能洗盡一切塵垢，消除種種熱惱。 

依循那至誠的方法，修行也是如此；僅將此大義供養象王，祈願您斷除迷惑、捨棄

貢高我慢，得到清涼解脫。」 

這時，大象聽聞馴象師所說的正法教示，立即去除自大高慢，而調伏剛強的心。大



佛典故事                                                    盛滿鉢油而不墮地 (下) 

3 

象就順著原本來的道路，回到象廄裡，不再侵犯眾人，也不再擾亂破壞任何事物了。 

那捧滿油鉢的人，完全不知道這頭醉象來這裡，也完全沒有察覺到牠已經離去。為

什麼呢？因為他對死亡的恐懼，所以專心一意，心中沒有其他雜念的緣故。 

有一段偈頌描述當時的情形，大意如下： 

「雖然見醉象如暴雨一般，但他卻心如止水，從未被擾亂過；暴雨雖然停了，虛空

也不會感到歡悅！ 

那個捧油鉢的人也是如此，完全沒有察覺到醉象往返之事，專心捧著油鉢，就如同

埋藏珍貴寶物，不曾忘失。」 

這是第三關。 

【四、水火之患】 

第四關、水火之患。 

那時，因為觀看的人匆匆忙忙、吵吵鬧鬧、四處流竄的緣故，城裡失火，燒毀許多

宮殿建築以及眾多寶舍、樓閣、高臺。這些高大殿宇相依而建，就像大山一樣，大家都

看得見，濃煙瀰漫，火勢猛烈，好像要將一切燒盡。 

有一首偈頌描述當時火災的情形，大意如下： 

「這座城富饒安樂、莊嚴美好，宮殿屋舍非常寬敞美妙；而那黑煙熏覆全城無所不

在。大火猛烈熾然，就如人欲火燃燒，身心熱惱。」 

當大火燒毀城市時，蜂群傾巢而出，用毒針螫叮人們。旁觀的人被螫傷而痛不可言，

覺得驚訝、奇怪而趕快逃走。 

此時，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嚇得臉色蒼白、頭髮散亂，衣服鬆開，身上裝飾的寶

物脫落四散；所有人的眼睛都被煙熏得流出眼淚，遙望城中大火，心裡感到非常害怕，

不知何去何從？ 

有的人彼此高聲呼喚父子、兄弟、妻子兒女、奴婢等，互相提醒：「避開火源，遠

離水區，不要掉到泥坑裡，這樣才會安穩。」 

有一首偈頌描述這些親屬的情形，大意如下： 

「滿懷憂愁悲傷，不知何去何從，家眷、親屬及僕人乘著象、馬，悲哀地逃離家園，

彼此呼喚提醒：『有大火災，應當趕快逃離去避難！』」 

那時，官兵都來滅火，而捧油鉢的那個人還是一樣專心一意地捧著油鉢，一滴油也

沒有落在地上。他完全沒有覺察到何時失火與何時火勢被撲滅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全

神貫注、心無雜念的緣故。 

有一段偈頌描述當時的情景，大意如下： 

「眾人全都慌亂迷茫，就如同鳥遇到大火，想要高飛逃命一般。大火燒毀宮殿房舍

時，濃煙冒出好像烏雲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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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散亂，內心驚恐、害怕，只為逃避濃煙大火而四散奔走；但是那個人仍專心一

意在油鉢上，完全沒有察覺大火何時生起與何時被撲滅！」就這樣安然度過第四關，還

有第五關、霹靂雹雨。 

【五、霹靂雹雨】 

這時，天上出現五色雲，接著有閃電並發出打雷的大聲響。 

有一首偈頌描述當時的景象，大意如下： 

「這時大霧迷漫，並下起不合時令的雨。風起雲湧，天昏地暗，整個虛空籠罩於暗

無天日之中；就如暴亂狂奔的象群，五色雲也像那樣。」 

這時，吹起暴風捲起地上的塵土，飛沙走石充塞於所有大路中，將樹木連根拔起、

枝葉斷裂折傷，花朵與果實散落滿地。 

有一首偈頌描述暴風雨的情形，大意如下： 

「大風吹來，到處揚起地上的塵土；烏雲密布，到處下雨。暴風忽然而來，暗無天

日；雷霆閃電打到地面，眾生無不驚恐萬分。」 

那時，密布的濃雲裡發出火光及閃電，轟然響起巨大的雷聲，孔雀都發出哀鳴，天

上降下傾盆大雨，冰雹也從天而降；雖然有這些天災地變，但捧油鉢的那個人完全充耳

不聞。為什麼呢？因為他專注於油鉢的緣故。 

有一段偈頌這樣地讚揚他，大意如下： 

「當醉象奔走時，就像大雲密佈，天降冰雹，到處失火，狂風拔起樹根、毀壞房舍。 

但那個人全都視若無睹，不分別誰是善是惡，對於天災地變、風起雲湧，全都渾然

不覺，只是一心一意專注著滿鉢的油，不要讓它滴落。」 

這時，那個人捧著裝滿油的鉢，終於走到林園，真的一滴油都沒有滴出來！ 

許多官兵、大臣都回到王宮，詳細為國王稟報所經歷的各種災難，而那個人都能專

心捧著油鉢不為所動，連一滴油都沒有落地，平安走到國王指定的林園。 

國王聽到這些話，讚歎說：「這個人非一般人所能及，真是人中豪傑！完全不顧念

親情、玉女，也不畏懼大象、大雨冰雹、火災、雷電霹靂等天災地變。我聽到雷聲，都

還會驚愕、恐懼，雖然有人向我稟報，而我卻無法立刻理解當時的狀況。有的人被雷聲

嚇到心臟破裂而死亡；有的馬懷孕，因受到驚嚇而傷到胎兒；有的人一時失神，連所站

的地方到底是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而他雖然遇到眾多的考驗與危難，心志卻能堅定不

移，像這樣的人，沒有辦不成的事。心意如此堅強，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得了他。即使

地獄的閻羅王對他施予嚴酷的拷問刑訊，他也能安忍；甚至連最堅硬的金剛石也能吞

食！」 

 這位國王非常歡喜，就正式任命他為輔佐國政的大臣。 

有一段偈頌描述國王立他為大臣的情景，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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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雙親眷屬悲號涕泣，及醉象暴動擾亂，雖然遭逢眾多恐怖災難，他的心都堅

定不移。 

國王看到這個人的心志堅定不退轉，非常喜歡又敬重他，於是任命他為大臣。」 

那時，這位正直之士的心意非常堅強篤定，雖然遭逢任何善惡好壞及各種恐懼危

難，都能專心一意、不為所動，終於脫離死罪。從此位居高官、榮華富貴，而且長命百

歲。 

修行佛道的人，應該像這樣調伏自己的心念，雖然有各種災患及貪、瞋、癡來擾亂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但都能護念心意不隨外境所轉，所以，收攝心意為第

一要務。專注觀察自己及他人的身、受、心、法，修學四念處也是如此。 

有一段偈頌說明修四念處滅除煩惱的道理，大意如下： 

「就如捧著滿滿的油鉢，穩健不動搖，一滴油也不落地，他的智慧高妙，禪定功夫

深如海，專心一意捧著裝滿油的鉢。 

如果有人想修道，也應像那個人那樣專注用心，具備種種明淨的功德，一切瑕疵都

去除淨盡。 

即使有色欲、瞋怒、愚癡生起，但能立定志向精進不放逸，能降伏制止，達到清淨

寂滅。 

就如人的身體生病了，要藉助醫藥以去除疾病；心的疾病也是一樣，要修持四念處

來治癒它。」 

心志堅強的人若能如此專心一意，即使用指甲也能毀壞雪山；也像用柔嫩的蓮花根

就能鑽透金山；又如用一片鋸子就能截斷須彌寶山。 

如果沒有信願就不能精進，而心奉承諂媚、懶散放逸、忘失聖言，即使得以久住世

間，還是無法去除貪、瞋、癡的塵垢。 

如果有清淨的信願、精進、樸實正直、智慧，加上心意堅強專注，即使輕輕一吹也

能使大山動搖，更何況去除內心的貪、瞋、癡！ 

所以，修行者若想要完成德行道業，必須具備信願、精進、智慧、樸實正直、駕御

內心，專注於修行的境地上。  

最後，有一段偈頌作為總結，大意如下： 

「樸實正直、信願、精進、智慧、不奉承諂媚並且調伏其心，具備這五種德行就能

去除種種過失，遠離心中無數的塵垢。 

採取無量的經典，深入理解，自己覺悟佛陀的教誡；在此僅取其要義，分別開演無

量的義理。」 

這一則故事提到：從前有一位國王，想要挑選一位能幹的大臣。國王好不容易找到

一個人，不過想要考驗他是不是有真才實學；於是命令他捧著一個裝滿油的鉢，要他走

到離城二十里外的林園。如果途中不掉落一滴油，大家就要尊敬他如同尊敬國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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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掉落一滴油，便馬上要把他的頭砍下來。 

這個消息很快傳遍各地，大家都趕來看熱鬧。他的父母、妻兒等匆匆趕到現場，大

聲哀嚎，小孩子也不斷地哭泣，慨歎父親為何都不理他？而這個捧油鉢的人，仍心無旁

騖、小心翼翼地捧著油鉢繼續往前走。由於他的理智克制了親情的牽絆，最後反而能活

命與家人重逢團聚。這是第一關，親情的考驗。 

不久，來了一位美女，能歌善舞，美若天仙。有人甚至說：「寧可見此美女一面，

都勝過長命百歲！」但這個捧油鉢的人看都不看她一眼；因為如果一分神，大概性命就

沒了。這是第二關，考驗他是否能通過美人關。 

之後，又來了一頭醉象，橫衝直撞，一路踩踏牛、羊等動物，把車子撞得四分五裂，

許多人都嚇得驚慌失色，紛紛逃離、避難。而那位捧油鉢的人，仍然專心一意，心無雜

念，繼續端著油鉢前進。這是第三關，考驗他在危亂的情況中是否能處變不驚。 

不久，城裡失火，火勢非常猛烈，燒毀許多房子，而且燒到蜂窩，蜂群傾巢而出，

許多人被螫傷而痛不可言。而那個人還是一樣全神貫注捧著油鉢，一滴油也沒有落在地

上。這是第四關。 

最後，忽然雷電交加，狂風暴雨，飛沙走石，大家都驚恐萬分。但那個人完全充耳

不聞，因為他專注於油鉢的緣故。這是第五關。 

他經歷這麼多的考驗，最後終於抵達國王指定的林園，連一滴油都沒有落地。國王

非常讚賞他，就正式任命他為輔佐國政的大臣。說了這麼長，其實佛陀的重點在下面。

就是說：修行人我們也有可能會面對類似的考驗，例如親情的牽絆；或是遇到俊男美女

而引起貪欲分神；遇到怨家仇敵就起瞋恨心，如醉象失去理智、橫衝直撞，我們是不是

能夠處變不驚；或許還會遇到火災、水災、天災人禍等考驗，也應該調伏自己的心念，

不隨外境所轉，這樣才能夠度過重重難關，安全抵達解脫的彼岸。 

如這位大臣小心翼翼地捧著油鉢，只要一滴油掉落地上，性命就不保；我們在修行

的道路上也是一樣，要小心謹慎，千萬不要放逸，否則慧命就無法延續下去了。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修行道地經》卷 3〈9 勸意品〉（大正 15，196a25-198b15）： 

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1。爾時，國王設權方便無量之慧選得一人，聰明

博達2、其志弘雅3、威而不暴4，名德5具足。 

                                                      
1 輔臣：輔弼之臣。後多用以稱宰相。（《漢語大詞典》（九），p.1254） 
2 博達：博學通達。（《漢語大詞典》（一），p.913） 
3 弘雅：猶高雅。（《漢語大詞典》（四），p.104） 
4 暴：1.凶惡殘酷。（《漢語大詞典》（五），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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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欲試之，欲知何如？故以重罪欲加此人，勅6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7之從北門來至

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8到彼；設人持油墮一渧9者，便級10其頭不須啟問11。

於是頌曰： 

「假使其人到戲園，承吾之教不棄油，當敬其人如我身；中道棄油便級頭。」 

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 

兩手擎之甚大愁憂，則自念言：「其油滿器，城里人多，行路車馬，觀者填道，譬如水

定而風吹之，其水波揚；人亦如是，心不安隱。」 

退12自念言：「無有一人而勸勉我言莫恐懅13也！是器之油擎至七步，尚不可詣14，況有

里數耶？」此人憂憒15不知所湊16，心自懷懅17。於是頌曰： 

「覩18人象馬及車乘，大風吹水心如此，志懷怖懅懼不達，安19能究竟了此事？」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無復有疑也！設能擎鉢使油不墮，到彼園所，爾乃活耳！當作

專計，若見是非20而不轉移，唯念油鉢，志不在餘，然後度耳！」於是其人安行徐步。 

時，諸臣兵及眾觀人，無數百千隨而視之，如雲興起圍繞太山21。於是頌曰： 

「其人擎鉢心堅強，道見若干諸觀者，眾人圍繞而隨之22，譬如江海興大雲。」 

當爾23其人擎鉢之時，音聲普流24莫不聞知，無央25數人皆來集會，眾人皆言：「觀此人

                                                                                                                                                                      
5 名德：1.名望與德行。（《漢語大詞典》（三），p.177） 
6（1）勅：同“敕”。（《漢語大字典》（一），p.371） 

（2）敕：2.古時自上告下之詞。（《漢語大詞典》（五），p.457） 
7 擎（ㄑㄧㄥˊ）：1.舉起，向上托。（《漢語大詞典》（六），p.848） 
8（1）將＝得【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6） 

（2）將：4.行進。（《漢語大詞典》（七），p.805） 
9（1）渧＝滴【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7） 

（2）渧（ㄉㄧ）：同“ 滴 ”。（《漢語大詞典》（五），p.1496） 
10 級（ㄐㄧˊ）：3.秦制，戰爭中斬敵首一，賜爵一級，稱為首級。後以「級」為所斬之首的量

詞。（《漢語大詞典》（九），p.725） 
11 啟問：動問，請問。（《漢語大詞典》（三），p.397） 
12 退：6.畏縮，退縮。（《漢語大詞典》（十），p.834） 
13 懅（ㄐㄩˋ）：2.焦急，懼怕。（《漢語大詞典》（七），p.761） 
14 詣：2.到。（《漢語大詞典》（十一），p.197） 
15 憂憒（ㄎㄨㄟˋ）：憂慮煩亂。（《漢語大詞典》（七），p.691） 
16 湊（ㄘㄡˋ）：3.趨。（《漢語大詞典》（五），p.1438） 
17 懅＝懼。【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0） 
18 覩（ㄉㄨˇ）：同“睹”。看見。（《漢語大字典》（六），p.3669） 
19 安：20.副詞。表示疑問。相當於“怎麼”、“豈”。（《漢語大詞典》（三），p.1312） 
20 是非：3.褒貶，評論。（《漢語大詞典》（五），p.660） 
21 太山＝大山【宋】【宮】。（大正 15，196d，n.11） 
22 而隨之＝隨之後【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2） 
23 爾＝時【宋】【元】【明】，＝爾時【宮】。（大正 15，196d，n.13） 
24 流：8.傳布，擴散。（《漢語大詞典》（五），p.1255） 
25 無央：1.無窮盡。（《漢語大詞典》（七），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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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形體舉動，定是死囚。」斯人26消息乃至其家，父母、宗族皆共聞之，悉奔走來，

到彼子所，號27哭悲哀。其人專心，不顧二親28、兄弟、妻子及諸親屬，心在油鉢無他

之念。於是頌曰： 

「其子啼泣淚如泉，若干種泣哭29嘆父；心懷怖懅不省30親，專精秉31志而持鉢。」 

眾人論說相令稱噭32，如是再三。 

時，一國人普來集會，觀者擾攘33喚呼震動。馳至相逐，躄34地復起，轉相登35躡36，間

不相容；其人心端，不見眾庶37。於是頌曰： 

「眾人叫喚38不休息，前後相逐不容聞39；而擎油鉢都不觀，如雹40雨空無所傷。」 

觀者復言：「有女人來，端正姝好41，威耀42光顏43一國無雙，如月盛滿，星中獨明；色

如蓮華行於御道44，像貌巍巍45姿色踰46人，譬如玉女；又若忉利天王之后字曰護利，端

正姝好，諸天人民莫不敬重。於今斯女昭昭47如是，能八種舞，音聲清和聞者皆喜。」

於是頌曰： 

                                                      
26 人＝之【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5） 
27 號＝啼【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6） 
28 二親：指父母。（《漢語大詞典》（一），p.139） 
29（1）泣哭＝音嗟【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7） 

（2）泣哭：哭泣。（《漢語大詞典》（五），p.1099） 
30 省（ㄒㄧㄥˇ）：4.探望；問候。（《漢語大詞》（七），p.1169） 
31 秉＝執【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8） 
32（1）噭＝叫【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19） 

（2）噭（ㄐㄧㄠˋ）：1.號呼。2.形容聲音響亮，激越。（《漢語大詞典》（三），p.528） 
33 擾攘：2.混亂，騷亂。（《漢語大詞典）》（六），p.956） 
34 躄（ㄅㄧˋ）：2.仆倒。（《漢語大詞典》（十），p.563） 
35（1）登＝蹬【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0） 

（2）蹬：5.踏，踩。（《漢語大詞典》（十），p.557） 
36 躡（ㄋㄧㄝˋ）：1.踩，踏。（《漢語大詞典》（十），p.570） 
37 庶（ㄕㄨˋ）：3.百姓，平民。（《漢語大詞典》（三），p.1234） 
38 喚＝呼【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1） 
39（1）聞＝間【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2） 

（2）間：同“ 閒 ”。（《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3）閒：1.空隙，縫隙。（《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40 雹＝雷【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3） 
41 姝好：1.美好。（《漢語大詞典》（四），p.342） 
42 耀＝儀【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4） 
43 光顏：對面顏的敬稱。（《漢語大詞典》（二），p.234） 
44 御道：供帝王車駕通行的道路。（《漢語大詞典》（三），p.1029） 
45 巍巍：1.崇高偉大。（《漢語大詞典》（三），p.875） 
46（1）踰：同“ 逾 ”。（《漢語大詞典》（十），p.521） 

（2）逾：2.超過，勝過。（《漢語大詞典》（十），p.1041） 
47（1）昭昭＝懸照【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6） 

（2）昭昭：1.明亮。3.明快爽朗。（《漢語大詞典》（五），p.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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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而安詳48，歌舞不越法，其心懷歡喜，感動一切人。 

  歌頌聲則悲49，其身而逶迤50，不疾亦不遲，被51服順政52齊。 

  七種微妙音，奇53述54有五十，三處而清淨，宮商55節相和。 

  身從頭至足，莊嚴56寶瓔珞，語言而美雅，猶若甘露降。」 

爾時，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察視。 

觀者皆言：「寧使今日見此女顏終身不恨，勝於久存而不覩者也！」 

彼時，其人雖聞此語，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57而安詳，其舞最巧58妙，一切人貪樂；譬如魔之后59， 

能動離欲者，何況於凡夫？來往60其人邊，擎鉢心不傾。」 

當爾之時，有大醉象放逸犇61走入於御道。眾人相謂：「今醉象來，踏蹴62吾等63而令橫

                                                      
48 詳＝庠【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27） 
49 悲：3.謂悲感動人。漢 王充《論衡‧自紀》：“蓋 師曠 調音，曲無不悲。”晉 陸機《文賦》：

“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漢語大詞典》（七），p.568） 
50 逶迤：7.形容舞姿、體態優美。（《漢語大詞典》（十），p.977） 
51 被（ㄆㄧ）：1.後作“披”。搭衣於肩背。（《漢語大詞典》（九），p.55） 
52（1）政＝正【宋】＊【元】＊【明】＊。（大正 15，196d，n.28） 

（2）正齊：謂使衣冠保持整齊。（《漢語大詞典》（五），p.326） 
53 奇：1.珍奇，稀奇。（《漢語大詞典》（二），p.1520） 
54 述：8.通“ 術 ”。（《漢語大詞典》（十），p.752） 
55 宮商：2.泛指音樂、樂曲。（《漢語大詞典》（三），p.1433） 
56（1）莊嚴＝莊挍【宮】。（大正 15，196d，n.29） 

（2）挍（ㄐㄧㄠˋ）：同“ 校 ”。（《漢語大詞典》（六），p.586） 

（3）校（ㄐㄧㄠˋ）：17.裝飾。（《漢語大詞典》（四），p.998） 

（4）莊嚴：1.裝飾端正。（《漢語大詞典》（九），p.428） 
57 巧便：靈便，靈巧。（《漢語大詞典》（二），p.969） 
58（1）巧＝工【宋】【元】【明】【宮】。（大正 15，196d，n.30） 

（2）工：2.巧，精。（《漢語大詞典》（二），p.951） 
59 案：「魔之后」可能是指「忉利天王之后字曰護利」，此「護利」是阿修羅女。參見印順法師，

《佛在人間》，p.84： 

頂有意思的，是阿修羅與帝釋了。他倆本來是親戚，阿修羅的女兒，嫁給帝釋。照印度的傳

說：阿修羅本來住在須彌山頂的，是從前的忉利天主，後來被天帝釋攆走了，阿修羅便住在

須彌山腳下的海邊，彼此間結下了怨仇。這等於世間的強國，併吞弱國，或新來的民族驅逐

土著而佔有他的土地一樣。他們是時常作戰的，帝釋勝了，將阿修羅的女兒擄來做妻妾；阿

修羅也時刻惦念天上的美滿生活，動不動就打上來，想奪回他的原地。這故事，在印度是有

事實背景的。 
60 往＝住【宋】【元】【明】。（大正 15，196d，n.31） 
61 犇（ㄅㄣ）：同“奔”，奔跑。（《漢語大字典》（三），p.1813） 
62（1）蹴＝蹈【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1） 

（2）蹴（ㄘㄨˋ）：1.踩，踏。（《漢語大詞典》（十），p.552） 
63 吾等：猶我們。（《漢語大詞典》（三），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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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此為魃64魅65化作象形，多所危害，不避男女。身生瘡痍66，其身麁澁，譬若大髀67，

毒氣下流，舌赤如血，其腹委68地，口脣如69垂，行步縱橫70，無所省錄71；人血塗體，

獨遊無難，進退自在，猶若國王；遙視如山，暴鳴哮吼72，譬如雷聲，而擎其鼻瞋恚忿73

怒。」於是頌曰： 

「大象力強甚難當，其身血流若泉源，踏地興塵而張口，如欲危害於眾人。」 

其象如是，恐怖觀者令其馳散，破壞74兵眾諸象犇逝75，一切覩者而欲怖死，能拔大樹

踐害群生76，雖得杖痛無所畏難。於是頌曰： 

「壞眾及群象，恐怖77人或死，排撥78諸舍宅，犇走不畏御79。 

名聞於遠近，剛強以為德，憍慢無所錄80，不忍81於高望82。」 

爾時，街道市里坐肆83諸賣買者，皆懅收物蓋藏閉門84；畏壞屋舍，人悉避走；又殺象

師無有制御85，瞋惑86轉甚，蹈殺道中象、馬、牛、羊、猪、犢87之屬，碎諸車乘星散88狼

                                                      
64（1）魃＝夭【宋】【元】【宮】，＝妖【明】。（大正 15，197d，n.2） 

（2）魃（ㄅㄚˊ）：神話傳說中的旱神。（《漢語大詞典》（十二），p.467） 
65 魅：1.舊時迷信認為物老變成的精怪。（《漢語大詞典》（十二），p.467） 
66 瘡痍：4.指瘡瘍。（《漢語大詞典》（八），p.348） 
67 髀（ㄅㄧˋ）：2.指股部，大腿。（《漢語大詞典》（十二），p.408） 
68 委（ㄨㄟˇ）：14.下垂，墜落。（《漢語大詞典》（四），p.322） 
69 如＝而【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 
70 縱橫：1.肆意橫行，無所顧忌。（《漢語大詞典》（九），p.1004） 
71（1）錄：15.檢束。（《漢語大詞典》（十一），p.1342） 

（2）省錄：1.省察。（《漢語大詞典》（七），p.1178） 
72 哮吼：1.野獸吼叫。（《漢語大詞典》（三），p.352） 
73 忿＝懷【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4） 
74 破壞：6.擾亂。（《漢語大詞典》（七），p.1040） 
75（1）犇（ㄅㄣ）：同“奔”。（《漢語大字典》（三），p.1813） 

（2）奔逝：疾行。（《漢語大詞典》（二），p.1518） 
76 群生＝眾生【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5） 
77（1）怖＝愶。【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6） 

（2）愶（ㄒㄧㄝˊ）：1.威脅。（《漢語大詞典》（七），p.682） 
78（1）排：1.推開，推擠。（《漢語大詞典》（六），p.652） 

（2）撥：12.撥開。（《漢語大詞典》（六），p.894） 
79 御：6.控制，約束以為用。（《漢語大詞典（三），p.1021） 
80 錄：15.檢束。（《漢語大詞典》（十一），p.1342） 
81 不忍：3.不收斂。《楚辭‧離騷》：“澆 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漢 朱浮《為幽州牧

與彭寵書》：“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漢

語大詞典》（一），p.417） 
82 高望：2.高門望族。（《漢語大詞典》（十二），p.948） 
83 肆（ㄙˋ）：4.作坊，店鋪。（《漢語大詞典》（九），p.244） 
84 閉門＝開閉【宮】。（大正 15，197d，n.7） 
85 制御：統治，控制。（《漢語大詞典》（二），p.666） 
86 惑＝或【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8） 
87 犢（ㄉㄨˊ）：1.小牛。（《漢語大詞典》（六），p.289） 
88 星散：分散，四散。（《漢語大詞典》（五），p.677） 



佛典故事                                                    盛滿鉢油而不墮地 (下) 

11 

藉89。於是頌曰： 

「諸坐肆者皆蓋藏，傷害人畜碎車乘，覩見如是閉門戶，狼藉如賊壞大營。」 

或有人見，懷振90恐怖不敢動搖，或有稱怨呼嗟91淚下，又有迷惑不自92覺知，有未著衣

曳93之而走，復有迷誤不識東西，或有馳走如風吹雲，不知所至也！ 

中有惶懅94以腹拍地；又人窮逼，張弓安箭而欲射之，或把刀刃意欲前挌95；中有失色

恍惚妄語，或有懷瞋其眼正赤96；又有屏97住遙覩98歡喜，雖執兵仗不能加施。於是頌曰： 

「於斯迷怖懅，亦有而悲涕，或愕99無所難，又有執兵仗， 

愁憒100躄地者，邈101絕不自知，獲102是不安隱，皆由103見醉象。」 

彼時，有人曉化象呪104，心自念言：「我自所學調象之法，善惡之儀105凡有八百，吾觀

是象無此一事，吾今當察從何種出？上種有四，為是中種、下種耶？」以察知之，即舉

大聲而誦神呪。」於是頌曰： 

「天王授金剛，吾有微妙語，能除諸貢高，羸劣106能令強。」 

彼人即時舉聲稱曰：「諸覺明者無有自大107亦不興熱108，棄除恩愛，承彼奉法，修行誠

                                                      
89 狼藉：1.縱橫散亂貌。（《漢語大詞典》（五），p.64） 
90 振： 15.通“震”。震驚，震動。（《漢語大詞典》（六），p.598） 
91 呼嗟：呼號哀嘆。（《漢語大詞典》（三），p.291） 
92 自＝能【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9） 
93 曳（ㄧㄝˋ）：1.牽引，拖。（《漢語大詞典》（五），p.578） 
94（1）惶懅：見“ 惶遽 ”。（《漢語大詞典》（七），p.663） 

（2）惶遽：亦作“惶懅”。恐懼慌張。（《漢語大詞典》（七），p.663） 
95（1）挌＝格【宋】【宮】。（大正 15，197d，n.10） 

（2）挌（ㄍㄜˊ）：擊，格鬥。（《漢語大詞典》（六），p.585） 

（3）格：8.擊打，格鬥。（《漢語大詞典》（四），p.989） 
96 正赤：大紅。（《漢語大詞典》（五），p.310） 
97 屏（ㄅㄧㄥˇ）：3.退避，隱退。（《漢語大詞典》（四），p.37） 
98 覩＝觀【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11） 
99 愕：1.驚訝。（《漢語大詞典》（七），p.659） 
100（1）憒＝怖【宮】。（大正 15，197d，n.12） 

（2）憒：亦作“ 瞶 ”。昏亂，神志不清。（《漢語大詞典》（七），p.736） 
101 邈：5.渺茫，模糊不清。（《漢語大詞典》（十），p.1280） 
102 獲：9.遭受，招致。（《漢語大詞典》（五），p.108） 
103 由＝猶【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13） 
104（1）呪＝祝【宮】。（大正 15，197d，n.14） 

（2）案：「呪」同「咒」。 
105 儀＝義【宮】。（大正 15，197d，n.15） 
106 羸劣：1.疲弱，瘦弱。（《漢語大詞典》（六），p.1401） 
107（1）大＝太【元】。（大正 15，197d，n.16） 

（2）太：“ 大 3 ”的今字。1.極大。古作“大”，也作“泰”。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

則作太。（《漢語大詞典）》（二），p.1461） 
108 熱：5.焦躁，憂灼。8.喻因激動而不夠理智。（《漢語大詞典）》（七），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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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所致也！象捐109貢高，伏心使安。」說此往古先聖二偈言110： 

「婬泆111及怒癡，此世三大憍；誠112道無諸垢，眾熱為以消。 

用彼至誠法，修行亦如是，大意供113象王，除惑捨貢高。」 

爾時，彼象聞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心，便順本道還至象厩114，不犯眾人無所嬈115

害。 

其擎鉢人不省象來亦不覺還。所以者何？專心懼死，無他觀念。於是頌曰： 

「見象如暴雨，而心未曾亂；其雨雖止已，虛空亦不悅。 

其人亦如是，不省象往還，執心擎油鉢，如藏寶不忘。」 

爾時，觀者擾攘116馳散東西走故，城中失火，燒諸官殿及眾寶舍、樓閣、高臺，現妙巍

巍展轉連及117，譬如大山118無不見者，烟皆周遍，火尚盡徹119。於是頌曰： 

「其城豐樂嚴正好，宮殿屋舍甚寬妙，而烟普熏莫不達，火熾如人故欲然。」 

火燒城時，諸蜂皆出放毒齧120人，觀者得痛驚怪馳走；男女大小面色變惡，亂頭衣解，

寶飾脫落；為烟所熏眼瞳121淚出，遙見火光心懷怖懅，不知所湊；展轉相呼父子、兄弟、

妻息122、奴婢，更相教言：「避火離水，莫墮泥坑，爾乃安隱。」於是頌曰： 

「愁憂心懷不自覺123，家室124親屬及僕從，乘125諸象馬悲哀出，言有大火當避捨！」 

爾時，官兵悉來滅火；其人專精一心擎鉢，一渧不墮，不覺失火及與滅時。所以者何？

                                                      
109 象捐＝棄捐【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17） 
110 言＝曰【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18） 
111（1）泆＝妷【宋】【宮】。（大正 15，197d，n.19） 

（2）泆（ㄧˋ）：1.放蕩，放縱。（《漢語大詞典》（五），p.1085） 
112 誠＝成【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20） 
113 供＝洪【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22） 
114（1）厩：同“廐”。（《漢語大字典》（一），p.75） 

（2）廐：同“廄”。（《漢語大字典》（二），p.894） 

（3）廄（ㄐㄧㄡˋ）：1.馬房。2.泛指牲口棚。（《漢語大詞典》（三），p.1253） 
115 嬈（ㄖㄠˇ）：煩擾，擾亂。（《漢語大詞典》（四），p.407） 
116 擾攘：1.忙亂，匆忙。（《漢語大詞典》（六），p.956） 
117 連及：2.連續。（《漢語大詞典》（十），p.850） 
118 大山＝太山【宋】【宮】。（大正 15，197d，n.24） 
119（1）盡徹＝盡微【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25） 

（2）徹：13.盡，完。14.謂到底，徹底。（《漢語大詞典》（三），p.1090） 
120（1）毒齧＝毒嚙【宋】【元】【明】，＝恚嚙【宮】。（大正 15，197d，n.26） 

（2）齧（ㄋㄧㄝˋ）：亦作“ 囓 ”。1.咬，啃。（《漢語大詞典》（十二），p.1453） 
121 瞳＝腫【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27） 
122 息：8.兒子。（《漢語大詞典》（七），p.501） 
123 自覺＝自省【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0） 
124 室＝至【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1） 
125 乘＝棄【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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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心126專意無他念故。於是頌曰： 

「有眾人迷惑，如鳥遇火飛，其火燒殿舍，烟出如浮雲。 

頭亂而驚怖，避烟火馳走；一心在油鉢，不覺火起滅。」 

是時五色雲起，天大雷電。於是頌曰： 

「既興大霧非時雨，風起吹雲令純陰127，虛空普遍無清128天，猶暴129象群雲如是。」 

爾130時，亂風起吹地興塵，沙礫瓦石填於王路131，拔樹折枝落諸華實。於是頌曰： 

「風起揚塵而周普，興雲載水無不遍，暴風忽冥不相見，雷電俱降132無不驚。」 

彼時，大雲而焰133掣電134，霹靂135落墮，孔雀皆鳴，天便放雨墮於諸雹136；雖有此變，

其人不聞。所以者何？專念油鉢。於是頌曰： 

「其放逸象時，猶如大雲興137，墮雹失火風，拔樹壞屋舍。 

其人不覩見，何善誰為惡？不覺風雲起，但觀滿鉢油。」 

爾時，其人擎滿鉢油，至彼園觀一渧不墮。諸兵臣吏悉還王宮，具為王說所更眾難，而

人專心擎鉢不動，不棄一渧得至園觀。 

王聞其言則而歎曰：「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親屬及與玉女，不懅巨象、水火之患、

雷電霹靂。吾聞雷聲愕然怖懅，雖有啟白138不省其言；或有心裂而終亡者，或有懷駒139

而傷胎者，人民所立悉140不自覺。雖遇眾難其心不移，如是人者無所不辦，心強如斯終

不得141難，地獄王考142，能食金剛！」其王歡喜立為大臣。於是頌曰： 

「見親族泣涕143，及醉象144暴亂145，雖遭諸恐難，其心不移易。 

                                                      
126 秉心：持心。（《漢語大詞典》（八），p.29） 
127 純陰：1.純一的陰氣。（《漢語大詞典》（九），p.754） 
128 清＝青【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4） 
129 暴＝黑【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5） 
130〔爾〕－【宋】【元】【明】【宮】。（大正 15，197d，n.36） 
131 王路：3.猶大路。（《漢語大詞典》（四），p.467） 
132 雷電俱降＝雷震俱陰【宋】【明】【宮】，＝猶震俱陰【元】。（大正 15，197d，n.37） 
133 焰：2.火光，輝光。（《漢語大詞典》（七），p.93） 
134 掣電：閃電。亦以形容迅疾。（《漢語大詞典》（六），p.635） 
135 霹靂：1.響雷，震雷。（《漢語大詞典》（十一），p.744） 
136 雹（ㄅㄠˊ）：1.冰雹。（《漢語大詞典》（十一），p.688） 
137 雲興＝興雲【宮】。（大正 15，198d，n.1） 
138 啟白：陳述，稟告。（《漢語大詞典》（三），p.395） 
139（1）駒＝軀【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3） 

（2）駒：2.幼獸。（《漢語大詞典》（十二），p.817） 
140 悉＝迷【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4） 
141 得＝恐【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5） 
142（1）考＝拷【明】。（大正 15，198d，n.6） 

（2）考：14.按問，刑訊。（《漢語大詞典》（八），p.632） 
143 泣涕＝涕泣【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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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覩人如此，心堅定不轉，親愛而弘敬，立之為大臣。」 

爾時，正士146其心堅固，雖147遭善惡及諸恐難，志不轉移得脫死罪，既自豪貴壽考148長

生也！ 

修行道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患及婬、怒、癡來亂諸根，護149心不隨攝意第一，觀其內體，

察外他身、痛痒150、心、法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不動無所棄，妙慧意如海151，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執心當如是，意懷諸德明152，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而153興於怒癡，有志不放逸，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病疾154，醫藥以除之；心疾亦如是，四意止155除156之。」 

心堅強者志能如是，則以指爪壞於雪山，以蓮華根鑽穿金山，則以鋸斷須彌寶山。 

其無有信不能精進，而懷157諛諂158放逸喜忘，雖在世久終不能除婬、怒、癡垢。 

有信、精進、質直159、智慧，其心堅強，亦能吹山而使動搖，何況而除婬、怒、癡也！ 

故修行者欲成道德，為信、精進、智慧、朴160直、調御其心專在行地161。於是頌曰： 

「直信而精進，智慧無諛諂，是五德162除瑕163，離心無數穢。 

                                                                                                                                                                      
144 醉象＝象醉【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8） 
145 暴亂＝暴風【宮】。（大正 15，198d，n.9） 
146 正士：1.正直之士。（《漢語大詞典》（五），p.305） 
147 案：《大正藏》原作「難」，今依《高麗藏》作「雖」（第 29冊，1146a20）。 
148（1）考＝老【宋】【元】【明】。（大正 15，198d，n.10） 

（2）壽考：2.壽數，壽命。（《漢語大詞典》（二），p.1202） 
149 護＝設【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11） 
150 案：「痛痒」為「受」的古譯。 
151 海＝淵【宮】。（大正 15，198d，n.12） 
152（1）德明＝明德【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13） 

（2）明德：1.光明之德，美德。（《漢語大詞典》（五），p.616） 
153 案：《大正藏》原作「再」，今依《高麗藏》作「而」（第 29 冊，1146b5）。 
154 病疾＝疾病【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14） 
155〔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譯，《增壹阿含經》卷 5〈12 壹入道品〉（1 經）（大正 2，568a10-16）： 

云何思惟四意止？於是，比丘內自觀身，除去惡念，無有愁憂；外自觀身，除去惡念，無有

愁憂；內外觀身，除去惡念，無有愁憂。內觀痛痛而自娛樂，外觀痛痛，內外觀痛痛；內觀

心而自娛樂，外觀心，內外觀心；內觀法，外觀法，內外觀法而自娛樂。 
156 除＝消【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15） 
157 案：《大正藏》原作「懷而」，今依《高麗藏》作「而懷」（第 29 冊，1146b10）。 
158 諛諂：奉承諂媚。（《漢語大詞典》（十一），p.284） 
159 質直：1.樸實正直。（《漢語大詞典》（十），p.268） 
160 朴（ㄆㄨˇ）：2.同“ 樸 ”。淳樸；樸實。（《漢語大詞典》（四），p.726） 
161 行地：4.比喻處世實踐。（《漢語大詞典》（三），p.892） 
162 案：「五德」指「信、精進、智慧、朴直，調御其心」。 
163 瑕：3.比喻事物的缺點或人的過失、毛病。（《漢語大詞典》（四），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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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164解無量經，自覺斯佛教；但取其要言165，分別義無量。」 

 

 

                                                      
164 採＝深【宋】【元】【明】【宮】。（大正 15，198d，n.16） 
165 要言：切要精妙之言。猶至理。（《漢語大詞典》（八），p.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