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業經》中的因果故事
 ─惡口罵僧、累世轉狗

 晉美彭措法王 講述　  索達吉堪布 譯導

《百業經》是釋迦牟尼佛宣說因果不虛的一部甚深經典。共有一百多個公案，涉

及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仙人、國王、大臣、婆羅門、施

主，居民、妓女、獵人等人物，闡明善惡之因必感善惡之果的真諦。龍猛菩薩（舊

譯龍樹）在《中觀寶鬘論》中曾有「無見墮惡趣，有見生善道」的教言，即沒有因

果正見的人難免墮落惡趣，而有因果正見的人自然能往生善道。法王如意寶晉美

彭措也強調：「凡聽聞、讀誦、受持此《百業經》的人，若能對因果不虛生起堅定

的信心，謹慎遵循因果，並且精進修持、懺悔罪障，一定不會墮落。」由此可見這

部經典的重要。真誠希望大家通過拜讀此《百業經》能產生增上對因果的信心。

以此功德，願我們及一切有情堅信因果，同生極樂！願增吉祥！（節錄自譯者序）

一時，佛在印度舍衛城（古

稱 奢 婆 提 城 ， 位 於 靈 鷲 山 附

近）。有一施主，財富圓滿，猶

如多聞天子（註一）。這位施主也

喜歡一些外道宗派，他娶妻後，

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不久，其

妻有孕，九個月後生下一個相貌

端莊的孩子，其身金色，頭如寶

傘、鼻形妙高等種種相好。施主

為孩子舉行了隆重的誕生儀式，

取了適合其種姓的名字，並用牛

奶、酪乳及酥油等各種食品餵養

他，這個孩子如海中蓮花般地很

快成長起來。當他會自己行走玩

耍時，施主買了隻小母狗給兒子

玩。這隻小母狗很快樂，也很聰

明，但牠對外道不好，對內道歡

喜。每次見到外道信徒總是不高

興，跑去咬他們，把他們的衣服

咬爛；但見到內道比丘時非常高

興，去舔他們的腳，搖自己的尾

巴，或是繞轉等等，作一些恭敬

的行為。

我等大師釋迦世尊及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具有二種智慧、四

無畏（註二）、七菩提支（註三）、八

解脫（註四）、九等持（註五）和十力

（註六）等無量功德，如來獅吼聲傳

遍三界，並以大悲心時時刻刻觀

照一切眾生，哪些眾生興盛，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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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衰亡；哪些眾生具損害性，哪

些眾生具善根性；哪些眾生墮惡

趣，哪些眾生從中得解脫；哪些眾

生具七聖財（註七）等等。如是觀察

眾生的種種因緣，即便是波浪離

開大海，佛陀對眾生的大悲心，剎

那也不會離開的。同時，聖者羅漢

（註八）亦如是。

當時，世尊大弟子之一─

聖者舍利子（註九）用聲聞眼來觀察

世間，知度化施主的因緣已成熟。

一天早上，舍利子身披袈裟，手持

缽盂到舍衛城化緣去。當走近施

主家時，那隻母狗遠起相迎，一如

既往，舔舔舍利子的雙足，又搖搖

尾巴，然後右繞三匝，作出非常恭

敬的樣子。施主見此情景，心想：

這隻狗真是很有善根！牠只不過

是墮入惡趣的眾生之一，卻對這

位比丘如此的恭敬，此比丘肯定

是位大德。一個傍生尚能如此，我

畢竟是個人更應對他恭敬承事。

便親自迎請舍利子，祈求他到家

應供，尊者默許了。施主心生歡

喜，將尊者請入家中，敷高座，並

親手供養飲食，尊者也如理受食，

飯食訖，準備洗缽，施主知受供圓

滿，便祈傳法。舍利子以神通觀察

他的根基、意樂及隨眠煩惱，傳授

了相應的佛法。因聞法的不可思

議加持力，施主以智慧金剛摧毀

了二十種薩迦耶見（註十），得到聖

者預流果位（註十一）。舍利子與他

交談良久便回去了。得果後施主

生大歡喜廣行布施，求施者從四

面八方蜂擁而來。其財源如井水

般，令眾生取之不竭。施主也常請

舍利子應供，並為母狗祈求傳法。

舍利子給牠傳了相應的法，母狗

也以恭敬心來聽受。這時，施主心

想：我現在得到聖果，還是這隻母

狗的恩德。若不是牠去迎接尊者

的話，我也不可能供養尊者，更不

可能得到聖者的果位。對我來說，

母狗的恩德確實很大。從此，他更

加善待這隻母狗。

有一天，母狗生病了，施

主請舍利子尊者給牠誦經。舍利

子尊者對母狗與施主傳：「諸行

皆無常，諸漏皆痛苦，諸法皆無

我，涅槃即寂滅。」尊者說：

「若對我生歡喜心的話，墮入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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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界的眾生也能脫離惡道。」說

畢，就回去了。不久，母狗去世

了。施主前去請問尊者：「我的

母狗死了，現在該怎麼辦？」尊

者對施主說：「將母狗的屍體放

於靜處，牠的肉體會腐爛，但骨

架以後會有很大用處。」施主聽

後便按照尊者的吩咐將母狗的屍

體放在一個非常寂靜的地方。

母狗死後其靈魂又投胎到施

主妻子體內，九個月後，施主的

妻子生下一個女孩。這個女孩相

貌端莊、眉毛黝黑、鼻形妙高、

頭如傘蓋、雙臂修長、身色金黃

等各種相好。施主為她舉行了隆

重的誕生儀式，取了適合種姓的

名字，並以牛奶、酪乳、酥油等

餵養她。她如海中之蓮，很快地

成長。長大後，舍利子見到她，

叫她去聽法，但她正值青春年

少，性情嬌縱，不肯去聞法。這

時，舍利子把靜處母狗的骨架放

到她的面前。突然，她憶起了自

己前世的情形。

譯者：確實，現在的年輕人尤其

是大城市的姑娘們，應該把前世的

骨架放在她們面前或前世某種的因

緣，使她們也能回憶前世該多好啊！

當她憶起前世的一些因緣

時，內心生起無比的憂愁。思

維：前世是舍利子為她傳法，依

舍利子的加持，使她離開了傍生

界，今得人身，故尊者對我的恩

德很大。因此，她對舍利子非常

感激，心想：現在我應立刻往尊

者面前聞法。她當下就堪能聞

法。當時，舍利子觀察她的根、

界、意樂、精進及隨眠煩惱，然

後傳與她相應的法。她以智慧金

剛摧毀了二十個薩迦耶見，得到

預流果位，得果後，她馬上將袈

裟披在肩上，對尊者舍利子恭敬

頂禮，並且如是陳述：「我現在

已得聖者果位，我願意在釋迦牟

尼佛的教法下出家，行持梵凈

行。」（師言：這裡是先得聖果

後現出家相。按道理是應先皈依

受戒後得果。過去的一些公案是

這種程序而此處不然。）尊者告

訴她說：「出家可以，但要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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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母同意。」她得到了父母

的同意後，舍利子把她帶到眾生

主母前，落髮出家，受具足戒，

眾生主母為她傳了相應佛法。後

來她自己也精進修學，斷盡了三

界煩惱，獲證羅漢果位。

譯者：這樣很好，原來是隻母狗，

後來變成女人，開始不願學法，後來

學法終於證得羅漢果位。

證果後，在她的境界中：

黃金與牛糞等同，虛空與手掌無

別。並具足種種神變。諸天讚嘆

她的功德，眾天神恭敬她。因以

往昔作狗時是舍利子為牠傳法，

而今為人時又是舍利子為她傳

法。故她對舍利子懷著深深的感

激之情，（師言：小乘的羅漢是

如此對上師念恩報恩，那麼大乘

密宗弟子更應該銘謝上師的大

恩。但是現在末法時代的眾生，

上師無論怎樣攝受弟子並傳殊勝

密法，念恩報恩者又有幾人？這

也許是末法的一個標誌。）經常

頂禮尊者，報尊者的恩，也時常

對舍利子說：「尊者，您對我的

恩德很大，我曾經為傍生，是您

把我從傍生界中救出來；今我得

聖果，也是您把我從輪迴中救度

出來。」因她經常對舍利子說這

類感激的話，舍利子身旁的比丘

們聽見了。有一次，比丘們問舍

利子：「為什麼這位比丘尼天天

說非常感謝您，您使我從傍生界

中得到解脫。」尊者問他們：

「你們是否還記得，原來我們有

位施主，他家的那隻母狗嗎？」

「對，對，是有隻母狗，牠對我

們很好。」尊者說：「牠就是這

位比丘尼的前世。當時，我對牠

傳法後，牠對我生起無比的歡喜

心，死後轉生為施主的女兒。她

現在能回憶前世，所以，經常說

些感激我的話。」眾比丘聽後，

對因果生起了很大的信心。又往

世尊前請問：「世尊，此比丘尼

以何業感，轉成一狗身？又以何

業感轉為人身？又是以何因緣而

對佛陀與舍利子生大歡喜心，不

僅在佛的教法下得出家，並且獲

證羅漢果位？唯願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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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曰：諸比丘，此乃她

前世業力與今世的因緣。所謂前

世的業力：早在賢劫人壽二萬歲

時，如來、正等覺、人天導師、

迦葉佛（註十二）出世。當時在印

度鹿野苑，有位施主家有一女，

相貌莊嚴，長大後，對迦葉佛生

起無比的信心，並在迦葉佛的教

法下出家。精通三學、清凈戒

律、具足梵行等等殊勝功德，並

是傳授佛法的一位說法上師。傳

法後，她得到許多供養，如各種

飲食、衣藥等，但她自忖：我一

個人享受這麼多供養，意義不是

很大。就發心將所有財物供養僧

眾。後來，她找了僧尼二眾，把

她每次所得供養物供養僧眾。這

些僧眾的生活也是全由她來供養

維持。有一次，這位比丘尼遇到

急事請求僧眾幫忙，但沒有一個

人願意幫她。都說：「我們很

忙，要讀經不能捨離善法而去幫

你。」這位比丘尼頓時生起大瞋

恨心，便惡口相罵：「我平時對

你們事事時時關照，供養你們，

為你們作那麼多事，當我遇到一

件急事，你們誰都不肯幫忙，你

們一點良心都沒有，像母狗一

樣。」她用「母狗」來罵僧眾，

她自己造了很大的惡業。（師

言：因果方面的報應，應從中瞭

解。本來這次講《百業經》希望

聽法人越多越好，但人就是這樣

剛強難化。聽法的人很少，許多

堪布活佛也因種種原因外出，堪

布活佛也好，大德高僧也好，如

果沒聽此《百業經》將來可能在

取捨因果方面會有些差錯。不管

什麼人若沒聽此經，以後作事因

果自負，希望各位認真地聽。今

後特別注意，不應用如「母狗」

等惡名來責罵別人。平時講話

必須有禮貌，經常觀察自己的語

言，不要造惡業。）僧眾覺得她

如此惡口相罵，很不應理，就問

她：「你是什麼人？我們又是什

麼人？」那位比丘尼生氣的說：

「你們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

人。」僧眾們告訴她：「有點不

同，雖然都是出家人，但我們當

中有已得果位的聖者，你畢竟是

個凡夫，這樣惡口罵人造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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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業，會使你在輪迴中感受痛

苦的。所以，你應該以最大的後

悔心來好好地懺悔你的罪業。」

聽此話後，這位比丘尼覺得

言之有理，便在後半生中更加精

進行持凈戒，常求懺悔。她臨終

時發願：「願我一生中持戒供養

的功德，使我能生生世世投身富

貴之家，相貌莊嚴，並於釋迦牟

尼佛出世時，在其教法下得出家

身，證羅漢果！」同時又發願：

「願我於僧眾前惡口罵人之罪業

不要成熟！」（師言：有些業你

不想成熟，但很快成熟。）雖然

她臨終時如是發願，可是這個惡

業最先成熟並且轉五百世母狗之

身。其他的願也如理如實地成

熟。這是她前世的業力，那麼今

生的因緣又是什麼呢？是她作母

狗時對舍利子生歡喜心和信心，

以這個信心轉為人身，這是她今

生的因緣。（師言：在迦葉佛教

法下出家持戒的人，在釋迦佛時

能證得果位；在釋迦佛教法下受

居士戒以上的人，在彌勒佛教法

下能證得果位。如果其中破了

戒，在賢劫千佛中任一佛的教法

中能得解脫。我們在釋迦佛教法

下若不破戒，定能在彌勒佛的教

法下證得果位。若破了戒，在餘

九百九十五尊佛的教法下得證果

位。）

譯者：這些觀點是榮素班智達《邊

法辯》講義中的教證，所以我們大家

應該注意因果，另一方面至少也要受

居士戒。要特別注意我們對僧眾的態

度，作為堪布管家有時會對僧眾說

些不入耳的話或不好聽的比喻，但

若自己有很大的懺悔心作懺悔，是否

能懺悔清凈也很難說！不過上師說

過念四十萬金剛薩埵心咒能懺凈，自

己也有點安慰。以上的這個公案對

大家啟發不小，應從因果取捨方面

注意。

註一：多聞天子：四天王中北方天王，佛教中為護法並恆施福之神。《法華義疏》云：
「恆護如來道場而聞法，故名多聞天子。」

註二：四無畏：一切智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說盡苦道無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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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維銓 演述

范古農 校正

弘一大師 鑒定

　　民國二十年代，適逢國家社會肇建的初期，佛學名家胡維

銓居士，為導正世道、普化大同，寫成《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

解釋》，冀能撫慰人心，拔眾生之苦。當時經文版本以鉛字排

版，字體甚小，閱讀極為不便。有鑑於此，張泰隆居士特別捐

資，委託本社印製新版，免費結緣流通，期能化社會暴戾為祥

和，轉瞋恨、痛苦為安樂。

　　《地藏菩薩本願經》曰：「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

見地藏形像，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華飲食，衣服珍寶，布

施供養，讚歎瞻禮者，得二十八種利益。」祈願所有讀到此書

的有緣眾生，都能獲得無盡的功德，直至證得菩提的那一刻。

【索取方式】

1. 親至本社取書。

2. 傳真或電話索取：請詳列姓名、地址、電話、書名及本數，並附上與運費等值的80元郵票。

3. 凡欲索取結緣書2本（含）或多本以上者，煩請先來電洽詢郵資，以方便寄書作業，謝謝您。

［結緣贈送］

註三：七菩提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念覺支、定覺支、行舍覺支。

註四：八解脫：又名八背舍，違背三界之煩惱而舍離其縛纏之八種禪定

註五：九等持：四禪、四無色及滅受想定（亦名滅盡定）。

註六：十力：知覺處非處智力、知三世業根智力、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知諸禪定及八
解脫三昧之智力、知種種解智力、知種種界智力、知智一切至所道智力、知天眼
無礙智力、知宿命無漏智力、知永斷習氣智力。

註七：七聖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定慧財。

註八：羅漢：小乘極悟之位名，一譯；殺賊、殺煩惱賊之意；二譯；應供，當受人天供
養之意；三譯；不生，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之意。

註九：舍利子：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意譯為秋露子，被譽為「智慧第一」。

註十：薩迦耶見：譯曰身見，為五見之一。執著五蘊假合之體，思維有真實之我，起我
與我所之見也。

註十一：預流果：又稱初果，指斷盡三界之見惑，預入聖道法流，以第十六至八無汛聖
道（或聖者）之階位。

註十二：迦葉佛：於現世界人壽二萬歲時出世而成正覺，釋迦佛以前之佛也。過去七佛
中之第六佛。

本文轉載自智悲佛網 http://www.zhibeif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