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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農曆新年來臨，今年是猴年，編輯室特別從漢傳佛典中蒐集與獼猴相關

的本生故事，藉此整理和分享佛教經典裡獼猴所呈現的角色形象，以饗讀者。說

到獼猴，您會想到哪些特質呢？好動、古靈精怪，像孫行者一般？如果是這樣，您

非得看看以下三則故事不可，無論是佛陀前世生為猴王的所作所為，抑或是獼猴

以蜜缽供佛的因緣，皆會讓您對獼猴的印象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雜寶藏經》：猴王救母

很久以前的一個夏季，佛陀在舍衛國與弟子們按照慣例安居辦道，

佛陀向弟子們說道：「我今天想要前往忉利天上，依著結夏安居的因

緣，為往生於忉利天的母親開示佛法。如果你們當中有人想一起去，也

可以和我一同前往。」佛陀話才剛說完，就立刻運用神通力現身於忉利

天，並在一棵茂盛的大樹之下結夏安居，為母親摩耶夫人及忉利天上無

量的天人們演說妙法，使他們都證得了悟空性的智慧。佛陀見眾人深得

法理，遂重回娑婆世界。

佛弟子們見到佛陀回來，各個歡喜無比向佛陀說道：「這真是太難

得了！世尊能夠為他的母親及其數無量的天人們，在結夏安居的九十天

中，安住於忉利天上，為他們演說真實妙法。」聽到弟子們這番話，佛

陀答道：「我並非僅有在現世為了報答母親的恩德，施作方便讓她脫離

痛苦與煩惱。在過去累生累世之中，我即不斷如此回報親恩，解除母親

的苦難。」在場的所有佛弟子，聽到佛陀如此回答，皆問道：「過去世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佛陀說：久遠以前，在大雪山的山邊有一片樹林，那兒有一隻獼猴

王，帶領著五百隻猴子。當時有一位獵人，打開捕捉猴子的陷阱，利用

繩網獵捕牠們。很不幸地，猴群都被繩網捉住了。獼猴王臨危不亂，向

猴群們喊道：「大家現在千萬不要驚慌，我將破壞繩網，大家一起逃出

去！」於是，猴群隨著猴王的引導，一一脫離危險。

然而，卻有一隻老獼猴，因為背著一隻年幼的小猴，不小心跌倒墜

落到路邊的深坑裡。這隻老獼猴是猴王的母親，猴王發覺老獼猴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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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尋找，遍尋不著，恰巧走到深坑邊，便往坑裡察看，才發現老獼猴被困在

坑裡無法逃脫。猴王遂返回巢穴，告訴猴群們這件事，希望大家齊心盡力，救

出老獼猴。大夥兒抵達深坑邊，互相捉住各自的尾巴，就這樣往深坑中延伸，

將老獼猴從深坑裡抱了出來。

佛陀慈悲地說道：「那隻獼猴王就是我的過去世，過去我曾拯救母親脫離

深坑的苦難，如今我前往忉利天為她演說妙法，使她脫離三界煩惱的痛苦，免

於投生於三惡道中。」佛陀更藉著這個因緣向大眾說：「救助父母脫離苦難，

有無比廣大的功德，我由於從過去世到現在，為了讓母親脫離痛苦，所以生生

世世感得沒有苦難的果報，直到如今成佛。也因為這個緣故，大家應當孝順父

母。」

小故事大啟示

孝順是中華文化良好的美德之一，是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孝順即是要知

恩、念恩和報恩：知道父母養我、育我，使自己長大成人，對自己有極大的恩

德，這是知恩；時時刻刻憶念父母對自己的恩德，是念恩；盡己所能地回報父

母的恩德，乃報恩。

然而，僅提供父母美味的飲食和舒適的生活環境，並非究竟的報答他們，

畢竟只要身為凡夫，就會有煩惱，父母當然也不例外。除了提供適切的飲食及

生活環境，亦當鼓勵父母接觸佛法，聽經聞法，增長智慧，培植福田。只要內

心的煩惱習氣斷除，為善去惡，自然能感得人天福報，甚至脫離輪迴，去除無

明煩惱，獲得永恆的快樂，這才是報答父母恩德，最殊勝、究竟的方法。

佛典原文

《雜寶藏經．佛於忉利天上為母摩耶說法緣》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佛在舍衛國，告諸比丘言：「我今欲往忉利天上，夏坐安居，為母說法。

汝諸比丘！誰樂去者，當隨我去。」作是語已，即往忉利天上，在一樹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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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安居，為母摩耶及無量諸天說法，皆獲見諦，還閻浮提。

諸比丘言：「希有世尊！能為其母，九十日中，住忉利天。」佛言：「非

但今日，我過去時，亦曾為母，拔苦惱事。」

時諸比丘，而白佛言：「過去所為，其事云

何？」

佛言：「往昔久遠，雪山之邊，有獼猴王，

領五百獼猴。時一獵師，張網圍捕。獼猴王言：

『汝等今日，慎勿恐怖，我當為汝破壞彼網。汝諸

獼猴！悉隨我出。』即時破網，皆得解脫。有一老

獼猴，擔兒腳跌，墮於深坑。獼猴王覓母，不知所

在，見一深坑，往到邊看，見母在下，語諸獼猴：

『各自勵力，共我出母。』時諸獼猴，互相捉尾乃

至坑下，挽母得出，離於苦難。況我今日，拔母苦

難。爾時拔免深坑之難，今復拔母三惡道難。」

佛告諸比丘：「拔濟父母，有大功德。我由拔母，世世無難，自致成佛。

以是義故，諸比丘等！各應孝順供養父母。」

〈佛於忉利天上為母摩耶說法緣〉（CBETA,T04, no.203, p.450, a22-p.450, b14）

經文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CBETA）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冊No.203《雜寶藏經》

《六度集經》：慈悲的猴王

在《六度集經》裡，同樣記載著佛陀往昔為猴王的本生故事。當時猴王

統領著五百隻獼猴，在山谷裡悠閒度日，一同遊戲。有一年，遍地荒旱，山谷

裡的果子長不出來，眼看著猴群們都快餓死了。正巧，距離山谷不遠處有座王

城，王城內的林苑和山谷邊僅有一水之隔，猴王遂帶領猴群至林苑內吃果子。

管理林苑的人看到猴群們偷食果子，立刻向國王報告。國王知道後，命令守衛

偷偷地把猴群包圍起來，沒有接受到命令，不得私自離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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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猴王發現猴群被守衛包圍，已為時已晚。牠悲傷地說：「我身為猴群的

統領，肩負著大家的安危，只想著讓猴群們吃果子以維繫生命，卻讓牠們陷於

險境之中。」猴王當機立斷，命令猴群在林苑之中四處尋找藤蔓，待猴群找到

足夠的藤蔓後，將藤蔓連接成一條長繩，以一端綁於林苑內的大樹幹上，另一

端則繫在猴王的腰上。待一切就緒，猴王敏捷地跳躍到小河的對岸，攀爬到對

岸樹木的樹枝之上，卻因為藤蔓的長度不夠，猴王需要使盡全力抓住樹枝，才

能讓藤蔓具有足夠的長度，成為一座藤橋，讓猴群通過。

此時，猴王命令猴群趕快藉著藤蔓渡過小河，待猴群全數通過後，猴王兩

手也無力再支撐，體力用盡，墜落到河岸昏了過去。次日早晨，國王率領衛

兵前往岸邊查看，發現一隻巨大的獼猴躺在岸邊，奄奄一息。這時候，猴

王正巧緩緩醒來，一見國王，便向國王叩頭謝罪，更神奇的是，猴王竟然

還會說人話！猴王向國王說道：「我身為一隻野獸，依附著國王的恩澤，在

山谷裡悠閒度日。可是今年因為乾旱，山谷內的果子長不出來，只好帶著

猴群到林苑內偷食果子充飢，也因此冒犯國王。這一切都是我的錯，猴群

只是聽命於我，請赦免牠們的罪過。而我身上的這些肉，也能夠充當官員

們一天的餐肴。」

聽到猴王說的這番話，在場眾人莫不嘖嘖稱奇。國王更仰起頭來感歎地說

道：「猴王雖然身為野獸，是猴群的首領，卻懂得犧牲自己，藉以拯救同伴，

有古代聖人賢者所具備深遠的仁德。我身為一國之君，怎麼做才能像牠一樣

呢？」國王受猴王的精神感動，不禁流下淚來，他命令守衛解開猴王腰間上的

藤蔓，讓牠回到山谷裡安心生活。同時，國王命令全體國人讓猴子自由摘食果

實，若有違犯命令者，則與賊人同罪。

回到王宮後，國王向皇后分享與猴王相遇的經歷，其中提到猴王的仁澤，

認為就連古代有德之人還不一定能夠做到這個地步。國王說道：「我身為國

王，仁心就如同一根細髮，然而猴王的仁德卻比崑崙山還要高呀！」皇后回

答：「這隻猴王真的是太神奇了！請國王一定要善待牠們，讓牠們擁有足夠的

食物，不要迫害牠們。」國王說：「我已經下達命令了。」

佛陀說：「當時的猴王就是我的過去世，國王是阿難，而那五百隻獼猴

佛典故事迎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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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場的五百位比丘。」

小故事大啟示

正直勇敢的猴王，為了避免猴群餓死，帶領牠們前往林苑內吃果子。當猴

王發現大家被守衛包圍時，牠領導猴群冒險犯難，以一己之力讓所有獼猴安然

渡河。而後力盡昏迷，即使被國王抓住，依然一心考慮到猴群的安危，不因一

己之私讓猴群陷於危難之中，此種捨己為猴的精神，需要非常大的勇氣才能做

到。猴王的言行真正體現出菩薩所具備的慈悲特質，不僅帶領猴群遠離危難，

也救了自己一命，更積累未來菩薩道上所需的福德資糧，令人動容。

佛典原文

《六度集經》（五六）

吳．沙門康僧會譯

昔者菩薩。為獼猴王。常從五百獼猴遊戲。時世枯旱。眾果不豐。其國

王城去山不遠。隔以小水。猴王將其眾入苑食果。苑司以聞。王曰。密守無令

得去。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為眾長禍福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眾。敕其眾

曰。布行求虅。眾還虅至。競各連續。以其一端縛大樹枝。猴王自繫腰登樹投

身。攀彼樹枝。虅短身垂。敕其眾曰。疾緣虅度。眾以過畢。兩掖俱絕。墮水

邊岸。絕而復蘇。國王。晨往案行獲大獼猴。能為人語。叩頭自陳云。野獸貪

生恃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咎過在我。原赦其餘。蟲身朽肉。可供太

官一朝之餚也。王仰歎曰。蟲獸之長。殺身濟眾。有古賢之弘仁。吾為人君。

豈能如乎。為之揮涕。命解其縛。扶著安土。敕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

與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仁澤。古賢之行未等於茲。吾仁糸髮。彼踰崑崙矣。后

曰善哉。奇矣斯蟲也。王當恣其所食無令眾害。王曰。吾已命矣。佛告諸比

丘。獼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是也。五百獼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CBETA, T03, no.152, p.32, b17-p.32, c10）
經文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三冊No.152，《六度集經》CBETA電子佛
典V1.21普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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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愚經》：獼猴供蜜

在佛陀的時代，舍衛國內有一位婆羅門，名叫師質。這位婆羅門的家裡擁

有許多財富，卻沒有孩子能夠傳宗接代，繼承遺產。師質因此拜訪六師外道的

住所，詢問自己是否能有子嗣，卻得到命中無子嗣的結果。師質回到家中，茶

不思、飯不想，衣服髒了也不換，充滿煩惱，每天都過得很不快樂。師質內心

想著：「如今我沒有小孩，哪天我死了，沒有人能夠繼承我的衣缽。這個家裡

所有的財物都會歸國王所有。」一想到這裡，師質又更加煩惱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位認識師質夫人的比丘尼來拜訪師質家，正巧看到

師質坐在客廳裡，面容憔悴，充滿煩惱的樣子。比丘尼見師質如此煩惱，便問

師質夫人：「你的丈夫是因為什麼緣故，竟然煩愁到如此地步？」師質夫人

一五一十地告訴比丘尼：「因為我們家後繼無人，也

找人占卜過，六師說我們未來不會有子嗣，因

為這個緣故，我的丈夫才會如此憂愁。」

了解個中原因後，比丘尼遂向師質夫人

建議：「六師之徒並非通達一切智慧的

人，又如何能知道人與人之間的業力因

緣？佛陀明了一切事物之間的因果關

係，對於過去和未來所有一切事物皆通

達無礙，他目前在祇樹給孤獨園，你們

可以去詢問他，他的回答一定能讓你們

感到滿意。」

比丘尼離開後，師質夫人向師質提

到比丘尼所給予的建議，師質一聽到這

個消息，立刻盥洗更衣，前往祇樹給

孤獨園拜訪佛陀。師質恭敬地向佛

陀頂禮，而後向佛陀問道：「我會不

會有孩子呢？」佛陀向師質說：「你

佛典故事迎猴年

獼猴供蜜（十世紀印度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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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有孩子，他福德兼具，待長大成人後，他會希望能夠出家修行。」師質

聽到這個消息，內心感到相當歡喜，師質向佛陀說：「只要我有兒子，即使他

未來出家學道，我又怎麼會感到痛苦呢？」師質當場邀請佛陀隔日到家中接受

供養，佛陀沉靜無聲地答應師質的請求。

隔天時間一到，佛陀與僧團一行人前往師質家中拜訪，待所有人坐定之

後，師質夫婦二人齊心協力，虔誠供養美好的飲食。等到所有人都用過餐，佛

陀就帶領眾人回到祇樹給孤獨園。在回程的路上，正巧有一汪湖泊，湖泊中湧

出的泉水相當清澈美麗，佛陀和僧人們便在此處暫為歇息，大家也拿起各自的

缽器，準備到湖邊清洗乾淨。

當阿難拿著佛陀所用的缽器來到湖邊，身旁竟然跟隨著一隻獼猴，這隻

獼猴竟然還向他索取佛陀的缽器。阿難因為擔心獼猴會不小心將缽器打破，不

想將缽器給牠。佛陀告訴阿難：「你就將我的缽器給牠吧。不用煩惱。」阿難

聽到佛陀這麼說，便把缽器交給獼猴。獼猴拿到缽器後，馬上到充滿蜂巢的樹

上取蜜，將蜂蜜盛滿在缽裡，雙手恭敬地呈與佛陀。佛陀和獼猴說：「去除蜂

蜜中不淨的東西。」獼猴一聽，便馬上動手將蜂蜜上的蜂蟲拿開，讓蜂蜜保持

潔淨。佛陀又向獼猴說：「將蜂蜜加水攪拌一下。」獼猴便立刻將蜂蜜加水攪

拌，恭敬地呈與佛陀享用。佛陀接受獼猴的供養後，便將剩餘的蜂蜜水分享給

其餘眾人，使僧團所有人都能接受獼猴的供養。獼猴見狀，內心相當喜悅，開

心地跳來跳去，手舞足蹈。然而，一個不小心，獼猴卻失足掉入坑洞內，當場

死亡。

而後，獼猴的魂識投生於師質家中，師質夫人懷孕了。待足月後，師質喜

獲麟兒，相貌端正，英俊瀟灑，舉世無雙。而在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師質

家中的器物竟然自然充滿著蜂蜜，師質夫婦二人高興得不得了，就把這個

情形告訴六師，請他幫忙占卜吉凶，六師告訴他們：「這個孩子具有良好

的品德，相當善良。」占卜師也以出生當天的瑞相為緣，為師質之子取名為

「蜜勝」。

而後，蜜勝的年紀越來越大，便向父母要求想出家過修行生活。師質夫

婦因為捨不得親子之情，遲遲不肯放手讓蜜勝出家。蜜勝也沒有因此放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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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切地向父母表達出家修行的願望，不願意繼續過俗家生活。師質夫婦想到過

去佛陀曾經預言這個孩子未來將出家學道，即使勉強把孩子留在身邊，對他也

不會有任何幫助。師質夫婦兩人遂決定同意讓蜜勝出家修行，他們對蜜勝說：

「就隨著你的決定去做吧。」

蜜勝向父母道別，愉快地跑跳至佛陀的住所，向佛陀頂禮並提出出家修行

的願望。佛陀告訴蜜勝：「你能來真是太好了。」蜜勝鬚髮自墮，穿上法衣，

自然成為修行人。佛陀而後向蜜勝比丘開示「苦、集、滅、道」四諦之理，蜜

勝比丘心開意解，煩惱盡除，立刻證得阿羅漢果。有時蜜勝比丘會與其他比丘

一同外出，遊化各地為眾人開示佛法。每當天氣炎熱，大夥兒感到口渴疲累的

時候，只要蜜勝比丘將空缽往空中一丟，再把缽器接住的時候，缽器裡總是自

然充滿著蜂蜜。蜜勝比丘再把蜂蜜分享給僧人們解飢止渴，大眾總是因此再度

充滿活力。

當時，阿難曾向佛陀提問：「佛陀啊！蜜勝比丘是依著什麼樣的功德，使

他在出家這麼短的時間內，馬上就證得阿羅漢果，而且在他想要什麼東西時，

就立刻能變現出來？」佛陀告訴阿難：「你還記得過去曾接受師質的邀請、接

受他的供養嗎？」阿難答道：「我還記得。」佛陀又繼續說道：「在回程的路

途上，我們在湖邊休息時，有一隻獼猴向你要我使用的缽，並在缽內盛滿蜂蜜

供養給我。我接受了供養，這隻獼猴開心地手足舞蹈，卻不小心跌到坑洞中死

了。你還記得嗎？」阿難回答：「記得。」佛陀告訴阿難：「當時那隻獼猴，

就是現在這位蜜勝比丘。獼猴依著供養佛的功德因緣，獲得投生於師質家中的

果報，同時使他獲得莊嚴端正的容貌，如今也因為出家修道的緣故，快速地證

得阿羅漢果。」

阿難聽聞蜜勝比丘的因緣後，兩足曲膝著地，跪於佛陀跟前，又再次向佛

陀詢問：「蜜勝比丘又是依著什麼因緣投生於畜生道中，生為獼猴的呢？」佛

陀告訴阿難：「過去迦葉佛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比丘看到另一位比丘跳

過溝渠裡的水，便取笑那位比丘跳躍的身姿就像一隻獼猴一樣。」當時這位被

取笑的比丘，聽到年輕比丘所說的這番話，便問道：「你認識我嗎？」年輕比

丘答道：「我認識你啊！你是迦葉佛門下的比丘，怎麼會不認識呢！」那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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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對年輕比丘說：「諸法緣起性空，比丘僅是假名而已，可是比丘所能證得的

果位（四向四果），我都已經證得了！」年輕比丘聽到這番話，才發現自己嘲笑了

一位阿羅漢，害怕得毛髮都豎立了起來，馬上五體投地，向那位比丘悔罪，請

求僧人的諒解。

年輕比丘因為懺悔自身所犯的過錯，使得他沒有墮入地獄道受苦，而是在

五百世之中，世世投生於畜生道，生為獼猴。也依著他生前持守出家戒律的緣

故，使他能於今世與佛相遇，除卻所有苦難，免於在畜生道中繼續受苦。佛陀

告訴阿難：「過去那位年輕的比丘，就是現在這位蜜勝比丘啊！」

當時，阿難與在場的佛弟子們聽到佛陀所說的這段因緣，各個悲喜交集，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身口意三業，不得不好好守護。過去年輕比丘因為沒

有持守戒律，造作口業，導致他獲得如此果報。」佛陀告訴阿難：「就像你所

說的一樣。」隨後，佛陀向與會眾人宣說諸法，使他們能清淨身口意三業，將

內心之中的煩惱淨除。在場所有佛弟子中，因為聽聞到佛陀所說的教法，有的

弟子證得須陀洹果，甚至有弟子證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還有弟

子發願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亦有證得不退轉地，未來求道之路上再也不會退

轉，眾人無不充滿歡喜之心，受持、實踐佛陀所說的教法。

小故事大啟示：

佛弟子平日實踐佛法，應謹慎守護自己身、口、意三業，時時反觀自省，

切莫輕忽。每個人都有長久以來累積的習氣，如果只是根據自己的標準及喜

好，任意批評、指責他人的過失，惡業也將因此產生，不僅與他人結上惡緣，

更讓自己的習氣越積越深，不可不慎。

佛典原文

《賢愚經．師質子摩頭羅世質品第四十七》（丹本為五十四）

元魏．沙門慧覺等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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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

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爾時

師質便還歸家，著垢膩衣，愁思不

樂，而自念言：「我無子息，一旦命

終，居家財物，當入國王。」思惟是

已，益增愁惱。婆羅門婦，與一比丘

尼共為知識。時比丘尼，值到其舍，

見其夫主，憂愁燋悴，便問之言：

「汝夫何故，愁悴如是？」婆羅門

婦，即答之曰：「家無子姓，往問六

師，六師占相云當無兒。以是之故，愁憂不樂。」時比丘尼，復語之言：「六

師之徒，非一切智，何能知人業行因緣？如來在世，明達諸法，過去未來，無

所障礙，可往問之，必足了知。」比丘尼去後，婦便白夫如向所聞。時夫聞

已，心便開悟，更著新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之相命，當

有兒不？」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生長已大當樂出家。」婆羅門

聞歡喜無量，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時因請佛及比丘僧，明日

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

明日時到，佛與眾僧，往詣其家，眾坐已定，婆羅門夫婦齊心同志，敬

奉飲食。眾會食竟，佛及眾僧，還歸所止，路由一澤，中有泉水，甚為清美，

佛與比丘僧，便住休息。諸比丘眾，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

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

持至蜜樹，盛滿鉢來，奉上世尊。世尊告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拾去

蜂蟲，極令潔淨。佛便告言：「以水和之。」如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

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遍。獼猴歡喜，騰躍起舞，墮

大坑中，即便命終，魂識受胎於師質家。時師質婦，便覺有娠，日月已足，生

一男兒，面首端正，世之少雙。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蜜，師質夫婦，

喜不自勝。請諸相師，占其吉凶。相師占訖，而告之言：「此兒有德，甚善無

比。」因為作字，字摩頭羅瑟質，晉言蜜勝，以其初生之日蜜為瑞應，故因名

佛典故事迎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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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兒年已大，求索出家，父母戀惜不肯放之，兒復慇懃白其父母：「若必違

遮不從我願，當取命終，不能處俗。」父母議言：「昔日世尊，已豫記之，云

當出家。今若固留，或能取死，就當聽之。」共議已決，而告兒言：「隨汝所

志。」兒大欣踊往到佛所，稽首作禮求索出家，世尊告言：「善來比丘！」鬚

髮自墮，法衣在身，便成沙門，因為廣說四諦妙法種種諸理，心開結盡，得阿

羅漢。每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眾人共飲，

咸蒙充足。

是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摩頭羅瑟質，積何功德，出家未久，獲得應

真，意有所須，隨意而得？」佛告阿難：「汝憶往日受師質請不？」答言：

「憶之。」佛言：「阿難！於彼食還，至空澤中，時有獼猴從汝索鉢，盛蜜施

佛，佛為受之，欣悅起舞，墮坑即死，汝復憶不？」答言：「憶之。」佛語阿

難：「彼獼猴者，今摩頭羅瑟質是，由其見佛歡喜施蜜，得生彼家，姿貌端

正，出家學道，速成無漏。」

阿難長跪，重白佛言：「復有何緣，生獼猴中？」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渡渠水而

作是言：『彼人飄疾熟似獼猴。』彼時沙門聞是語已，便問之曰：『汝識我

不？』答言：『識汝。汝是迦葉佛時沙門，何以不識也？』時彼沙門，復語之

言：『汝莫呼我假名沙門，沙門諸果，我悉備辦。』年少聞已，毛衣皆竪，五

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形呰羅漢，故致五百世中恒作獼

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佛告阿難：「爾

時年少比丘，今摩頭羅瑟質是。」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所說，悲喜交懷，咸作是語：「身口意業，不可

不護，緣是比丘不能護口，獲報如是。」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因為四眾，廣說諸法，淨身口意，心垢除淨，

各得道迹，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有發無上正真道意，或有

住於不退地者。眾會聞法，咸共歡喜，頂戴奉行。

（CBETA, T04, no.202, p.429, c13-p.430, b28）
經文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冊No.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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