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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黑蛇本生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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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誦律》，在《大正藏》第 23 冊 463
頁下欄到 464 頁中欄。
佛在舍婆提時，有一位居士請佛及大眾僧明天去應供，佛默默地接受了。
居士知道佛默默地接受之後，從座位起來頂禮佛、繞佛之後就回去了。當天晚上居
士就準備各種飲食，一大早起來鋪好床座，派使者稟告佛：「飲食都已經準備好了，就
請世尊及僧眾前來接受供養。」
僧眾們搭著袈裟、拿著鉢進入居士家，佛則在精舍中接受供養的食物。
居士看到大眾坐好了，便親自準備盥洗用水，供養上座、中座的僧眾許多美味的飲
食，對於下座及沙彌則給他們六十日早熟劣質的米飯、胡麻的殘渣和著菜煮成的食物。
居士們給與僧眾享用種種飲食之後，親自準備水讓僧眾洗淨雙手，接著拿出小座具坐在
僧眾面前聽法。
上座舍利弗說法之後，就起座離開。
這時，沙彌羅睺羅用餐結束後，來到佛的面前，頂禮佛之後退到一旁站著。
諸佛一般的常法，在比丘用餐後都會慰問他們：「眾多美好的飲食，吃飽了嗎？」
這時，佛問羅睺羅：「供僧的飲食，是否吃飽滿足？」
羅睺羅回答說：「得到的滿足，沒得到的則不足。」
佛問：「為什麼這麼說呢？」
羅睺羅說：「世尊！居士們給與上座、中座享用許多美好充足的飲食，下座及沙彌
只得到六十日早熟劣質的米飯、胡麻的殘渣和著菜煮成的食物。」
這時，羅睺羅瘦弱沒力氣，佛明知故問羅睺羅：「你為什麼瘦弱沒力氣？」
羅睺羅就說了一首偈頌，大意如下：
「吃了胡麻油就有力氣；能吃到酥的人氣色很好，容光煥發；只吃胡麻的殘渣和著
菜煮的食物，則沒有力氣，氣色也不好。佛是天中天，對這事一定知道。」
佛故意問羅睺羅：「僧中的上座是誰呢？」
羅睺羅回答：「是和尚舍利弗。」
佛說：「比丘舍利弗吃了不淨食。」
長老舍利弗聽到今天世尊呵斥說：「比丘舍利弗吃了不淨食。」就把食物全部吐出
來，從此有生之年，不再接受邀請去施主家應供，也不接受僧眾的布施，時常行乞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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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貴人居士們準備食物，想要迎請舍利弗來家中接受供養，就向佛說：「希望佛
能命令舍利弗繼續接受供養。」
佛對大家說：「你們不要再期待舍利弗去應供了。舍利弗的個性，如果說要接受、
持守，就一定會接受、持守；如果說要捨棄，就一定會捨棄。舍利弗不是今世才有這種
個性，從前過去生就是這種個性：如果說要接受、持守，就一定會接受、持守；如果說
要捨棄，就一定會捨棄。你們仔細聽！」
於是，世尊廣說舍利弗的本生因緣：「過去世時，有一位國王被毒蛇咬了。有一位
醫師誦持舍伽羅咒把毒蛇抓來，先燃起熊熊大火，對蛇說：『你是寧願跳入火堆呢？還
是願意把毒吸回來？』毒蛇想：『已經吐出去的毒，怎麼可能為了性命再把它吸回來？
已經吐出去的，絕不再吃，我寧可跳入火堆中死去！』這樣想了之後，竟跳進火堆中自
盡。」
佛對大家說：
「這條蛇，就是今世的舍利弗。這個人過去世，如果說要接受、持守，
就一定會接受、持守；如果說要捨棄，就一定會捨棄；今生也是如此。」
這時，佛以種種因緣呵斥舍利弗後，對比丘們說：「從今日起應實行上座法。該怎
麼做呢？如果聽到揵搥聲、或是通知時間到的聲音，應盡快到座位上坐好，觀察中座比
丘、下座比丘，或許有坐不如法的人，若有坐不如法的人應提示他。如果這位比丘沒有
察覺，應以彈指提醒；彈指仍沒有察覺，應對鄰座的比丘說一些安慰的話（因為鄰座的
比丘可能比他戒蠟還高，這位沒有察覺的比丘坐錯位置了，怕他心裡會有意見，因此對
鄰座的上座比丘說一些安慰的話），請他安忍、多多包涵。如果上座比丘先得到施主的
供養，不應該先吃，應等到所有的人都得到食物後，聽聞供養偈後才吃。一切僧眾應依
上座法而行。」
這一則故事《大智度論》也有提到，上座比丘舍利弗帶著僧眾去居士家，接受居士
供養飲食，可是居士有分別心，供養上座、中座比丘許多美好充足的飲食，只給下座比
丘及沙彌劣質的食物。
佛認為舍利弗沒有盡到上座比丘的責任，因此責備舍利弗說：「比丘舍利弗吃了不
淨食。」並因此制戒，長老比丘應觀察僧眾是否依戒臘次第入座，要等到大家到齊之後
才能夠開始用餐，也應該教導居士不能有差別心，應該要平等布施。《增壹阿含經》也
提到，如果只挑選五百位阿羅漢來供養，所得到的福德倒不如從大眾僧當中次第邀請、
漸次供養，這樣子平等心供養僧眾所得的福德，比只供養阿羅漢還來得大。
舍利弗聽到佛訶責他吃了不淨食，就把食物全部吐出來，並立下誓願：「從此經常
拖鉢乞食，托得到就吃，托不到就不吃。如果有誰要邀請我去家裡應供，就再也不去了。」
那時，國王、大臣及許多居士覺得舍利弗智慧第一，是大阿羅漢，如果無法供養這
大福田的話，那就無法得到大福德，這損失可大了！於是他們去找世尊，希望佛陀勸舍
利弗回心轉意。但佛陀說：「舍利弗只要一下定決心，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接著就說
了這一段黑蛇的本生故事。
這個故事是說明舍利弗雖然是大阿羅漢，但瞋的習氣還在。所謂「習氣」，就是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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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性的餘習；就如一罐醬油瓶，醬油已經全部倒出，並清洗乾淨了，可是還有醬油的
氣味存在。這醬油的氣味就是在比喻習氣。
阿羅漢還有習氣尚未斷盡，並不是大乘為了貶低二乘才有的說法。各位請注意！這
一則故事，舍利弗黑蛇本生的故事，在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及大眾部的《摩訶僧祇
律》都有提到，可見是聲聞部派共同的傳說。換句話說，聲聞部派他們也承認：阿羅漢
雖然煩惱斷盡了，但仍有習氣殘留，唯有佛陀才能夠斷盡一切的習氣。
佛教中所說的「戒」
，有「尸羅」
、
「律儀」等各種不同的異名。其中的「尸羅」
，原
來是「習慣」的意思。如反覆不斷地造作，就會「習以成性」。而習慣，有好的習慣及
不好的習慣，如果不斷地行善，成為善的習性，而產生一種止惡向善的潛在力量，這就
稱為「尸羅」
，也就是佛教所說的「戒」
；反之，如果是不好的心念或行為，不斷重複地
造作，就成為惡的習性。這種惡習，對凡夫來說，就成為粗重的煩惱；對阿羅漢來講，
就會成為不好的習氣。希望大家都能養成好的習慣性，成就清淨的尸羅，並隨時去除不
好的習性。
好，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十誦律》卷 61（大正 23，463c22-464b7）：
佛在舍婆提1，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
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座起頭面禮佛足，遶竟還歸。是夜辦種種飲食，早起敷床2座，
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
僧著衣持鉢入居士舍，佛住精舍迎食分。
是居士見眾坐定，自行澡水，上座3、中座多美飲食；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4、胡
（1）案：
「舍婆提」
，即「舍衛城」
。
（2）舍衛國：舍衛，梵名 Śrāvastī，巴利名 Sāvatthī 。為中印度古王國名。又作舍婆提國、室
羅伐國、尸羅跋提國、舍囉婆悉帝國。意譯聞物、聞者、無物不有、多有、豐德、好道。
又以此城多出名人，多產勝物，故稱聞物國。本為北憍薩羅國（梵 Uttara-Kośalā ）之都
城名，為別於南憍薩羅國（梵 Dakṣiṇa-Kośalā）
，故以都城代稱。（《佛光大辭典》（四）
，
p.3504.2）
2
床：3.古代坐具。（
《漢語大詞典》
（三）
，p.1208）
3
上座：梵語 sthavira，巴利語 thera。音譯悉他薛羅、悉提那。又稱長老、上臘、首座、尚座、
住位等。乃三綱之一。指法臘高而居上位之僧尼。
《毘尼母經》卷六，就法臘之多少而立下座、
中座、上座、耆舊長宿等四階。又以無臘至九臘，稱為下座；十臘至十九臘，稱為中座；二
十臘至四十九臘，稱為上座。五十臘以上而受國王、長者、出家人所重者，稱為耆舊。惟《南
海寄歸內法傳》卷三載，滿十臘是為悉他薛羅，此蓋以上記中座以上總為上座。
《集異門足論》卷四所言之上座有如下三種：
（一）生年上座（梵 jati-sthavira）
，即指尊長、耆
舊。
（二）世俗上座（梵 saṃvṛti -sthavira）
，即有世俗財產、地位、權力者。
（三）法性上座（梵
dharma-sthavira）
，即法臘較長，智慧解脫，已證得阿羅漢者。
（《佛光大辭典》
（一）
，p.719.1-719.2）
4
案：
「六十日稻飯」應指「劣質的米飯」
，參見〔後秦〕鳩摩羅什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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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5滓6合菜煮。與諸居士與眾僧多美飲食竟，自行澡水，取小座具僧前坐聽說法。
上座舍利弗說法竟，從座出去。
是時，羅睺羅作沙彌，食後行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
諸佛常法7，比丘食後如是勞問8：「多美飲食飽滿不？」
爾時，佛問羅睺羅：「僧飲食飽滿足不？」
羅睺羅言：「得者足，不得者不足。」
佛問：「何以作是語？」
羅睺羅言：「世尊！諸居士與上座、中座多美飲食飽滿，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胡
麻滓合菜煮。」
是時羅睺羅羸瘦9少氣力，佛知故問羅睺羅：「汝何以羸瘦少氣力？」
羅睺羅即說偈言：
「食胡麻油大得力，有食酥10者得淨色，胡麻滓菜無色力，佛天中天11自當知。」
佛知故問羅睺羅：「是僧中誰作上座？」
答：「和上12舍利弗。」
佛言：「比丘舍利弗不淨食。」
長老舍利弗聞今日世尊呵言：「比丘舍利弗不淨食。」聞竟吐食出，盡壽斷一切請食及
僧布施，常受乞食法。
諸大貴人居士欲作僧食，欲得舍利弗入舍，白佛：「願佛勅舍利弗還受請。」
佛告諸人：「汝等莫求舍利弗使受請。舍利弗性13，若受必受、若棄必棄。舍利弗非適14
今世有是15性，乃前過去亦有是性，若受必受、若棄必棄。汝等今聽！」
爾時，世尊廣說本生因緣：
「過去世時有一國王，為毒蛇所螫16。能治毒師，作舍伽羅呪
13〈46 魔事品〉
（大正 8，319b27-29）
：
「譬如飢人得百味食棄捨去，反食六十日穀飯。須菩提！於汝意云何，是人為黠不？」
須菩提言：
「為不黠。」
5
胡麻：1.即芝麻。（
《漢語大詞典》
（六）
，p.1214）
6
滓（ㄗˇ）
：1.渣，沉澱的雜質。（
《漢語大詞典》
（六），p.41）
7
常法：2.通例，通常的原則。（
《漢語大詞典》（三），p.738）
8
勞問：慰問。
（
《漢語大詞典》
（二）
，p.811）
9
羸瘦：瘦瘠。
（
《漢語大詞典》
（六），p.1402）
10
酥：1.酪類。用牛羊乳製成的食品。（《漢語大詞典》（九）
，p.1400）
11
天中天：指佛。天為人所尊，佛更為天所尊，故稱。（《漢語大詞典》（二）
，p.1408）
12
和上：亦作“和尚”。
（
《漢語大詞典》（三），p.265）
13
性：1.人的本性。（
《漢語大詞典》
（七）
，p.476）
14
適：22.通“ 啻 ”。副詞。但，僅僅。《漢語大詞典》（十），p.1160）
15
是：12.代詞。此，這。
（
《漢語大詞典》（五），p.659）
16
螫（ㄕˋ）：1.毒蟲或蛇咬刺。（
《漢語大詞典》（八）
，p.9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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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將毒蛇來，先作大火，語蛇言：
『汝寧入火耶？寧還嗽18毒？』毒蛇思惟，
『唾19竟，云
何為命故復嗽？已吐，不可還噉，我寧入火死！』如是思惟，竟投身火中。」
佛語諸人：「蛇者，今舍利弗是。此人過去世，若受必受、若棄必棄，今亦如是。」
是時，佛種種因緣呵舍利弗竟，告諸比丘：
「從今日應行上座法。云何應行？若聞揵搥20
聲、若時到聲，應疾往坐處坐，觀中座比丘、下座比丘，或有坐不應法者，若坐不應法
者應示。是比丘若不覺，應彈指21；彈指不覺，應語比22座安祥語。若上座，施主與僧
食時，不應先食；待得遍，聞等供聲乃食。一切僧應隨上座法行。」

二、《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大正 25，70c11-71a17）：
時，佛從禪起經行，羅睺羅從佛經行，佛問羅睺羅：「何以羸瘦？」
羅睺羅說偈答佛：
「若人食油則得力，若食酥者得好色，食麻滓菜無色力，大德世尊自當知！」
佛問羅睺羅：「是眾中誰為上座？」
羅睺羅答：「和上舍利弗。」
佛言：「舍利弗食不淨食。」
爾時，舍利弗轉聞是語，即時吐食，自作誓言：「從今日不復受人請。」
是時，波斯匿王、長者須達多等來詣舍利弗所，語舍利弗：「佛不以無事而受人請；大
德舍利弗復不受請，我等白衣云何當得大信清淨？」
舍利弗言：「我大師佛言『舍利弗食不淨食』，今不得受人請。」
於是波斯匿等至佛所，白佛言：
「佛不常受人請，舍利弗復不受請，我等云何心得大信？
願佛勅舍利弗還受人請！」
佛言：「此人心堅，不可移轉。」
佛爾時引23本生因緣：
「昔有一國王為毒蛇所囓，王時欲死，呼諸良醫令治蛇毒。時，諸

《翻梵語》
（大正 54，983c14）
：
舍伽羅呪（應云舍歌羅，譯曰不行，《十誦律》書第三卷）
。
18
嗽（ㄕㄨㄛˋ）
：吮吸。
（
《漢語大詞典》（三），p.487）
19
唾：3.吐。
（
《漢語大詞典》
（三）
，p.384）
20
揵稚：梵語 ghaṇṭā，巴利語同。又作揵槌、揵遲、犍稚、揵植、揵鎚、犍地。為報時之器具。
意譯作鈴、鼓、鐸。本為木製，後世多為銅製。敲打揵稚之規則，稱為鼓儀。依《五分律》
卷十八載，諸比丘布薩時，若到時不集，荒廢坐禪行道，佛乃唱「時至」
，敲打揵稚，或擊鼓、
吹螺集眾。
（
《佛光大辭典》
（五）
，p.4957.2-4957.3）
21
彈指：2.捻彈手指作聲。原為印度風俗。用以表示歡喜、許諾、警告等含義。
（《漢語大詞典》
（四），p.153）
22
比＋（丘）
【宋】
【元】
【明】
。
（大正 23，464d，n.5）
23
引＝說【聖】
。
（大正 25，71d，n.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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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故事

舍利弗黑蛇本生

醫言：『還令蛇嗽，毒氣乃盡。』是時諸醫各設呪術，所囓王蛇即來王所。諸醫積薪燃
火，勅蛇：
『還嗽汝毒！若不爾者，當入此火！』毒蛇思惟：
『我既吐毒，云何還嗽？此
事劇死！』思惟心定，即時入火。爾時毒蛇，舍利弗是。世世心堅，不可動也。」

三、參見《摩訶僧祇律》卷 20（大正 22，392c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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