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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癡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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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在《大正
藏》第 23 冊 794 頁下欄到 797 頁上欄。
過去，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住錫。城內有一位婆羅門娶妻之後，妻子每次生的
小孩很快就夭折。後來他的妻子又懷孕了，婆羅門知道這件事之後，就用手撐著臉頰憂
愁地坐著。
這時，鄰居有一位老太婆，來到這位婆羅門面前問他：「婆羅門！你為什麼這麼憂
愁用手撐著臉頰坐在這裡？」
婆羅門說：「我的妻子福德淺薄，每次生的小孩過不久就死掉。現在又懷孕了，如
果生下來又死掉，怎麼會不憂愁呢？」
老太婆就說：「你不要擔心！如果你妻子要生小孩的時候，你趕快過來叫我。」
後來，到了妻子要生產的那一天，婆羅門就趕快叫鄰家的老太婆過來。
老太婆來到時，看到婆羅門的妻子生了一個男孩，於是老太婆就抱起男孩幫他洗
澡，然後拿一塊白棉布把那男孩包起來，並把上好的生酥放入他的口中，再把男孩交給
女傭，對她說：
「妳把這小孩抱到四通八達的大路上，如果看到沙門、婆羅門經過的時
候，妳要很誠懇恭敬地告訴他們說：『這位小孩頂禮聖者。』如果到了傍晚，這嬰孩還
活著的話，妳就可以把他抱回來；如果這嬰孩死掉了，妳就隨便找個地方丟棄，然後再
回來。」
這時，女傭聽了老太婆的話，就把這嬰兒抱到四通八達的大路，安放在路邊。有許
多外道早晨要去禮拜天廟，路過這裡。這時女傭遠遠看見他們走來，就對他們表達敬意，
並用手指著小孩說：「聖者！這位小孩向聖者您頂禮！」
外道就祝福他：「讓妳的孩子無病、長壽，天神保佑，父母的願望都能圓滿。」
又有許多長老比丘想要進舍衛城托鉢乞食，也是路過這裡。女傭看到他們，就對他
們說同樣的話，而比丘們也是同樣祝福他們。
過了不久，世尊於早晨穿著袈裟、拿著鉢，想要進舍衛城托鉢乞食，也是路過這裡。
這時，女傭看到世尊走來，非常誠懇恭敬地五體投地頂禮世尊，然後用手指著小孩，合
掌對佛說：「這位小孩向世尊您頂禮！」
世尊就為他祝福：「讓妳的孩子無病、長壽，天神保佑，父母的願望都能圓滿。」
就這樣對尊者表示敬意，一直到傍晚時，女傭看到這孩子還活著，就趕快把小孩抱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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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看見女傭就問：「孩子還活著嗎？」
女傭說：「還活著。」
又問：「妳把孩子安放在哪裡？」
女傭回答：「我就放在大路旁邊。」
父母非常高興，就請了很多宗親來一起宴飲同樂，並想給這小孩取名字。
大眾就商議：「這小孩子生下來之後是安放在大路旁才活下來的，應該為這小孩取
名為『大路』
。」
大路這小孩因為有豐盛的滋養，身子長得很快，並學習各種技能、書寫、算數等技
藝。對婆羅門所有的規章、制度、穿衣、飲食、洗淨等儀式都學得很快，而且唱誦的聲
音也非常美妙，能精通四吠陀，理解婆羅門六種作業，具有大智慧，有五百名童子跟著
他學習。
這時，婆羅門還不能離貪欲，如有人說：「如果有人太口渴了卻喝鹹水，結果更加
口渴；如果貪著淫欲的人經常有淫欲的話，貪就會更加增長。」婆羅門貪著淫欲不捨，
所以他的妻子又懷孕了，快要生小孩的時候又去請老太婆過來。
老太婆到了之後，看見婆羅門的妻子生了一個男孩，她還是跟以前一樣，幫男孩洗
澡之後，拿一塊白棉布把小孩包起來並交給女傭，對她說：
「妳把這小孩抱到大路旁邊，
如我之前告訴妳的那樣照著做。」
這時，女傭生性懶惰，就把小孩放在小路邊，看到有沙門、婆羅門、外道或佛教弟
子及大師經過，女傭都跟以前一樣，指示小孩對這些人致敬，而這些修行人也都為小孩
子祝福。一直到傍晚時，女傭看到這孩子還活著，就把小孩抱回家。
父母親很歡喜就問女傭：「妳把孩子安放在哪裡？」
女傭回答：「我就放在小路旁邊。」
父母就廣設宴席請宗親們同樂，並想為這小孩取名字。
大家都說：
「這小孩是為了求活命而安放在小路旁的，應該為這小孩取名為『小路』
。」
小路慢慢長大之後，就要他學習。他的老師先教他悉談章認字，可是這小孩生性愚
鈍，說「談」就忘了「悉」，說「悉」又忘了「談」。
這時，這位老師就對他父親說：
「我教過這麼多的小孩，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愚鈍的。
他的哥哥大路，我稍微教導，他就領悟很多；但小路卻不然，說『談』就忘了『悉』，
說『悉』就忘了『談』，我實在無法再教他學問了。」
他父親聽了以後，心想：「沒關係！也不是所有的婆羅門都很有文學，或許應該教
他背誦學習《明論》
（《吠陀》）
。」於是就把小路託付給另一位老師。老師教他背誦《明
論》
，但是小路說「蓬」就忘了「瓮」
，說「瓮」又忘了「蓬」
。
（蓬、瓮這兩個字，是婆
羅門四明論中秘密之字，包含多種意思、統攝人的心識，讀誦的人可以廣生福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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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初學的人都先用手指著字讓人讀誦學習，又叫闡陀聲，是分小節、小段的意思。不
過「悉、談、蓬、瓮」這些字不可翻譯，所以只留存梵語的音韻）。
這時，小路的老師又對他父親說：「我教過這麼多的小孩，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愚鈍
的，說『蓬』就忘了『瓮』，說『瓮』又忘了『蓬』，我實在無法教他讀誦學習了。
這時，婆羅門聽了這些話之後，心裡又想：「也不是所有的婆羅門都很能讀誦，只
要是尊貴的婆羅門種姓，自然可以活下去，何必那麼辛苦呢？」
因為小路這小孩生性愚鈍，大家都叫他「愚路」。
可是這位父親特別偏愛、思念愚路，有人請婆羅門到哪裡，他都帶著愚路跟隨在身
邊。
後來，這位婆羅門身患重病，雖然服了藥，但一天一天衰老瘦弱，於是就對大路說：
「我去世之後，對你沒有什麼擔憂，但是愚路無知，你要愛護他，不要讓他被別人看輕，
要同甘共苦，要互相幫忙，應當盡兄弟的情義，記住我的話。如佛所說：『積聚的事物
最後都會消散，無論地位多麼崇高也必定會墮落；聚會最終還是要別離，有生命的必歸
於死亡。』」說完這些話之後，婆羅門就過世了。
這兩兄弟悲傷呼號，辦好喪禮之後就把屍體送到林間火化，心中非常憂傷地回來。
這時，舍利弗、目犍連及五百位比丘來到憍薩羅國，遊化人間，到舍衛城。城裡的
人聽說舍利弗、目犍連及五百位比丘要來，都出城去迎接了。
這時，大路在城外一棵樹下教導五百位學生，看到大家都出城，就問他的學生：
「現
在這些人想要去哪裡呢？」
他的學生回答：「這些人聽說舍利弗、目犍連和五百位比丘要來這裡，所以一起出
城去迎接。」
大路就問：「他們兩人有什麼值得看的呢？我曾聽說他們放棄最高婆羅門的種姓，
而去跟隨第二種姓剎帝利的沙門喬答摩出家，有什麼好迎接的呢？」
當時，他的學生之中有一位青年非常尊敬三寶，就對老師說：「大師您不要說這樣
的話，他已經獲得聖果，有大威神力。如果大師您去聽他說法，一定會想要跟隨他出家
的。」
當時，學生們經常在假日時，有的去逛城市，有的去遊山玩水，有的去砍祭祀用的
薪柴，有的去禮拜天廟。後來因為休假，學生們都外出了，大路心想：「這位青年那麼
讚歎佛法，我應該偷偷地去聽聽看。」
於是，大路就到城外，看到一位比丘在樹下經行，就前去對他說：「比丘！能不能
為我說一些世尊的妙法？」
這位比丘就為大路說十惡業道及十善的果報，大路聽了之後就生起恭敬的信心，對
比丘說：「比丘！不久之後我還會再來找您。」說完就告辭離開了。
到了另外一個放假的日子，大路又到比丘的地方請他說法。比丘就為大路說十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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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大路聽了之後更加生起深切的信心，就對比丘說：「聖者！我能不能在善說法律的
僧團中出家，在如來座下修清淨的梵行？」
這時，比丘心裡想：「我應該允許他出家，讓他轉法輪、持法炬，弘揚正法。」於
是告訴大路婆羅門：「隨你的意願。」
婆羅門說：「這裡有很多人都認識我，不太方便，應當到別的地方出家。」
這位比丘就把他帶到別的地方讓他出家、授予具足戒，並告訴他：「賢者！如佛所
說有兩種修行，一是讀誦，另一是禪修，這兩個之中，你比較喜歡哪一項呢？」
大路回答說：「和尚！這兩項我都喜歡，我都要修。」
於是大路就在白天讀誦，不久就精通經、律、論三藏；又在初夜、後夜，修禪定、
觀察思惟，不久就斷盡煩惱、證得阿羅漢、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脫，如實知道「我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就是生死已經滅盡了，清淨的梵行已經完成，
應該作的已作，不會再來三界受生），心中沒有任何罣礙，就像用手在虛空中揮動，沒
有障礙；用刀切割或用香塗抹，不會起貪愛、憎恨；看待金與土，沒有差別；捨棄一切
名利，帝釋、梵天等諸天神都非常恭敬他。
那時，大路證得聖果之後，便生起一個念頭：「我先前讀誦、精進思惟，應該得到
的都已經獲得了。我現在應該去舍衛城禮拜世尊，侍奉、供養世尊。」於是就和他的五
百位學生們持著衣鉢遊化各地，漸漸來到舍衛城。
這時，城裡的人聽到長老大路帶著五百人，從憍薩羅國遊化各地，想要來這裡，因
此大眾都出去迎接。
當時，愚路與哥哥離別之後，家業日漸衰落，乃至貧窮到以乞食維生。
愚路看到大家都出城去，就問：「你們都出城去是為了什麼？」
大家就跟他說：「長老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國要來這裡，因此大眾都出城去迎
接。」
愚路聽了之後，心想：「這些人既不是我哥哥的兄弟，也不是宗親，尚且都出去迎
接，我是他的弟弟，為什麼不去呢？」因此隨即與大家一起去與哥哥相見。
哥哥慰問愚路說：「愚路！我很久沒有看到你了，你都怎麼過活的啊？」
愚路說：「我過得好辛苦喔！」
哥哥就問愚路：「你為什麼不出家呢？」
愚路回答：「我既愚笨又遲鈍，誰肯教我出家呢？」
大路心想：
「不知弟弟是否有善根？」隨即觀察弟弟確實有善根。
「雖然有善根，又
是跟誰有因緣呢？」他觀察之後，知道弟弟與自己有因緣，於是對弟弟說：「你來，我
讓你出家。」
愚路回答：「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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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就讓愚路出家，並授予具足戒，再教他一首偈頌，要愚路好好學習讀誦：「身
語意業不造惡，不惱世間諸有情；正念觀知欲境空，無益之苦當遠離。」（意思是說：
不要造作身口意的惡業，不惱亂世間的一切眾生；正念觀察知道貪欲的對象是空的，沒
有利益的苦應當遠離。）
那時，愚路就一直在背這個偈頌，雖然經過三個月了還是背不起來。有些放牧牲畜
的人經常聽愚路背的偈頌，這些牧牛人、牧羊人都已經背起來了，可是愚路卻忘記了。
愚路忘了偈頌時，就起恭敬心，到牧人那裡請教：「這首偈頌是什麼？請你教教我。」
牧人就再為他解說。
佛教的常規，有兩個時候，聲聞弟子們會集合在一起，一個是五月十五日要結夏安
居的時候；一個是八月十五日，隨他人之意舉發自己所犯的過錯的日子。第一次集合時，
各自在老師那裡學習，思惟、讀誦，領受之後就在城鎮、村落結夏安居。在第二次集合
的時候，老師就會檢驗之前教授的經法，再讓學生學習新的課業，所體悟的都要向老師
報告，讓老師知曉。
這時，長老大路的所有弟子們各自到各地去安居。安居之後第二次集會時，又到大
路的地方，接受老師測驗之前所學的經法，再請教新的課業。如有所領悟的話，都要向
老師報告，讓老師知曉；如果愚鈍的人，就在六群比丘旁邊幫忙僧眾處理事務。
當時，愚路也在六群比丘旁邊，六群比丘就對愚路說：「愚路！你的同學都各自去
找他們的老師請教新的課業，你為什麼不去請教新的功課呢？」
愚路回答：「我三個月連一首偈頌都背不起來，怎麼能夠再去請求新的功課？」
六群比丘就說：「賢者！你沒聽說過嗎？所學的課業如果不時常溫習，久了之後就
會更加生澀。」怎麼可以不讀誦偈頌卻閒散懶惰地過日子呢？你應該去尋求教導讀誦的
人才對啊！」
愚路看到大家極力勸說，就到親教師那裡，說：「大師！希望能惠賜一位教我讀誦
的人。」
大路聽了以後，心想：「是愚路自己發心要來的呢？或是別人鼓勵他來的呢？」觀
察之後，知道他是被別人勸說而來。再進一步觀察愚路，是要稱讚他才能受教化呢？還
是要苛責他才能度化他呢？觀察結果，知道要用苛責的方式才能受教化。於是大路就用
手掐住愚路的脖子把他推出房外，斥責他說：「你真是愚笨，沒有人像你這麼愚笨的！
你真是遲鈍，沒有人比你更遲鈍的！你這樣在佛教中出家能有什麼作為呢？」
愚路就站在房外哭泣、哀傷嘆氣說：「我既不是在家又不是出家，現在遭受的辛酸
苦痛能向誰傾訴呢？」
一般世尊的常法都會到處巡視，有時到山谷，有時到森林，有時到燒死屍的林間，
有時到僧眾住的寺院。那時，世尊有事要去大路住的地方，到了之後，看到愚路在屋外
哭泣，就問他：「你為什麼在屋外哭泣呢？」
愚路回答：「世尊！我生性愚鈍，沒有智慧力，被親教師趕出門外，我既不是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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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出家，現在遭受的辛酸痛苦無法向人傾訴啊！」
世尊說：
「不是這樣的，牟尼聖教不是你的親教師於三無數大劫經歷無量百千苦行，
圓滿修成六波羅蜜所帶來的；但這聖教，卻是我於長時間圓滿修學六度萬行才帶來的。
你可以在我身邊讀誦學習嗎？」
這時，愚路說：「世尊！我既愚笨又遲鈍，沒有人比我更愚鈍了，我怎麼能夠在您
身邊接受您親自教導呢？」
這時，世尊就說了一個偈頌：「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
癡。」
（意思是說，愚笨的人說自己愚笨，這可說是智者；如果愚笨的人妄稱自己聰明，
那才是真正的愚癡人。）
不過，由世尊親自一字一句教導學生，這不合常理。於是，世尊就告訴阿難：「你
來教導愚路吧！」阿難就遵照世尊的指示，教導愚路讀誦，但愚路還是沒辦法記憶受持。
於是，阿難就到世尊的地方，頂禮佛之後站在一旁，對佛說：
「世尊！我侍奉大師、
受持法藏，安排徒眾婆羅門等為他說法，但我實在無法教導愚路。」
這時，世尊就把愚路叫來，教導他兩句法：
「我拂塵、我除垢。」
（意思是：我拂去
灰塵，我去除污垢。）
可是，愚路連這兩句話也記不住。世尊知道他的業障特別重，所以想了一個方法要
讓他的業障消除，就對愚路說：「你可不可以幫比丘們擦鞋呢？」
愚路回答：「可以。」
佛說：「好！那你就去幫比丘們擦鞋吧！」
愚路就遵照世尊的吩咐要幫比丘們擦鞋，可是比丘們都不願意。
世尊就說：「你們不要阻止他，這樣才會讓他消去業障。還有，『我拂塵、我除垢』
這兩句，你們要教導他。」
這時，比丘們就讓愚路擦鞋，並教他「我拂塵、我除垢」這兩句法語。
愚路就一直持續不斷地在背誦這兩個句子──「我拂塵、我除垢」，日積月累、精
進不懈，終於通達體悟了！
這時，愚路比丘就在後夜時思惟：
「世尊教我讀誦『我拂塵、我除垢』這兩個句子，
它是什麼意思呢？這塵垢有兩種：一種是內心的塵垢，另一種是外在的塵垢。這兩句法
語是表示內心呢？或是表示外在呢？是直接敘述？或是密義說呢？」
這樣思惟之後，他突然開悟，善根顯發，業障消除，以前不曾學過的三妙偈頌全部
在心中顯現出來，這三妙偈頌就是：
「此塵是欲非土塵，密說此欲為土塵；智者能除此欲染，非是無慚放逸人。」第一句
是貪欲；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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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塵是瞋非土塵，密說此瞋為土塵；智者能除此瞋恚，非是無慚放逸人。」第二句
是瞋；第三句是癡，就是貪、瞋、癡。
「此塵是癡非土塵，密說此癡為土塵；智者能除此癡毒，非是無慚放逸人。」
（意思是說，這個塵垢其實是內心的「貪、瞋、癡」，不是一般外在的灰塵，密義說這
「貪、瞋、癡」三毒是塵垢；有智慧的人能去除「貪、瞋、癡」這三毒，就不是無慚無
愧、放逸的人。）
這時，愚路回憶起這偈頌的意義，如理修行去除三毒，精進不懈斷除煩惱，不久就
證得阿羅漢果，內心平等無二，沒有貪愛、憎恨的分別，破除無明，永遠出離牢籠，得
到帝釋、梵天等諸天尊重、供養。
這故事提到愚路生性愚鈍，雖然很多人教導他，可是他總是學不會。後來世尊慈悲，
親自要教導他。愚路說：「世尊！我既愚笨又遲鈍，我怎麼能夠在您身邊接受您親自教
導呢？」這時，世尊就安慰他說：「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
癡。」
（意思就是說，愚笨的人他清楚說：
「啊！我自己愚笨。」這反而可以說是有智慧
的人；如果愚笨的人不承認自己愚笨，還妄稱自己有智慧，那才是真正的愚癡人。）
佛說的這句話值得我們反省！如果我們自認為很聰明，或許就成了真正的愚癡人
了。反之，就像愚路一樣，不論多麼愚蠢、遲鈍，只要肯精進、肯用心，又能遇到善知
識，一樣可以證得聖果。
另外，如果請女傭，一定要請勤勞的；請她把嬰兒放大路，就應該放大路，不能放
小路啦！這是附帶一提的，可能也是巧合啦！女傭生性偷懶，把他放小路，結果這小路
跟大路資質就差很多。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31（大正 23，794c26-797a22）：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之後，婦每生子便即命終。後
於異時1妻復有娠2，時婆羅門知是事已，以手支頰3懷憂4而坐。
有鄰家老母，來至其所告言：「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
答曰：「我婦薄福，每所生子便即命終。今復有娠，設5生還死，寧得不憂？」

1
2
3
4
5

異時：3.他時。
（
《漢語大詞典》
（七）
，p.1349）
娠（ㄕㄣ）
：1.懷孕。
（
《漢語大詞典》
（四）
，p.359）
頰：1.臉的兩側從眼到下頜部分。
（
《漢語大詞典》（十二）
，p.311）
懷憂：憂思鬱結。
（
《漢語大詞典》
（七）
，p.793）
設：14.連詞。表示假設。假使，倘若。（
《漢語大詞典》（十一），p.8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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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報曰：「若至汝妻誕孕之日，當宜喚我。」
後時其妻至誕生日，即喚老母。母至婦所見誕一男，老母取兒淨澡浴已，持鮮白疊6周
匝7裹8身，上妙生酥置於口內，授與9使女10告云：「汝可抱此孩兒安四衢11大路，若見沙
門婆羅門行過之時，汝應慇12重致敬告諸人言：
『此小孩兒禮聖者足。』至日暮13時，若
命存者，即可持歸；若命不存，隨處當棄，汝可歸還。」
是時使女隨教抱兒，往四衢大路，安在道邊。諸外道輩於晨朝時禮諸天廟，涉14路而過。
是時使女遙見彼來，遂便致敬，指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子禮聖者足。」
彼呪願云：「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
復有眾多耆年15苾芻，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使女見之亦同前告白，時諸苾
芻如上呪願。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時，彼使女見世尊來，
慇重至心五輪16著地，禮世尊已，指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禮世尊足。」
世尊告曰：「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
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觀孩子見命尚存，抱持歸舍。
家人見問：「孩子活不？」報言：「得活。」
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在大路傍。」
父母欣悅，便集宗親17為大宴樂18，欲與孩兒施立名號。
諸人議曰：「今此孩子初誕生已置之大路，宜與此兒名為『大路』。」
此大路童子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藝能19書算等技，廣如上說。於婆羅門所有法式20，

（1）疊＝㲲【宋】
【元】
【明】
【宮】下同。（大正 23，795d，n.1）
（2）㲲（ㄉㄧㄝˊ）
：細毛布，細綿布。（
《漢語大字典》（三），p.2008）
（3）白疊：棉花。亦指棉布。
（
《漢語大詞典》（八），p.218）
7
匝：2.環繞，圍繞。
（
《漢語大詞典》
（一），p.958）
8
裹：1.纏繞，包扎。
（
《漢語大詞典》
（九），p.98）
9
授與：亦作“授予”。給予。
（
《漢語大詞典》（六）
，p.694）
10
使女：婢女。
（
《漢語大詞典》
（一）
，p.1326）
11
四衢：1.四通八達的大路。
（
《漢語大詞典》（三）
，p.602）
12
慇：2.懇切。
（
《漢語大詞典》
（七）
，p.671）
13
日暮：傍晚，天色晚。
（
《漢語大詞典》（五），p.552）
14
涉：4.行走。
（
《漢語大詞典》
（五）
，p.1197）
15
耆年：2.指高年。
（
《漢語大詞典》
（八）
，p.640）
16
五輪：1.即五體。
（
《漢語大詞典》
（一）
，p.387）
17
宗親：同宗的親屬。
（
《漢語大詞典》
（三），p.1358）
18
宴樂：2.宴飲歡樂。
（
《漢語大詞典》
（三），p.1487）
19
藝能：技藝才能。
（
《漢語大詞典》
（九）
，p.601）
20
法式：法度，制度。
（
《漢語大詞典》
（五），p.10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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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衣、噉食21、洗淨軌儀22，唱誦音聲咸盡其妙，善四明論23，解六作業，具大智慧，有
五百童子就其受學24。
時，婆羅門不能離欲，如有說云：
「若人渴逼便飲醎25水，渴更增多；如貪婬者習欲之時，
貪更增長。」婆羅門染欲不捨，婦更有娠，將誕之時還命老母。
其母至已看其誕孕，見產一男，還復同前淨洗浴已，裹以白疊授與使女，告云：「可持
此子安大道邊，如前教示。」
時，彼使女稟性26懶惰，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27及以大
師，同前指示；皆為呪願，廣說如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抱持歸舍。
父母歡喜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傍。」
父母即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
皆云：「此兒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為『小路』。」
既漸長大，令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28，稟性愚鈍，道談忘悉、道悉忘談。
時，親教師報其父曰：「我昔曾教眾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
所領解29，然此童子道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
父聞語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宜可教其闇誦30《明論》。」將付明師
令教誦業。師乃教誦《明論》，道蓬忘瓮、道瓮忘蓬（此「蓬、瓮」二聲是婆羅門四明
論中秘密之字，能含多義、統攝人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厥31初學皆以手逐聲令其
噉（ㄉㄢˋ）食：食，吞食。
（
《漢語大詞典》（三），p.495）
軌儀：法則，儀制。
（
《漢語大詞典》
（九），p.1202）
23
（1）明論：又作韋陀論、吠陀論。為印度古代婆羅門之經典。韋陀，梵語 veda，意譯明；明，
為智之義。婆羅門立四明論，佛教則立五明論（《佛光大辭典》（四）
，p.3286.2）
（2）四吠陀：梵語 catur-veda。又作四韋陀、四圍陀。為古印度傳統之正統思想，亦為婆羅門
教之根本聖典。吠陀，又作皮陀、韋陀、薜陀、毘陀論經，意譯作智論、明、無對。吠
陀與古印度祭祀儀式具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佛光大辭典》
（二）
，p.1695.2）
24
受學：謂從師學習。
（
《漢語大詞典》
（二），p.887）
25
醎：同“鹹”。
（
《漢語大字典》
（六），p.3589）
26
稟性：猶天性。指天賦的品性資質。
（《漢語大詞典》（八）
，p.105）
27
內道：「外道」之對稱。佛教對於其他教門而稱自教之教法為內道。（《佛光大辭典》（二）
，
p.1237.3）
28
（1）案：
「悉談」即「悉曇」
。
（2）悉曇：梵語 siddhaṃ 或 siddhāṃ。又作悉旦、悉談、肆曇、悉檀、七旦、七曇。意譯作成
就、成就吉祥。即指一種梵字字母，乃記錄梵語所用書體之一。在梵字字母表或綴字法
十八章之始所揭出之歸敬句中，意表「令成就」之梵語，記為悉曇或悉地羅窣睹（梵
siddhirastu）
。於是「悉曇」成為字母之總稱，
「悉地羅窣睹」為「悉曇章」之意義。又悉
曇轉為總稱有關印度之聲字；亦與「聲明」、「毘伽羅論」同義。（《佛光大辭典》（五），
p.4564.2-4564.3）
29
領解：3.領悟理解。
（
《漢語大詞典》
（十二），p.284）
30
闇誦：熟讀成誦。
（
《漢語大詞典》
（十二），p.136）
31
厥：4.代詞。其。表示領屬關係。（
《漢語大詞典》
（一）
，p.936）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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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習32，亦云闡陀33聲，是節斷義。然「悉、談、蓬、瓮」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韻）
。
是時彼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眾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道蓬忘瓮、道瓮忘蓬，
我實不能教其誦習。」
時，婆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
「非一切婆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34婆羅門自然得活，
亦何事辛苦。」
由此童子稟性愚鈍，時人皆悉喚為「愚路」。
父於愚路偏鍾愛35念，有請召36處必將隨逐37。
後於異時，父婆羅門身嬰38重病，雖加醫藥漸就衰羸39，告大路曰：「我歿世40後汝無憂
慮，然愚路無識41，爾勿見輕42，安危共同始終相濟43，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佛言曰：
『積聚44皆銷散45，崇高必墮落；會合終別離，有命咸46歸死。』」說是語已即便命終。
二子悲號47，具辦凶禮48，送至林所焚燒既訖49，懷憂而歸。
是時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詣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城中人眾聞舍利子
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接。
爾時，大路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其學業，見諸大眾俱共出城，問學徒曰：
「今
此人眾欲何處去？」
學徒報曰：「此諸人眾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5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誦習：1.誦讀以學習。
（
《漢語大詞典》（十一），p.257）
闡陀：（三）婆羅門讀誦之法。
《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六之注（大二四‧二三二下）：
「言闡陀
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佛
光大辭典》
（七）
，p.6842.1-6842.2）
種姓：2.古印度一種世襲的社會等級。種姓分四等，即婆羅門（僧侶和學者）
、剎帝利（武士
和貴族）
、吠舍（手工業者和商人）
、和首陀羅（農民、僕役）
。
（
《漢語大詞典》
（八）
，p.109）
鍾愛：特別喜愛。
（
《漢語大詞典》
（十一），p.1353）
請召：招請。
（
《漢語大詞典》
（十一），p.259）
隨逐：跟從，追隨。
（
《漢語大詞典》
（十一），p.1107）
嬰：5.遭受，遇。（
《漢語大詞典》
（四）
，p.418）
衰羸：衰老瘦弱。
（
《漢語大詞典》
（九）
，p.35）
歿世：2.去世。
（
《漢語大詞典》
（五），p.155）
無識：不懂，無知。
（
《漢語大詞典》
（七），p.160）
見輕：1.被看輕。
（
《漢語大詞典》
（十）
，p.319）
相濟：1.互相幫助、促成。
（
《漢語大詞典》（七）
，p.1164）
積聚：2.指積纍聚集起來的物資或錢財。（《漢語大詞典》（八），p.143）
銷散：消散。
（
《漢語大詞典》
（十一），p.1296）
咸：1.皆，都。
（
《漢語大詞典》
（五），p.216）
悲號：1.悲傷呼號。
（
《漢語大詞典》
（七），p.572）
凶禮：1.凡逢凶事而舉行哀吊的儀禮。包括喪禮、荒禮、吊禮、禬禮、恤禮五者。（《漢語大
詞典》（二）
，p.470）
訖：1.絕止，完畢。
（
《漢語大詞典》
（十一），p.46）
迎候：謂先期出迎，等候到來。
（
《漢語大詞典》
（十），p.74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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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問曰：「彼二人者有何可觀？我昔聞彼俱棄最上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剎帝利種沙門
喬答摩處而為出家，何足迎也？」
彼門人中有摩納縛迦51崇重52三寶，前白師曰：
「大師勿作是語，彼獲聖果有大威神。若
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而求出家。」
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城市、或往仙53渠54、或採祠薪、或禮天廟。後因休假，學徒
出行，大路念曰：
「摩納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可竊55往聽之。」便出城外，見一苾芻樹
下經行，往詣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為說多少？」
時，彼苾芻即為廣說十惡業道、十善果報，大路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芻！我當不
久還更重來。」遂捨而去。
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說法。苾芻即為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倍生深信，白言：
「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在如來所修梵行不？」
時，彼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轅56、令持法炬57。」告婆羅門曰：
「隨汝意樂。」
婆羅門曰：「我於此處眾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為出家事。」
苾芻遂即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授圓具58，告言：
「具壽59！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
誦，二者禪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
答曰：「鄔波馱耶60！二種俱作。」
便於晝日讀誦眾經，未久之間善61閑62三藏63，於初、後夜64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摩納婆：（二）梵語 māṇava 或 māṇavaka。又作摩納縛迦、摩納、摩那婆。意譯為儒童、少
年、仁童子、年少、年少淨行、淨持。即青年，又特指婆羅門之青年而言。（《有部毘奈耶破
僧事》卷十四、
《五分律》卷十五）
（
《佛光大辭典》（七），p.6074.2）
崇重：2.尊重，重視。
（
《漢語大詞典》（三），p.845）
仙＝山【明】
。
（大正 23，795d，n.18）
渠：1.人工開鑿的水道，濠溝。（
《漢語大詞典》
（五），p.1359）
竊：10.副詞。偷偷地，暗地裡。
（
《漢語大詞典》
（八），p.489）
轅：2.車。
（
《漢語大詞典》
（九）
，p.1307）
法炬：佛教語。喻佛法。謂佛法如火炬，能照明黑暗的世間。（《漢語大詞典》（五）
，p.1039）
圓具：又作近圓戒、具戒。即具足戒。（
《佛光大辭典》（六），p.5401.2）
具壽：梵語 āyuṣmat，巴利語 āyasmant。乃對佛弟子、阿羅漢等之尊稱。又作賢者、聖者、
尊者、淨命、長老、慧命。音譯阿瑜率滿。指具足智慧與德行，得受尊敬之人。其後不限於
佛弟子，凡祖師或先德，亦可稱具壽。（《佛光大辭典》（四）
，p.3079.1-3079.2）
鄔波馱耶：梵語 upādhyāya，巴利語 upajjhāya。又作優波陀訶、塢波陀耶、憂波弟耶、郁波
弟耶夜、鄔婆提耶。意譯為親教師、近誦、依學。與「和尚」同義。以弟子年少，不離於師，
常隨常近，受經而誦，故稱近誦；又以弟子依於師家而出道習業，故又稱依學。（《佛光大辭
典》（六）
，p.5685.1-5685.2）
善：13.擅長，善於。
（
《漢語大詞典》
（三），p.439）
閑：8.通“嫺”。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乾部》：“閑，叚借為嫺。”1.熟練，熟習。（《漢語
大字典》（七）
，p.4287）
三藏：梵文意譯。佛教經典的總稱。分經、律、論三部分。（《漢語大詞典》（一），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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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三明65、六通66，具八解脫67，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
有。心無障礙如手撝68空，刀割香塗69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
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爾時，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
「我比70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
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承事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71至室羅伐城。
時，此城人聞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憍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眾咸皆出迎。
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
見眾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72？」
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今來至此，是故諸人出城迎接。」
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
去？」即隨俱出與兄相見。
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為73存養？」
答曰：「辛苦為活。」
問曰：「何不出家？」
答曰：「我既至愚至鈍，誰肯教我出家？」
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即觀察，見有善根。「雖有善根，與誰相屬74？」
觀知屬己，告言：「可來，與汝出家。」
答曰：「善哉！」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後夜：即後分之夜。乃晝夜六時之一。印度之夜間區分為初中後三時，此為其後分。相當 於
寅時，近於日出之時。（
《佛光大辭典》（四），p.3804.2）
三明：4.佛教語。指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
（《漢語大詞典》（一），p.206）
六通：2.佛教語。謂六種神通力：神境智證通（亦云神足通）
、天眼智證通（亦云天眼通）
、天
耳智證通（亦云天耳通）
、他心智證通（亦云他心通）、宿住隨念智證通（即宿命智證通，亦
云宿命通）
、漏盡智證通（亦云漏盡通）
。神足通，謂其游涉往來非常自在；天眼通，謂得色
界天眼根，能透視無礙；天耳通，謂得色界天耳根，聽聞無礙；他心通，謂能知他人之心念
而無隔礙；宿命通，謂知自身及六道眾生宿世行業而無障礙；漏盡通，謂斷盡一切煩惱得自
在無礙。前五通，凡夫亦能得之，而第六通，唯聖者始得。（
《漢語大詞典》
（二），p.41）
八解脫：謂依八種定力而捨卻對色與無色之貪欲。又作八背捨、八惟無、八惟務。（《佛光大
辭典》（一）
，p.304.1）
撝（ㄏㄨㄟ）：5.揮動。
（
《漢語大詞典》（六），p.884）
塗：4.塗抹。（
《漢語大詞典》
（二）
，p.1176）
比（ㄅ一ˇ）：18.副詞。先前，以前。（
《漢語大詞典》（五），p.258）
遊歷：1.到遠地遊覽，周遊考察。
（
《漢語大詞典》
（十），p.1057）
城郭：1.城墻。城指內城的墻，郭指外城的墻。
（《漢語大詞典》（二），p.1096）
若為：1.怎樣。
（《漢語大詞典》
（九），p.332）
相屬：2.相關。
（
《漢語大詞典》
（七），p.116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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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與出家并授圓具，授一伽他75令勤習誦76：
「身語意業不造惡，不惱世間諸有情；正念觀知欲境空，無益之苦當遠離。」
爾時，愚路誦此伽他，雖經三月不能誦得。有諸牧人聞其誦聲，悉皆闇77得。是時愚路
起恭敬心，詣牧人處請授伽他，彼便為說。
然諸佛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子悉皆普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
隨意78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業，所謂思惟、讀誦。既授得已，便於城
邑79聚落80而作安居。若後集來者，試81曾授經82更請新業83，有所證悟皆悉白84知。
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各隨處安居已，至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
所證悟皆悉白知。若愚鈍者，於六眾85邊共相承事86。
爾時，愚路亦近六眾，六眾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汝何不去請新
業耶？」
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他尚不能得，何假求新？」
六眾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87者，日增生澁88。』豈有不誦得伽
他89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

（1）伽他：見“伽陀”。
（
《漢語大詞典》（一），p.1294）
（2）伽陀：1.亦作“伽他”。梵語的譯音。偈。佛經中的贊頌之詞。伽陀為十二部經之一。
（《漢
語大詞典》
（一）
，p.1294）
76
習誦：學習誦讀。
（
《漢語大詞典》
（九）
，p.649）
77
闇（ㄢ）
：2.通“諳”。熟悉，瞭解。
（
《漢語大詞典》（十二）
，p.133）
78
（1）案：
「隨意」即「自恣」
。
（2）自恣：梵語 pravāraṇā，巴利語 pavāraṇā。音譯鉢利婆剌拏、鉢和羅。意譯滿足、喜悅、
隨意事。乃隨他人之意自己舉發所犯之過錯。夏安居之竟日，清眾舉示自身於見、聞、
疑等三事中所犯之罪，面對其他比丘懺悔之，懺悔清淨，自生喜悅，稱為自恣。（《佛光
大辭典》
（三），p.2529.1）
79
城邑：城和邑。泛指城鎮。
（
《漢語大詞典》（二）
，p.1095）
80
聚落：村落，人們聚居的地方。
（
《漢語大詞典》
（八），p.681）
81
試：6.檢驗，檢試。17.通“ 識 ”。懂得。（《漢語大詞典》
（十一），p.135）
82
授經：講授經書。
（
《漢語大詞典》
（六）
，p.694）
83
業：5.學業。
（
《漢語大詞典》
（四）
，p.1166）
84
白：11.稟報，陳述。（
《漢語大詞典》
（八），p.163）
85
（1）案：
「六眾」即「六群比丘」
。
（2）六群比丘：梵語 ṣaḍ-vargīka-bhikṣu，巴利語 cha-bbaggiyābhikkhū。指成群結黨之六惡比
丘。又作六眾苾芻、六群。佛在世時，有惡比丘六人，勾結朋黨，不守律儀，多行惡事，
佛制戒多緣此六比丘而來。
（
《佛光大辭典》
（二）
，p.1297.1）
86
（1）承事：治事，受事。
（
《漢語大詞典》
（一）
，p.772）
（2）受事：1.接受職事或職務。（
《漢語大詞典》
（二），p.882）
87
習：3.復習，練習。
（
《漢語大詞典》
（九），p.645）
88
澁：同“澀”。
（
《漢語大字典》
（三）
，p.1740）
89
案：《大正藏》原作「暇」
，今依《高麗藏》作「他」（第 22 冊，258c18）
。
75

13

佛典故事

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
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癡

是時愚路見苦90勸進91，便往到彼親教師邊，白言：「大師！幸願92授我教誦之人。」
大路聞已，作如是念：
「為是愚路自發此心？為是傍人共相激發93？」又更觀察見被他人
之所勸獎。復觀愚路，為因勸讚方能受化？為因呵責堪化度耶？觀由呵責方能受化，遂
乃手扼94其項推令出房，責曰：「汝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汝於佛教欲何所為？」
是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95交胸而長歎96曰：
「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97欲何控告98？」
世尊常法，於時時中或遊山㵎99、或遊林藪100、或往屍林、或遊於寺。爾時，世尊有因
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101，問曰：「汝今何意102房外悲啼？」
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既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
辛無控告處。」
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無數大劫，備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
成六到彼岸103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我邊親
受誦不？」
爾時，愚路白佛言：
「世尊！我既至愚極愚、至鈍極鈍，云何能得於大師所親受學業？」
爾時，世尊伽他告曰：「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爾時，佛告阿難陀曰：
「汝可教授愚路。」時，
阿難陀唯然受勅104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105學業。
時，阿難陀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
指撝106徒眾婆羅門等為其說法，而我無容得教愚路。」
苦：11.極力，竭力。
（
《漢語大詞典》（九），p.316）
勸進：1.鼓勵促進。
（
《漢語大詞典》
（二），p.827）
92
幸願：希望。
（
《漢語大詞典》
（二）
，p.1091）
93
激發：4.激動奮發。
（
《漢語大詞典》
（六），p.173）
94
扼：1.掐住，握住。
（
《漢語大詞典》
（六），p.360）
95
泣淚：2.流淚。
（
《漢語大詞典》
（五），p.1099）
96
長歎：亦作“長嘆”。深長地嘆息。
（
《漢語大詞典》（十一）
，p.604）
97
艱辛：艱苦。
（
《漢語大詞典》
（九）
，p.268）
98
控告：1.申述，告訴。
（
《漢語大詞典》（六），p.713）
99
㵎：山間的水溝（
《漢語大字典》
（三）
，p.1749）
100
林藪：1.山林與澤藪。
（
《漢語大詞典》（四），p.804）
101
悲啼：哀傷啼哭，哀鳴。
（
《漢語大詞典》
（七）
，p.572）
102
何意：1.為什麼，何故。
（
《漢語大詞典》
（一）
，p.1233）
103
（1）案：
「六到彼岸」即「六波羅蜜」。
（2）六波羅蜜：梵語 ṣaḍ-pāramitā,ṣaṭ-pāramitā。全稱六波羅蜜多。譯作六度、六度無極、六
到彼岸。波羅蜜譯為度，為到彼岸之意。即為達成理想、完成之意。乃大乘佛教中菩薩
欲成佛道所實踐之六種德目。
（
《佛光大辭典》（二）
，p.1273.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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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受持：梵語 udgrahaṇa。指領受於心，憶而不忘。
（《佛光大辭典》（四），p.3106.2）
106
（1）指撝（ㄏㄨㄟ）
：見“指揮”。
（
《漢語大詞典》
（六），p.583）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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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107、我除垢。」此亦不能隨言記憶。
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108鞋履不？」
白佛言：「能。」
「汝今宜去為諸苾芻拂拭鞋履。」
即既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
佛言：「汝等勿遮109，欲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
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法，積功110不已遂得通利111。
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者，此之
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內，二、外。此之法言，為表於內？為表外耶？為是
直詮112？為是密說？」作是思惟，忽然啟悟113，善根發起，業障消除，曾所不學三妙伽
他，即於此時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114非土塵，密說此欲為土塵；智者能除此欲染，非是無慚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密說此瞋為土塵；智者能除此瞋恚，非是無慚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密說此癡為土塵；智者能除此癡毒，非是無慚放逸人。」
爾時，愚路憶此頌義，如理修行蠲除115三毒，勤勇無怠斷諸煩惱，於須臾116頃117證阿羅
漢果，平等運心118愛憎無二，破無明119㲉120，永出樊籠121，釋梵諸天尊重供養，廣說如
上。

（2）指揮：3.安排。4.猶指示。（
《漢語大詞典》（六），p.580）
拂塵：3.撣除塵埃。
（
《漢語大詞典》
（六），p.506）
108
拂拭：1.撣拂，揩擦。
（
《漢語大詞典》（六），p.505）
109
遮：1.遏止，阻攔。
（
《漢語大詞典》
（十），p.1153）
110
積功：2.聚積功夫。
（
《漢語大詞典》
（八），p.131）
111
通利：通暢，無阻礙。
（
《漢語大詞典》（十），p.927）
112
詮：1.詳盡解釋，闡明。
（
《漢語大詞典》
（十一）
，p.185）
113
啟悟：寤，通“悟”。啟發使覺悟。
（
《漢語大詞典》（三），p.396）
114
欲：1.貪欲，情欲。
（
《漢語大詞典》
（六），p.1442）
115
蠲（ㄐㄩㄢ）除：2.清除。
（
《漢語大詞典》（七）
，p.1477）
116
須臾：3.片刻，短時間。
（
《漢語大詞典》
（十二）
，p.248）
117
頃：2.頃刻，短時間。
（
《漢語大詞典》（十二）
，p.226）
118
運心：1.用心，動心。
（
《漢語大詞典》（十）
，p.1093）
119
無明：為煩惱之別稱。不如實知見之意；即闇昧事物，不通達真理與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
理之精神狀態。
（
《佛光大辭典》
（六），p.5094.3）
120
㲉（ㄑㄩㄝˋ）
：3.物體堅硬的外皮，多指卵殼。
（《漢語大字典》（三），p.2167）
121
樊籠：1.關鳥獸的籠子。比喻受束縛不自由的境地。（《漢語大詞典》（四）
，p.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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