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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姨母 

 

（一） 

大爱道的印度话，叫做摩诃婆□波提，但是她又叫做□答弥，以中国话说，又叫做幻化与大世

主。这都是翻译的不同而有差别。她是佛陀的姨母，也是佛陀的养母，更是比丘尼的创始之

祖。 

 

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印度，有著很多的国家，由很多的国王分别统治著。当时的狮子颊王

与善悟王，统治著两个国家，他们一向很友好，并且早已有著姻亲的关系。 

   

狮子颊王生有四个王子，最大的一个叫做净饭，故被立为王位的继承人。在同一个年代之

中，善悟王也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是极其美丽的美女。因为生得 太美了，当第

一个女儿出世不久，便被宫里所有的宫娥彩女，惊为天仙下凡，以为是神仙造作的，不是人

间所生的，所以给她取名叫做幻化。但是，幻化虽已美得惊 人，当她的妹妹出世的时候，

却比她更美，于是她的美名，被妹妹占了上风，大家便给她妹妹取名叫做大幻化。年龄虽然

姊姊大，名字却是妹妹大了。 

 

当时，有好多精于看相的婆罗门，多来为她姊妹两人看相，大家都说，这两位公主，不但艳

丽绝世，尤其富贵殊胜，相师们都一致认定：幻化当生贵子，将来要做力 轮王；大幻化所

生贵子，则更贵于幻化所生，将来要做转轮圣王。 

 

善悟王听了相师们的预言之后，心里自是高兴非常。渐渐地，幻化与大幻化，已经长大成人

了，善悟王为他自己的两个女儿的终身大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到了狮 子颊王的净饭太

子，他想，自己的两个女儿既然都有大富大贵的大好命运，并且可能生出力轮王与转轮圣王

来，如果把她们嫁给一向与自己友好的狮子颊王做太子 妃，当然是最最理想的事了。因

此，他把他的意思以及他两个女儿的好命运，派遗使臣，告诉了狮子颊王。 

 

这对狮子颊王而言，的确是一大喜讯。于是很快地，两个国家的宫庭里，著手筹备喜事了。 

 

因为大幻化的年龄虽然较小，容貌却比幻化更美，命运也比幻化更好，所以首先迎娶了妹妹

大幻化立为净饭太子的第一妃子，再娶姊姊幻化，成为净饭太子的第二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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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年，狮子颊王的年纪老了，终于崩了，所以，净饭太子继承了王位。 

 

接著，最伟大的局面开始了，最神圣的时代来临了。净饭王的第一夫人大幻化──后来大家

称她摩耶夫人，在她娘家善悟王的王家花园──蓝毗尼园中的无忧树下， 诞生了悉达多太

子。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由于悉达多太子的诞生，鼓舞了整个的印度社会，也为宇宙

之间带来了无限的幸运与无上的光辉，整个大千世界的天 上与人间，从此便迈入了光明灿

烂的境界。 

 

很多有名的相师，皆来为悉达多太子看相，在他们的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像悉达多太子这样

殊胜的身相。自头顶至脚底，具足三十二种大人之相，普通人能够有了其 中的一种，便可

大富大贵，何况具足了三十二种。据他们的相法中说，凡是具足了三十二种大人之相的人，

必定能做转轮圣王；如果出家，便可证得无上的佛果。 

 

净饭王在兴奋欢欣之中，又请了当时最最有名的五通仙人阿私陀，来为悉达多太子看相。没

想到阿私陀仙看了之后，竟然老泪纵横地哭了起来。他这一哭，惊动了净饭王，随即问他：

「难道说我这个孩子有著什么不祥之相吗？」 

 

「不，他没有丝毫的不祥之处，只是因为他的身相太好了，所以我为我自己感到悲哀。」 

 

「这是什么意思，请问大仙？」净饭王非常怀疑。 

 

「我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必定会出家，必定会成佛；而我自己，却没有这分福气亲

近佛陀了，我已是老得不久人世的人了。」阿私陀还在伤感地流著眼泪。 

 

「我们不会让他出家的，很多相师已说过，这个孩子，将会成为转轮圣王。」净饭王兴致勃

勃地说。 

 

「唉！那是他们的无知，要知道，在此末劫的时代之中，是不会有轮王出世的，所以我知道

他将来必定出家成佛。」阿私陀仙看完相说完话，便离开王宫，走出王城，又回到他的山上

去了。 

 

这一来，既使净饭王高兴，又使净饭王担忧。当然，他这绝不希望悉达多太子真的出家的；

即使出家以后会成佛，在世俗亲情的观念之下，他也绝不希望。他所希望 的，是能继承他

的王业，扩大他的王业范围，乃至真如相师们所说的，成为转轮圣王，以和平善圣的政治，

统理四天下的世界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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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大幻化摩耶夫人，诞生了悉达多太子的七天之后，便去世了，这

对于悉达多来说，襁褓丧母，固然不幸，即使对于整个的王族而言，也是一大损失。 

 

幸好，净饭王的第二夫人幻化，她是摩耶夫人的姊姊，同时，幻化夫人也生了一个孩子，身

相也很殊胜，他叫难陀，他有三十种大人之相，仅比悉达多太子少了两 种，如果不出家，

也能做到银轮王，能够统治三天下的世界与人民。这样一来，抚育悉达多太子的责任，便由

幻化夫人承担起来了。她爱护自己所生的难陀王子，却 更爱护她妹妹所生的悉达多太子。

她对悉达多太子的情感和用心，不像是姨母，更不像是后母，完全像一位亲生的母亲。虽然

太子从小就很乖巧，就很听话，就有过 人的智慧，就有超人的体力，但是身为王子的母

亲，尤其是身为太子的保护人，其中的苦心，当可推想而知。 

 

（二） 

悉达多太子终于在幻化夫人大爱道的悉心抚育之下，渐渐地长大了。使得大爱道高兴的是：

她所抚育的太子和王子，并没有使她失望，在王族里有很多同样年龄的许 多王子，从小在

一起游戏玩乐，不论是比智慧也好，比武功也好，每次总是悉达多太子第一，难陀王子第

二，另外一个最顽皮最捣蛋的提婆达多王子，他是净饭王的 侄儿，虽然事事想占先，但却

次次是第三。 

 

但是，阿私陀仙的须言，终究应验了。净饭王唯恐太子真的出家，先后为太子娶了三个如花

似玉的妃子；然而，终究阻止不了太子要出家的决心。到了二十九岁那一 年，出游了四个

城门，发现了生老病死的恐怖，觉察了一切众生的痛苦之后，便想要找出一个方法来为一切

众生解脱痛苦了。因此，就在一个深夜之中，骑著一匹 马，带了一个马夫，悄悄地离开了

王宫，并得天神的拥护，越出城墙，渡过城池，去出家了。 

   

对于太子的关怀，除了净饭王外，大爱道夫人便是最最亲切和体贴的人了，所以，太子逾城

出家，虽在夜里，大爱道夫人却依然得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四种奇怪的 景象：一是月

蚀；二是东方日出，随即不见；三是见有许多人来顶礼；四是见到自己或笑或哭。当她知道

太子已经悄然出家之后，才明白这个怪梦，是应在太子身上 的，虽然还是不解梦的真意。 

 

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后，一去就是六年多，在这时间之中，大爱道自然是常挂念著，尤其听到

太子在雪山苦行的消息之后，听说太子已经瘦得像一把枯柴，憔悴得像一 个八十岁的老女

人时，自净饭王以下，宫里所有的人，都伤心落泪，这对于大爱道，自也是极其心疼的事。 

 

好在佛陀成道的消息，传回到宫里了。过了不久，又听说佛陀要回来跟大家见见面了。于是

王宫里又掀起一阵兴奋与欢欣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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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回宫，虽然没有因此常住下来，并且也没有在宫里住下一夜。但是，佛陀的一举一

动，却都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清新而庄严的印象，特别是佛陀的言谈开示，更 使大家产生了

一种超脱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连净饭王在内，都皈依了三宝，证得预流果；净饭王并还劝

令王族的许多子弟，跟随佛陀出了家。这些情景，都看在大 爱道的眼里，听在大爱道的耳

里，也记在大爱道的心里。她想：太子出家了，也真的成佛了，许多王族的子弟们也都跟著

出家了，她自己所生的难陀王子，也被度去 出家了。佛法既然这样好，出家既然这样好，

男人可以出家修道，女人是否也能出家修道呢？ 

 

这个念头，在大爱道的心里盘旋了很久，终于她也下定了决心，并向宫内的妇女们宣布了她

的决心，她决心要随佛出家去了。 

 

事实上，宫里的妇女们，也早有了这样的希望，只是身为宫女，没有自由，不敢说出口来，

既经大爱道一宣布，大家也就随著大爱道的行动而行动了。这一风声传出 之后，许多的王

族妇女们，也来跟随大爱道了。这是释迦族空前绝后的一次妇女出家运动，也是佛教史上空

前绝后的一次妇女出家运动，跟随大爱道集体出家的妇 女，竟有五百人之多。 

 

但是，佛陀自从回到祖国迦毗罗卫城的王宫，度走了大批的青年王子之后，为了不使已经出

家的王族子弟，再受俗情的牵累，故很少再回到祖国来。 

 

等了很多年，佛陀终于又回到祖国来了，这对于大爱道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当她

听说佛陀又回国了，并且就住在城外的多根树园，她以为她的愿望可以实 现了，便带了五

百个妇女，到多根树园去礼见佛陀。首先请佛陀向她们宣说佛法的道理，然后便由大爱道领

导著全体的妇女，向佛陀合掌恳求，她们使用很技巧的话 说：「大德世尊啊！有没有女人

在佛教中出家的呢？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坚修清净梵行，证到四种沙门圣果

的呢？」 

 

佛陀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一切智人，对于大爱道的用意，是早就明白了的，所以也就直接

了当的回答道：「你们要问这些事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大爱道，你们 可以穿著在家的

服装，修学佛法的清净梵行，若能做到纯净圆满无垢无染的程度，同样可以得到无上的利益

安乐。」 

 

「大德世尊啊！恳求慈悲吧，也让我们妇女们出家吧。」大爱道再次三番地向佛陀恳求，佛

陀的回答，却是同样地劝她们在家修行。这使她非常伤心，但是佛陀的威 德，使她不敢继

续恳求，只好恭恭敬敬地礼辞了佛陀，怏怏然地重新回到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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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佛陀的不允所请，虽使她很伤心，但却毫不灰心，也不退心，相反地，她竟号召跟随

她的妇女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自动地剃除了各人的秀发，自动地披著了坏色的架裟，

一切办妥之后，再度去晋见佛陀。 

 

然而，当她们赶到多根树园时，佛陀以及诸大比丘弟子们，已在先一天离此他去了！大爱道

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率领著五百个妇女，沿著佛陀所经过路线，随后跟了前去，但她们与

佛陀之间的距离，始终隔著一天的路程。 

 

终于佛陀在一处名叫相思林的地方，暂停了一天，而让她们赶上了。 

 

王族的妇女们，一向居在深宫中，从未有过长程的跋涉，从未吃过这样的辛苦，在路上，昼

行夜宿，餐风沐雨，日晒夜露，没有定时定量的饮食，也没有足够的休息 和睡眠。好天

时，漫天是飞扬的尘土；阴雨时，满路是肮脏的泥泞。走了好几天，她们的脚上都起了水

泡，她们的身上也增了一层尘垢的壳，当她们赶上佛陀，礼见 佛陀的时候，已是疲惫不

堪，已像一尊尊泥塑的人了。 

 

佛陀见她们这样辛苦，这样虔诚地赶到了，便给她们安慰了几句，并且依照惯例，给她们说

了一些佛法。这对于她们是非常欣喜的事，她们以为佛陀既然这样慈悲地 安慰了她们，一

定已被她们的行动所感动了，这一下一定会准许她们出家了。故在闻法之后，大爱道又领导

全体妇女，礼佛合掌，恳切哀求，如前次一般，请示佛陀 道：「大德世尊啊！有没有女人

在佛教中出家的呢？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坚修清净梵行，证到四种沙门圣果

的呢？」 

 

想不到，佛陀虽已看到她们，都已剃了光头，披了袈裟，但却并未改变最初的原则，佛陀

说：「你们要问这些事吗？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大爱道，你们可以剃除头 发，披著漫条无

缝袈裟，在家乃至尽形寿，坚修清净梵行，若能做到纯净圆满，无垢无染的程度，同样可以

得到无上的利益安乐。」 

 

大爱道又作了如上同样的再三恳求，佛陀还是不承认她们出家的要求。 

 

现在，大爱道感到失望了，感到无以告求了，感到空虚、惆怅，无以自抑、无以诉说的悲

哀，她离开了佛陀，茫茫然地站在门外，痛哭流泪！ 

 

此时，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适巧从门外进来，见到佛的姨母，站在佛陀的门外，正在悲

伤的哭泣。阿难尊者心肠最软，但他尚未证到阿罗汉果，他对佛陀的心 思，更是莫测高

深，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他非常同情。他近前去问明了大爱道哭泣的原因，便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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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弥，你且不要伤心。你等一会，让我去为你们再向 佛陀请求一下试试看。」 

 

阿难尊者非常尊敬佛陀，佛陀也特别爱护阿难尊者，他经常随侍在佛陀的左右，所以说话比

较方便，尤其他想到大爱道是佛陀的姨母，在抚育佛陀的恩情上说，也等 于是佛陀的母

亲，所以他想，佛陀应该允许大爱道出家的要求。但他顶礼了佛陀之后，也是用技巧的方法

向佛陀请示：「世尊，我想请示一个问题：有没有女人在佛 教中出家呢？有没有女人在佛

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坚修清净梵行，证到四种沙门圣果呢？」 

 

佛陀知道阿难尊者问话的用心，是为了替大爱道求情，但佛陀还是照实告知他说：「是的，

有的，在过去诸佛的时代，都有四众弟子，那就是男人出家为比丘，女人 出家为比丘尼，

男人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如法修行，都可以证到四种沙门圣果，从初果预流到四果离欲的

阿罗汉，男女一律平等。至于在家学佛的男女，便是优婆 塞与优婆夷，如法修行，除了不

得阿罗汉果，都可以证到三种圣果，从初果预流到三果不还，男女也是平等。」 

 

阿难尊者静静地听完佛陀的开示之后，接著便说：「既然如此的话，世尊是不是也可以准许

女人出家呢？」 

 

佛陀听了阿难尊者的请求，显得非常严肃，佛陀说：「阿难！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不要替女

人请求在我的佛教中出家，你不要为佛教制造不幸的命运。你要知道，如 果允许女人出

家，我的佛法，便不能久住于世，正法住世的时间，便要减少五百年。许可女人出家之后，

想出家的女人必然很多。譬如一个人家，男少女多，这个人 家一定不会兴旺，一定难防盗

贼的偷劫与损害；所以女人出家，破坏正法，也是如此。阿难！又像种田人家，苗长谷熟之

际，忽被狂风所吹，冰雹所打，损失必定惨 重；女人出家，对于正法而言，也是如此的不

利。阿难！再像甘蔗园田，即将成熟之时，突然遭受到病虫的侵蚀，收成一定很差；女人出

家，对于正法而言，也有同 样的不幸。所以，你不要为女人求情。」 

 

「是的，世尊。」阿难尊者又接著奉劝佛陀道：「女人出家虽然对正法不利，但是，大爱道

是世尊的大恩人，佛母命终之后，全由大爱道来抚养乳育世尊的，念在这分母子的恩情上，

难道就不该度她出家吗？」 

 

「阿难！你的话不错。」佛陀又继续说下去：「大爱道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但是，我也并

非不知报恩，为了整个佛法的命运，为使正法住世的时间更久，为使能有 更长的过程接引

更多的众生来信佛学佛，而走上解脱之道，所以我不能循了个人的私情，而放弃更多的众

生。同时，以我佛法的角度来说，无有不报父母之恩的道 理。若以凡夫而言，为人子女

者，虽担父母置于两肩，经过百年，不生疲倦，亦未能报大恩。所以在佛法说，最要紧的，

是使父母信仰佛教，得见四谛真道，走上解 脱生死之途，此实非同单供养衣食者可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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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已使得大爱道在闻法之中，得知三宝，皈依了三宝，受了五戒，明白了苦、集、灭、

道的四圣谛理，已经证到了 初果预流，她将必定解脱，所以我已报过大恩了。」 

 

「是的，世尊。」阿难尊者虽然听了佛陀一番开示之后，觉得佛陀拒绝女人出家是很有道理

的；但他一想到大爱道尚在门外哭泣，尚在门外等待他的好消息时，他又 不禁鼓足勇气，

向佛陀再三恳求了，他说：「根据佛陀的开示，过去诸佛，都有四众弟子，故愿世尊也同过

去诸佛一样，准许女人出家；女人出家，受了比丘尼戒， 既然也能同比丘一样，最高可以

证到阿罗汉果，故愿世尊也给她们一个即身证得四果的机会。」 

 

佛陀不是不许女人出家，更不是轻视女性，只是为了佛教的前途著想。现在，既经自己最爱

护的侍者，为之再三恳求，也就只好答应了；但为挽救佛教的不致快速地 衰微，不得已，

便为出家的女性，特制了八条规定，称为「八不可违法」，亦称为「八敬法」。佛陀命阿难

尊者转告大爱道，如能遵守八条规定，她们便算比丘尼。 佛陀不要女人亲自到佛前剃度；

佛陀为防外人的讥嫌，不使比丘度女人出家，佛陀也不亲自度女人出家，而使大爱道等五百

妇女，依八敬法而得度出家。 

 

比丘尼八敬法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百夏比丘尼，要礼初夏比丘足。 

二、不骂比丘。 

三、比丘尼不得举比丘过，比丘得举比丘尼过。 

四、比丘尼受具足，须在二部僧伽中受（先于十人尼僧伽中受戒，再求十人比丘 

僧伽为之作证）。 

五、比丘尼犯僧残罪，应在二部僧伽中忏除。 

六、每半月须求比丘教诫。 

七、不同比丘住一处安居，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太远安居（为便于请求教诫故）。 

八、安居圆满，应求比丘为比丘尼作「见、闻、疑」罪的三种自恣（根据所见所闻所疑的犯

戒事实举罪）。 

 

阿难尊者很高兴地，立即将此「八不可违法」转知大爱道。大爱道听完之后，在满心欢喜，

顶戴受持，依教奉行之下，仍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说：「大悲世尊所制的 八条规定之中，

关于百夏比丘尼要礼初夏比丘足的要求，我有一些疑问：世尊不是常说平等平等的吗？」 

 

阿难尊者又将大爱道的意思去请示佛陀，佛陀说：「我这八条规定，是为维护佛法而制，也

是为了爱护比丘尼而制，使比丘尼们依比丘为师而导，比丘尼才不致没有 保障，才不致没

有教育，才不致形成骄慢，而变成腐化，而腐蚀了佛的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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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释迦如来的佛教之中，有了比丘尼了，具足了四众弟子了。 

 

从此，凡是女人求佛剃度，佛陀便令大爱道为之接引；若有女人向佛的诸大比丘弟子求度出

家，他们也介绍去给大爱道为之剃度。佛未允许男众直接剃度女众，佛陀 以及佛陀时代的

所有比丘，也没有一个曾经剃度过女众；比丘尼众之中神通第一的莲花色比丘尼，虽由目莲

尊者的教化而发心出家，但她出家的亲教师，仍是大爱 道。 

 

不过，除了最初出家的五百位比丘尼外，以后的女性出家，均须在二部僧伽中以羯磨法受戒

了。从此之后，大爱道比丘尼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她自己敬佛、奉法与礼 僧，也要领导并

教育著所有的女性出家人，都能敬佛、奉法与礼僧。佛陀以及比丘大德们，不会直接管理乃

至过问尼众的生活，比丘大德的教诫比丘尼，也仅每月两 次。所以比丘僧团的统理，是以

佛陀为中心，比丘尼僧团的统理，原则上虽然也以佛陀为中心，实际上则以大爱道比丘尼为

依准。她既为妇女们争取了得以出家的机 会，也为出家的尼众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她兢兢

业业，唯恐由于妇女的出家，而损害了佛的正法，所以她出家之后，除了领导尼众的僧团，

也从不轻易放弃亲近佛陀 的机会，凡是近佛而住的时日，每天总要去礼敬一次佛陀的慈

容。以往，她是净饭王最贤惠的王妃，她是太子最最慈祥的姨母；现在，她是佛陀座下最最

受教的比丘 尼弟子，她是尼众僧团中最最理想的领袖。除了摩耶夫人，她是世间最最完美

的女性，也是世间最最伟大的女性。 

 

（三） 

很快地，大爱道比丘尼，已经垂垂老了，她自己已经达到了出家人的最高目的──证得了阿

罗汉果，她已为尼众的僧团，树立了良好的基础，她现在已是一百二十岁的老年人。她想她

对自己的这一生，可以交代了。 

 

有一天，佛陀又回祖国，住在迦毗罗卫城的多根树园，大爱道比丘尼率领著跟她同时出家的

五百位比丘尼──她们这时，个个都是「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 办，不受后有」的阿

罗汉了，她们的年龄，已跟大爱道差不多的老了，所以她们有著一个共同的念头：她们对自

己的这一人生，可以作一交代了。 

 

她们进了多根树园，礼了佛陀的双足，听了佛陀的一番开示之后，大爱道便向佛陀说明她的

来意，并向佛陀请示：「世尊，我现在希望入涅盘了，不知是否可以？」 一连说了三遍，

佛陀都是默然听受。说到第四遍时，佛陀才问：「你是为了涅盘而来说这话的吗？」 

 

「是的，世尊！我是为了涅盘而来说这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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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如此，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诸行无常，悉皆如是。所谓：『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

落，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人命是有限的，要使此一血肉之躯的永 生不死，那是不

可能的，好在你已在生死之中得到了解脱。你要涅盘，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 

 

于是，与大爱道同时出家的五百位大比丘尼，也向佛陀请示，也得到了佛陀的印可。 

 

这是她们此一充满了光辉的人生的最后境界，所以对于佛陀的印可，对于即将入涅盘的一种

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因此，她们礼谢了佛陀，告别了佛陀，又到阿难尊者处，感恩谢礼，殷殷告辞，接著又到诸

位上座长老比丘处所，一一礼谢，一一告辞。 

 

但是，大爱道对于年轻一辈的女性出家人，总还有些放心不下，故于告辞了佛陀，及诸上座

长老比丘之后，回到尼寺，又举行七天的法会，为诸比丘尼、式叉摩尼、 沙弥尼，演说妙

法，再三嘱咐。在这七天的法会之中，使得所有的听众，均沾无上的法益，证得殊胜的妙

理。这是她与她的尼众弟子们给的最后法缘，她的责任，也 就到此为止了。 

 

七天法会之后，大爱道还现了一次神通，她从来不现神通，即将涅盘之际，为使众生生起信

心，所以，大爱道现神通，其余的五百位大比丘尼，也各各现其神通，各 各以其殊胜的定

力，随念所至，当下隐身不见，即于东方，上升虚空，现四威仪，空中行，空中坐，空中

立，空中卧；又入火光定，即于身内，放种种光，青、黄、 赤、白等等，一时出现；又于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 

南西北方，亦皆如是，现其神通。 

 

现了神通之后，遂入禅定，从初定至非想非非想处定，又从非想非非想处定，渐次向下而至

初定，即于初定而入涅盘。 

 

大爱道比丘尼的涅盘，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其涅盘之时，大地震动，光明朗照，虚

空中诸天的感叹之声，如鼓如雷。 

 

因此，散居各处的诸大圣者、诸阿罗汉，都被震动了，都知道大爱道已经涅盘了。国王大

臣，长者居士，也都知道了。 

 

因此，大家都拿了上等的香木，前往大爱道的涅盘之处，恭敬焚烧，供养舍利。其中有阿若

□陈如、舍利弗、大目犍莲、阿尼卢陀等的诸大长老比丘；又有波斯匿 王，琉璃太子，及诸

大臣并诸眷属；还有给孤独与仙授等的诸大长者，有□舍□母及其诸眷属，以及近邻诸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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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臣，与国大夫人，全都来了。 

 

最难得的，要算大爱道移灵送化的伟大行列了。 

 

在前面，波斯匿王将种种宝衣严饰之具，盛装五百乘舆，并持种种香花，以及宝幢、宝幡、

宝盖，及诸乐队，罗列引导。 

 

在左右，尊者阿难陀、尊者难陀、尊者阿尼卢陀、尊者罗侯罗，抬举大爱道的灵舆，缓步而

行。 

 

大悲世尊，亦以右手扶持大爱道的灵舆，缓步而行。 

 

其余的诸大比丘，则各各分别抬著诸大比丘尼的灵舆，缓步随从。 

 

到达荼毗场所，那是一个非常平正，非常辽阔，非常空闲，非常清净，而又非常庄严，非常

寂静的地方。世尊为使大众，得睹大爱道与五百大比丘尼的最后遗容，并 使大众深生敬

信，得大利益，便将盖在大爱道及五百大比丘尼面上的宝衣，亲手揭开，同时提醒在场的大

众：「你们看到了吗？大爱道□答弥以及这些五百大比丘 尼，她们都是一百二十岁左右的人

了，但她们的面相与体态，现时看来，岂不还像十六、七岁的少女那样吗？这是不可思议的

事，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事！我告诉你 们，这是她们在过去世中所种的善根，她们曾在迦

叶佛的时代，集体供养了佛的舍利塔，所以能在我法之中，集体出家、得道，并且有此不老

的殊胜妙相。所以你们 也该敬佛闻法，广修供养。 

 

大爱道是释迦如来教中的第一个比丘尼，她是为法最诚，吃苦最多的比丘尼；但她也是给佛

教所作贡献最多的一位比丘尼，更是接受了最大光荣的一位比丘尼。唯愿 今日的尼众姊妹

们好自为之。大爱道比丘尼，因为能够绝对的敬佛奉法与礼敬大比丘僧，所以也能受到佛的

加护，证到法的实益，得到比丘长老们的关切。今日的尼 众姊妹们，相信也会如此学习

的，是吗？ 

 

（此稿系根据律部编写而成，内容决不违背原部，文字则出于编制，故其虽系历史故事，却

不必字字视为正史的考订。） 

 

 

录自：圣严法师，《圣者的故事》，法鼓山全球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