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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百喻经故事（上） 

当代大文豪鲁迅，曾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捐资银六十元给南京金陵刻处印送『百喻经』。这

部经是以寓言方式，宣扬佛教教理的一部故事体的读物，可见其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

值..........。 

 

  卷首语 

 

有一天，佛和他的弟子们在王舍城的一个鹊封竹园里集会，座中有诸大比丘，诸大菩萨，以

及天龙人部等。在这个盛会中，还有从别处来的异学梵志五百人，他们都 一心想听佛法，

对佛有所询问，当佛出来坐定後，他们便从座上站起来说∶『我们听说佛法非常宏大和深

远，所以特来请教。』佛就叫他们提出问题，一一加以回 答，於是那五百梵志，都得到了

心领意会，明白佛法的真义。就在佛座下五体投地受了五戒。接著，当他们重新坐回座位以

後，佛就对他们说∶『你们要 

好好听，我现在给你们说各种譬喻。』 

 

『百喻经』就是这样的缘起，以下就是正文 

 

注【梵志】①志求生於梵天的人②在家的婆罗门③指一切外道出家人 

 

 

  笨人吃盐 

 

从前有一个笨人，到朋友家里去作客，主人留他吃饭，他嫌菜没有味道，主人就在菜中加了

一些盐，他吃起来味道就觉得很好了。笨人心里想∶『菜的味道好是从盐 中得来，不多的

就已这样好吃，那麽多吃些，味道一定格外好了。』  
 

这样想了以後，笨人就向主人索取了一杯盐，一口吞进嘴里去，不料咸得要命，就急忙把盐

从嘴里吐出来。 

 

这 故事比喻∶修行人适当地节量饮食，少欲知足，是对於身体和修行都有好处的；但一般外

道宣传，矫枉过正，索性提唱不进食，认为这样就可以得道，因此有断食七 天或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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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影响身体，困饿而死，对修行却一点儿没有益处，这是错误的。那种作法和笨人吃

盐一样，是可笑而愚蠢的举动。 

 

 

  把牛奶积储在牛的乳房里 

 

....从前有一个人要在一个月以後宴客，需要大量的牛奶，所以要在事先预备起来，使临时不

致缺少供应。他心里想∶『如果把牛奶从牛身上取下来积储，就需 要有很大的木桶，而且也

应该考虑到把牛奶放在木桶里日子久了容易坏。不如把它放在午腹里，到宴客那天一并来

取，那就既省事，又可吃新鲜的牛奶，不是再好没 有了吗？』因此，他就把他所养的那一

头奶牛和正在吃奶的小牛分开，也不每天去挤奶了。一个月以後，宴客日子到了，他就把奶

牛牵来，正要取牛奶，使客人们嗜 到新鲜的牛奶，可是不论怎样用功，一滴牛奶也取不下

来，当场给客人们讥笑了一顿。 

 

.这故事比喻∶修布施的人，想等待到钱多时再来救济穷困的人是错误的，应该把握时间，及

时来作，否则不就和那个把牛奶积储在牛的乳房里的愚人一样吗？ 

 

 

  梨子打破头 

.从前有一个呆子，是一个秃头。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他上没有头发，就把一个梨子打他的

头，打了一个又一个，把这个呆子的头皮都打破，而且流出血来。  
 

可是这个呆子默默的忍受著，不抵抗，也不避开。这时有另一个人看到，心里很是不忍，就

对呆子说∶『你为什麽只是站著挨打？如果不敢回手，也应该避开才是。 看你满头是血，不

怕痛吗？』呆子回答说∶『唉！这种人愚痴横蛮到这样地步，真太不讲理了。他以为我头上

没有头发，当作一块石头，好像可以随便用梨子来打 的，不知道这是我的头呢。终於打出

血来了。你看，唉！这种毫无知识的人，我对他是没有办法的。』另一个人听了，很是生

气，就青骂呆子说∶『你真是笨得可 怜，难道别人打你，你只是站著不动，弄得头破血流，

倒不痴吗？』 

 

这故事比喻∶有些学佛人不能真实守戒、习定、学慧，只是外表威仪，以获得人家的称赞，

结果自己受苦，就和那个挨打的呆子同样的愚痴。 

 

  装死骗夫的妇人. 

 

....从前有一个人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他对妻子十分恩爱，可是他的妻子却并不爱他，因为



3 
 

她另外有了情人，她常想抛弃丈夫，去嫁给她所喜欢的男人，於是 这个妇人，就趁丈夫不

在家的时候，找来一个老婆婆，秘密对她说∶『我走了以後，请您去弄一个女尸放在我家

里，我丈夫回来，您就对他说，我已经死了。』那老 婆婆果然去弄了一个女尸放在她家

里。後来她丈夫回来了，果然相信了不疑，很是悲痛，还在尸旁哭了好久，然後把这女尸火

葬，把骨灰盛在一个袋子里，并且日日 夜夜随身带著，以纪念他们过去的爱情。至於那个

妇人，当时就和她的情人结了婚，但是日子久了，又觉得这个男子讨厌，脑袋又想起原来的

丈夫，就跑回来，对她 丈夫说∶『我是你的妻子，现在回来了。』丈夫回答说∶『我的妻子早

已死了!你是谁呢?为什麽来骗我，说是我的妻子呢？』妻子虽然再三说明，要求他承认，但 

是丈夫始终相信他的妻子已死了，总旦不肯承认下来。 

 

这个故事比喻∶先入为主的成见，是很难变更的。一个人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坏印象，更不

能轻信邪说；那个妇人的自食其果的恶果，和那个丈夫的死执成见，同样是愚痴可怜的。 

 

 

  口渴见了水却不喝 

 

....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路上走得非常口渴，很想弄些水来，以解除这个苦痛，看到远处

热雾，当作是水，可是走过去一看，却又不是。後来东找西寻，终 於给他找到一条河流，

河水滔滔不绝地流著，而且很是清洁；然而，这个人却只是呆望著，并不下去喝水。别人看

也很奇怪，问道∶『你口渴找水喝，现在找到了， 为什麽又不喝呢？』这人的回答非常奇

特，他说∶『你喝得完这麽多的水吗？要是喝得完我早就去喝了。既知喝不完，所以我不去

喝了。』大家听了，都笑他。 

 

这个故事比喻∶有些人强诃夺理地坚持著怪僻的见解，不近情理，以为佛教戒律很广泛严

格，一时不能全部受持，就索性舍弃不受，仍旧流转生死，终没有得道的希望，那是很可怜

也是很可笑的！ 

 

 

  杀子成担 

 

有一个人，养了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有一天死去了，这个人想把死孩放在家中，却让自己和

家人离开那所屋子。邻人对他说∶『您为什麽不把死了的儿子拿出去埋 葬，却让活的人离开

家庭呢？这个行为太笨拙了。』这个人听了以後，想道∶『话是不错的，人死了，应当拿出

去埋葬；可是叫我怎样拿呢？哦，只有这样吧，再杀 死一个，那就可以成担挑了去。』结

果，真的他就再杀死一个儿子，和那死了的儿子凑成一担，挑到山上去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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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比喻∶有些人修行人犯了一条戒律，不想改悔，还要企图掩盖事实，假作持戒清

净。被人揭发了，告诉他∶『修行人守戒，应该和保护珍贵的眼珠一般，怎麽可以违犯而不

忏悔呢？』他就索性多作些破戒的恶事，以便一同忏悔，这正像杀子成担，以便一同出埋一

样的愚蠢无知。 

 

 

  认人作哥哥 

 

有一个人，家里很富有，而且举止大方又很聪明，所以远近的人，对他都很称赞、羡慕。那

时有一个人看他这样，就认他作哥哥，来来往往，很是亲热。他为什麽认 那富有的人作哥

哥呢？目的是为了要想这人的钱用。後来，那个富有的人变为贫穷的人了，而且还欠人很多

的债，他就对这人冷淡下来，还对人家说∶『他并不是我 的哥哥。』 

 

这个故事比喻∶有一类外道利用和盗窃佛法的一部分语言、方法和仪式，作为是他们的教

法，完全不是真心信奉，只是想遮盖他们罪恶的阴谋，不可被他们蒙混欺骗。 

 

 

  偷国王衣服的野人 

 

古老的时候有一个野人，潜进王宫，在国王的衣库里偷了一些衣服，出来後就逃到很远的地

方去。国王在发觉被偷了东西以後，就命人到各处去搜查，终於把那野人 缉捕到案，当审

问时，这个小偷不承认那些衣服是从国王这里偷去的，说是他的祖父留传下来的遗产，国王

就命令他那些衣服穿起来，那个野人不知道衣服怎样穿 法，把本来应当穿在臂上的，他穿

到腿下去，应当穿在腰上的，穿到头上去。国王就判断说∶『你都穿错了，这就证明这些衣

服不是你祖父留给你的；何况这些都是 国王和官吏穿的衣服，你祖父是不会有的。』那野

人无话可答，不得不俯首承认。 

 

这个故事比喻∶外道利用和盗窃佛教的教义，作为他们自己所有，但因不明白佛法的真义，

偷了去也不会用，弄得颠颠倒倒，不伦不类，结果还不是暴露他 

们的本质来！ 

 

 

  呆子赞美父亲的德行 

 

从前有一个人，在许多人面前，赞美他父亲的德行，说他父亲的心很仁慈，不曾损害别人，

也从未掠夺过别人的财物，待人很是公正直爽，不说谎话，而且看到别人 有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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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肯帮助人家。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呆子，就想自己也应该赞美父亲一番，就说∶『我父亲

的德行，还胜过你的父亲呢。』大家就问他，那是一些什 麽德行？呆子回答说∶『我父亲的

从小以来就断绝淫欲，不干这种事的。』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说道∶『你的父亲如果这

样，那麽他怎样会生出你来呢？』 

 

这个故事比喻∶赞美别人的好处，须要符合实际；捏造的谎言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

而会招到人家的轻鄙，所以佛教五戒中制止妄语。 

 

 

  烈火上的糖浆 

 

有一个人，正在家里煎熬砂糖，那时来了一个富人，他想趋奉那富翁，请富翁吃一杯糖浆，

就舀了一些砂糖汁到小锅里，加了一些水，放到火上去煎熬。炉子里的火 很猛烈，糖浆放

上去不久就沸滚了，他又怕富翁等得不耐烦，想把糖浆立刻减低温度，就不停地用扇子在糖

浆上用力扇，可是慌忙间忘记了把小锅子从火炉上拿下 来，因此虽然扇了很久，糖浆还是

在沸滚。那人很著急，弄得满头是汗。旁人看了觉得很好笑，对他说∶『你这样是作是白费

气力的。锅子下面不停止烈火，上面怎 能扇得冷呢？』 

 

这个故事比喻∶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去除灭贪、嗔、痴烦恼的烈火，是不可能得到清凉解脱

的，尽管您忙著其他无益的苦行，还不是徒劳无功，无补实际的，将来依旧是流转生死，受

苦无穷。 

 

  事实证明 

 

有许多人坐在一间屋子里，谈论某人的品行，内有一个人说道∶『这个人别的都好，只有两

件事不好∶第一是他常常动火发怒，第二是他作起事来很鲁莽。』不料所 说的这个人刚从门

外经过，这些话被他听到了，立刻怒气冲冲，走进屋内，用手打谈论他的人，并说∶『我在

什麽时候曾经动身火发怒，什麽时候曾经作事鲁莽？』 当时许多的人都对他说道∶『您现在

的举动，不是足以证明你的恼怒和鲁莽了吗？』 

 

.这个故事比喻∶有一种人有过失自己不明白，别人对他提出意见，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恼

羞成怒，挟嫌报复。这样不但阻碍自己的进步，并且暴露和发展了原来的过恶，招致了不良

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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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芝麻炒熟来种 

 

有一个人，吃了生芝麻，觉得不好吃。後来把它炒熟了，吃起来很有味儿於是他想∶『既然

熟的好吃，我就用熟芝麻来种吧。』结果种下去了，却永远没有生出来。 

 

这故事比喻∶种子焦了，就不可能生长结果；久远劫行菩萨道，修行难行苦行，才是修成佛

困的种子（正因），如果欲速贪易，改修小乘罗汉之道，终不能得成佛果。佛诃斥小乘为

『焦芽败种』，就是这个意思。 

 

 

  杀了领路人去祭祀 

 

....从前有一批商人，预备到远方去作生意，要经过大海，不明白怎样走法，大家商量结果，

请来一个领路的人。这样，他们就出发了。半路上，到了一处旷野 中有一所供奉天神的庙

宇，依照他们的习惯，必须杀一人来祭祀，方得通过这个地方，这批商人大家讨论，都认为

在他们中尽是亲戚和同乡，不能杀死一个的，只有 那个领路的人是外方人，不如杀他来作

祭祀。所以就把那个领路的人杀了。等到祭祀完毕，他们又动身走了，可是因为没有领路的

人而迷失了方向，走来走去走不出 茫茫的旷野，终於大家都困死在旷野里。 

 

这个故事比喻∶要入法海（佛法大海）探取珍宝，应当修善法行，以为导师；有些人原来倒

也修善法行，可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常常会动摇不定，抹煞善行，妄想蒙混过关，图取珍

宝，其结果只会是永堕迷津，终得不到出路。 

 

 

  用甘蔗汁浇甘蔗 

 

有两个人，都是种甘庶的，他们作一次竞赛，议定种好的得赏，种坏的受罚。那时两人中的

一个，心里想道∶『甘蔗本来很甜，如果我用甘蔗汁来灌溉培养，那新种 的甘蔗不是更为甜

美了吗？』想了以後，他就把很多的甘蔗榨出了汁，用这些汁去浇新种的甘蔗；可是结果不

但没有得著好处，反而把所有的甘蔗都弄坏了。 

 

这个故事比喻∶有些人不遵循正当途径去修学佛法，却异想天开的自己盲修瞎炼，以为容易

『证得果位』。结果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浪费精神和时间，徒劳无功，犹如那个把甘

蔗汁灌溉甘蔗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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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小失大 

 

....从前有一个商人，借给别人五分钱，那人很久没来还，他就跑去索取。他到那面去，路上

经过一条大河，雇船用去两角钱，到了那个人家里又不在家，回来 又出了两角钱，来去的

渡船费用要花去了四角钱。这样，空劳一场，没有得到什麽，却损失了数倍於债款的钱。 

 

这个故事比喻∶如果光要为争求少利，不惜败坏自己的操行，结果往往得不偿失，甚至会名

利双失，现世受了恶名，世来还须受报，这种作法，实在太愚笨了。 

 

 

  楼上磨刀 

 

有一个人，给国王徵去作很苦的工作，一作作了很长的时间，弄得身体十分瘦弱，国王见他

可怜，就赏赐给他一只死了的骆驼。他得了以後，就运到家里去剥皮；因 为刀很钝，简直

割不进去。於是他就在家里找磨刀石，终於在楼上找得了一块。这样他就就上楼去磨刀，磨

了以後，就到楼下剥骆驼皮。割了几下，刀又钝了，又上 楼磨刀磨後再到楼下来割。这样

走上走下，多次跑了，使他身体疲劳不已，实在觉得太累了。後来他想出一个法子，把骆驼

吊上楼去，以便一边磨刀，一边来割，他 认为这样作是很聪明，可是众人都笑他笨拙。 

 

这个故事比喻∶有一些人往往不从因地上(根本上)改过迁善，只是想多得钱财以修福果，或只

是笨拙地炫耀富贵，把持戒修学放在脑後。这些人正同往返磨刀，把死骆驼吊上楼去、以便

利磨刀的那个人一样的愚痴!! 

 

 

  画船面作记号 

 

从前有一个人，乘了船过海，偶不小心，把一只银杯失落到水中去了。他立刻用手指在船面

画个号，画了後，仍旧乘船前进，心中想∶『我已记牢，这银杯是失落在 这里的水里，将後

可根据我画的记纹打捞起来。』经过了两个月，他己走过很多的地方，那天到了狮子国的国

界，看见了一条河，他就想跳入水中，去捞起那只失去 了的银杯。别人看见问他说∶『你到

水里寻其麽呀？ 』他回答说∶『我要打捞失落的银杯哪。』人家又问他∶『你失落在其麽地

方呀？』他说∶『我在两月前初入 海时失落的。当时我在船面上画过一个记号，并且牢记

著。今天，我看到船面这个记号，所以跳到水里去打捞。』大家听了，呵呵大笑说∶『水虽

没有分别，地已相 隔千里，这里怎能捞得到呢？』 

 

这故事比喻∶外道不修正行，在相似的善法中，枉修无益的苦行，他们那里知道，差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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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失之千里。掌握原则，具择法眼，是怎样的重要啊。   

 

 

  割肉百两还千两 

 

从前有一个国王，听说有人在私下议论，说他很是暴虐，不会治理政事。他听了愤怒得不得

了，立刻下令要查办这个议论朝政的人，但一时却查不出究竟是那一个？ 後来听信一个旁

人的话，把一个贤臣捉来办罪。那刑罚是剥开背脊，割肉一百两。不久有人证明，说这个贤

臣并没有诋毁过国王，於是国王很後悔，认为不应该冤枉 这个贤臣，要偿还他的损失，因

此下令以一千两肉去补他的背脊。不料这个贤臣，在得到了一千两肉以後，在夜里还是呻吟

叫唤，非常痛苦。国王听了不明白，就去 问他∶『你为其麽还觉得痛苦呢？我取你一百两

肉，现在已十倍偿还你了，你还不满足吗？』这个贤臣听了没有力气来回答，旁边有人代他

回答说∶『哦，大王呀， 假如有人把大王的头割去，然後还大王一千个头，大王的头还能够

再回原位吗？』国王听了这话，才默默无语。 

 

这故事比喻∶一个人要谨慎细心，不要鲁莽作事，等到事情作错了，虽竭力设法，还是不能

补救失去的损失的。 

 

 

  杀子以求子 

 

有一妇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她还想再得一个，就去请问别的妇女们说∶『谁有方法使

我再生儿子呢？』当时有一个老婆子对她说∶『我有方法使你再生儿子， 但须祭祀天神。』

妇人问她用其麽东西来祭祀天神。那个老婆子说∶『杀你的儿子，用他的血来祭祀天神，你

就可以再得到儿子了。』这个妇人，真的很相信老婆子 的话，就想去杀死她的儿子，用他

的血来祭祀天神。幸而旁边有人阻止著，并责骂她说∶『你真太愚笨了。你希望再得儿子，

现在还没有得到，将来能不能得到，还 不能肯定，而现在的儿子倒被你杀死了。你要想得

到二个，会不会连一个也没有了呢？』 

 

这故事比喻∶有很多人盲目地听信愚痴的外道和害人的邪说，为求未来福，自投火坑，没有

理由地和亳无利益地修种种邪法，苦身自害，以求不可希冀的生天和福报，这是与佛教原理

相距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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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沉香烧成炭卖 

 

从前有一个作官人家的儿子，到海里去采取沉香，经过了好几年，方才得到一车沉香运回家

来，於是他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因为价格太高，过了好多天没有销售出 去。这样，他心里

很急，而且非常苦恼。那时他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人挑著炭卖，总是一挑到就有人买，於是他

心里想！『如果把沉香娆成了炭，不是很快的就可以卖 出去了吗？』他就立刻把沉香烧成

了炭，果然一到市上就卖脱了，可是一车的沉香，还得不到半车木炭的价钱。 

 

这故事比喻∶要修佛果，不能怕难而生退心，如若见异思迁，或者退求小果，结果自失大

利，犹如沉香娆成炭卖一样，是非常可惜的。 

 

 

  用锦绸包裹破毡 

 

有一个贼，走进一个富人家里偷东西，他偷得了一块很值钱的锦绸，另外又偷了一条破毡和

一些破烂的衣服。偷了以後，他把那块锦绸当包里布，来包那些烂东西，打成一个包袱带出

来。後来许多人和道了，都把这事作笑话讲。 

 

这故事比喻∶已发正信修学佛法的人，不能再贪世间利益而破清净戒律，弄得事情颠倒，得

不偿失，被人所笑。 

 

 

  水和火 

 

.有一个人，在家中作事，他要用到火，同时也要用到冷水所以他就拿了一只瓦盆，装了火

种，放在房中，又拿了一个铁罐子，盛了水，放在有火种的瓦盆上，他这 样想∶『我把火和

水都已预备好了。』过了一些时，他去生火，火却已经熄灭；再去倒冷水，冷水也已经变成

热水了。 

 

这故事比喻∶有一人种，既出家求佛法，但对家中的妻儿和欲乐的享受，还是念念不忘，困

此既未能脱离欲海，丧失了功德的火，又掉了持戒的水，而其结果，修道与世事双破双夫，

正和上面所说的故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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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著国王的样子 

 

从前有一个人，要得到国王的欢心，就请问人家说∶『我怎样才能讨好国王呢？』那人对他

说∶『如果要得到国王的欢心，就得处处学著国王的样子。』这人就跑到 国王跟前去，看看

国王的举动，一心要学国王的样子。那时国王正在不断地挟眼睛，这人也就不断地挟眼睛。

国王见了，觉得很奇怪，问道∶『你的眼睛有毛病吗？ 还是给风吹痛了呢？』他回答说∶『我

的眼睛没有毛病，也不曾给风吹痛，我是要得到国王的欢心，处处学著国王的样子，所以国

王挟眼睛，我也就挟眼睛。』国王 听了，就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一个大混蛋！』就叫人把

他痛打一顿，并把他驱逐出境。 

 

这 故事比喻∶有些人既得听闻佛法，又欲亲近和修学，但不明白佛法的基本原理。如来法王

为著渡众生，出现种种的方便办法，有时故意说些逗引众生的浅近道理，或 示现凡夫的行

相动作，或现受『金枪马麦』等果报，这等都是为众生作方便的示现。有些人竟专拿这些浅

迹或示现的缺点也来东施效颦，或者讥讪毁谤，结果於佛法 中永远失掉真的利益与悟证，

反而堕入三恶道中受苦。 

 

 

  医治鞭伤 

 

....有一个老百姓，被国王鞭打一顿，受伤很重，他就用马粪去敷治自已受伤的地方，使这伤

的地方能够早些痊愈。当时有一个呆子看到这件事情，心里很是喜 欢说道∶『我知道一种医

治鞭伤的方法了！』立刻跑回家去，就对儿子说∶『你快拿鞭子来打我的背脊，我有一个医

治鞭伤的好方法，一定很灵，此刻要先来试验一 次。』儿子，只得听父亲的话，就拿鞭子

打父亲的背脊然後拿马粪敷上去。呆子的行动，自己认为十分聪明，可是大家都在窃笑他。  
 

这 故事比喻∶不要困药反成病。修学佛法，不要把对治习气的法，反惹起烦恼习气的现行。

如听说修『不净观』可以了生死流转的五阴色身，便故意去行淫欲而观不净 示但『不净

观』修不成，结果却为色欲所迷，重增生死流转沉沦的业报！不善用药，因药成病；不善修

法，反增业累，就是这样的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割下了两个鼻子 

 

从前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她的面貌很美丽，不过鼻子生得不好看。後来这个人在外面

遇见一个女人，不但容貌很美丽，而且鼻子更是端正可爱，因此，他心里 打主意说∶『如果

我把这个女人的鼻子割下来，装到我的妻子脸上去，那不是很好吗？』他果然就去割下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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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鼻子，拿著急忙跑回家去，对他的妻子说∶『快来 快来，我给你换一个好鼻子！』说

了，就把他妻子的鼻子也割下，要替她上这一个好的，但是无论怎样，终於装不上去。这

样，他既割了别个女人的鼻子，又失去了 自己妻子的鼻子，没有得到好处，却损害了两个

女人。 

 

这故事比喻∶有人痴心妄想主观很深，自骄自大，轻举妄动，结果常致两败俱伤害人自害。 

 

 

  贫人烧去粗衣  
 

有一贫人，要去作客，穿了一件粗布短衣。在路上有人见到他，对他说道∶你面貌生得很端

正，一定是个贵人的儿子，为甚麽穿这样的粗布短衣？我现在教你一个办 法，使你可得到

上等而很好的衣服，你要相信我，我决对不哄骗你』贫人听了很欢喜，说道∶『我一定依从

你的话。』那个人就在路旁烧起火来，对贫人说∶『你把 所穿粗布衣服脱下来投入火中，这

粗衣烧掉後，你可在这里等候著，立刻可得到上等的衣服。』贫人就照他话来作，把所穿的

粗布衣服脱下来烧了。可是等来等去， 等不出上等的衣服来。 

 

这 故事比喻∶依照佛法来说，人身是很难得的，我们既得到人身，应该好好进德修业，依照

正法来如理修学。但是那些外道却妄造种种欺骗人的鬼话，说甚麽舍身赴岩 投火，可生天

上呀······等等，这些无稽之谈，万不可相信。如果上了圈套，那就不但害了现在，更要贻误

将来，正如那个贫人的受骗一样。 

 

录自：清华 BBS 精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