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迦牟尼佛
勤修十世波罗蜜的故事



     《佛陀本生十世》的内容和图片，选自法身寺

大僧座宝墙博览会，来自于第二与第三届世界道德

复兴运动、儿童道德之星系列图绘，这是住持探玛

才优师父的构想，每次参加的学生超过五十万位，

含括全国五千多所学校的学生。

     《佛陀本生十世》是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最后十

世、修波罗蜜的生命史。尊者在每一世所累积的功

德，都是以生命作赌注，竭尽全力专心修行。每世

修持的功德都与众不同。分为十种，一、布施波罗

蜜；二、戒波罗蜜；三、出离波罗蜜；四、智慧波

罗蜜；五、精进波罗蜜；六、忍辱波罗蜜；七、真

实波罗蜜；八、决意波罗蜜；九、慈波罗蜜；十、

舍波罗蜜。 

序言



      佛陀所修的波罗蜜不只是最后的十世，早在

佛陀成佛前，持续累积的功德波罗蜜时间，长达二

十阿僧祗又十万大劫。这里的波罗蜜有两种含义，

即是：



      1. 舍生的功德：以奉献生命作赌注，专心

修行所得之功德。因此，会比平常累积的功德更殊

胜。

      2. 舍生的果报：在行善时，以生命作赌注的

德性，会使我们今世及未来的生生世世的生命，遇



到的各种事与物都是好的。

     修持波罗蜜不限菩萨，发愿证菩提之人才能修，

而是每个人都必须修，以培养好德性，灭除坏习性，

以免带来没落的恶业。

      修持十项波罗蜜，就是要每天坚持布施、持戒

和打坐，要持续不断累积善业，总有一天十项波罗蜜

会得到圆满，引领我们到达最高的目标，即是涅槃，

让我们真正的脱离生死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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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出离波罗蜜者
—帝弥王子的故事



佛陀本生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一世为帝弥王子。

帝弥王子的故事，

叙述佛陀在过去世修波罗蜜的历史中，

以生命为赌注，勤修出离波罗蜜。

（出离波罗蜜意思是指舍弃欲望，出家。）

在这一世中，菩萨他能远离欲望，

毫无留恋的舍弃为王的富贵。

这是非常难得，也很难办得到的。

但更特殊的是菩萨忍耐的时间长达十六年，

才实现出家的目的。

菩萨勤修的出离波罗蜜，

坚持「宁死不做烦恼的奴隶」，

这种行为是凡夫很难做得到的。

第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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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出离波罗蜜者—帝弥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王子恐惧堕入地狱

       在那世，菩萨从忉利天降临，

诞生为波罗奈城的王子，

嘎喜王和真嗒贴威皇后的儿子，

名为「帝弥王子或帝弥」。

在王子满月之时，

亲眼看见自己的父王惩罚强盗，

他心里想：

未来，如果自己成为了国王，

也一样要如父王般，下令鞭打或残杀生命。

那么在往生后，必然会堕入地狱。

因帝弥非常恐惧罪恶，

所以才想尽办法逃离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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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出离波罗蜜者—帝弥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为自由
忍受痛苦折磨十六年

自从那时候起，

帝弥王子就故意伪装四肢残废、耳聋和哑巴，

同时忍受父母及官员无数的考验，

比如，用色香味俱全的点心来诱惑、

用火、大象以及蛇来恐吓，

用甘蔗水涂满王子全身，放苍蝇吸吮糖水，

使王子疼痛万分，如同针刺遍全身一样。

甚至还拿剑架在王子的脖子上，

真像要砍下他的人头。

但是都没有让帝弥王子有丝微动摇及害怕。

他一直这样装聋作哑，长达十六年的考验，

初衷未曾有任何改变。

后来，占卜师说：

帝弥王子是祸害，会带来厄运，

所以他的父王才下令将王子带到丛林里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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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出离波罗蜜者—帝弥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引导大众
远离痛苦之道

在丛林里，

帝弥王子向挖坑的马夫示现，

他没有残废，表明自己发愿出家，

才勤修出离波罗蜜，

伪装残废，长达十六年。

而那位马夫返回宫里，

向国王与皇后禀告。

于是，国王与皇后就带着官员及百姓

一起去找王子。

嘎喜国王、皇后和很多百姓

都跟着出家，成为隐士。

最后，他们都进入禅定，获得神通，

往生后，都转世在梵天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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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王子的故事
勤修精进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二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二世为大生王子，大生王子的故事，

叙述佛陀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修精进波罗蜜

（精进意思是指勤奋、刻苦、不放逸）。

无论遇到多少障碍和困难，

佛陀都能坚强的克服，

实现目标，立下志愿从未放弃。

如此修波罗蜜可以称得上「宁死不气馁」。

精进的德性，发愿成为佛陀，

根深蒂固的刻在菩萨的心中。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他为好榜样，

认真的修行。

刻苦使我们成功的办好各种活动，

圆满的达到预期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脱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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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精进波罗蜜者—大生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弥体拉国王子的诞生

当统治弥体拉国的阿里塔生王

在战争中去世后，

他的王位及财富

都被得胜的弟弟霸占。

怀有王子的皇后不得不

伪装普通百姓，出奔逃亡。

后来生下了肤色皓洁、美如黄金的王子，

取名为「大生王子」。

当大生王子十六岁时，

决定跨越海洋，到苏皖那普区做生意，

筹备资金创办军队，

夺回应该属于自己的王位及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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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精进波罗蜜者—大生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大智大悟者—精进不放逸

当大生王子的船在大海中遭到暴风雨，

大波浪不断撞击，船只破裂沉没。

很多人都掉入水里淹死，

成为海洋里鱼和乌龟的食物。

但是大生王子却爬上船杆的顶端，

尽全力跳远，远离海洋动物的伤害，

以及沉船大漩涡的吸引力。

之后，他向着弥体拉国，

在海洋里游了七天，尽管他已疲倦不堪，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一心一意朝着目标前进，

夺回属于自己的王国财富。

摩尼天女看到了大生王子如此努力精进，

产生了信仰之心，

托起大生王子飞向弥体拉国，

将他送到御花园的吉祥石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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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精进波罗蜜者—大生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弘法国王—出家

那时，弥体拉国为了寻找新的国王，

放马车出来占卜。

因为老国王往生后，没有继承人。

以大生王子的德行，

使马车在吉祥石的周围停下来。

最后，官员为大生王子举行了登基典礼。

因为他具有努力精进，决不退缩的精神，

如愿的统治弥体拉国，获得国王的财富。

如果他退缩，放弃的话，

那么在海难时，早就被水淹死了，

不能如愿以偿，没有机会登上国王的宝座。

后来，他出家了，

往生后，转世到梵天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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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皖纳三的故事
勤修慈悲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三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三世为苏皖纳三。

所谓「慈波罗蜜」，是指散发慈心，

让众生都得到快乐，这是诸菩萨共同的心性。

菩萨对一切众生都特别慈悲，

无论是对自己有益或无益的人，

菩萨都不分阶级、地位、性别或种族，

以众生为同甘共苦的朋友，

所以菩萨发宏愿要普度一切众生，

让他们脱离生死轮回。

在这一世里，虽然苏皖纳三菩萨被害，

甚至牺牲性命，但是他的心没有离开「慈」。

菩萨在这世修的慈波罗蜜，

可以称得上是「宁死不失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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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慈波罗蜜者—苏皖纳三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只须用手摸肚子
即可怀孕

        从前，有一对隐士，他们分别为图库拉隐士和

巴丽嘎女隐士，居住在雪山林中。有一天，帝释天王观

察得知，这两位隐士将来会遇到险难。他来到两位隐士

居住的地方，建议他们养育一个孩子，这样以后就有人

照顾他们了。于是告诉他们说：在巴丽嘎隐士行经期，

让图库拉隐士用手抚摸巴丽嘎隐士的肚子，仅需这样而

已，巴丽嘎隐士就怀孕了。

       十月怀胎之后，巴丽嘎隐士就生下了一个肤色皓

洁如金的男孩，取名为「苏皖纳三」。那时苏皖纳三刚

满十六岁，他的父亲和母亲就被白蚁窝的蛇，喷出毒液

伤到眼睛，导致眼睛失明。自那时起，他无微不至的担

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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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慈波罗蜜者—苏皖纳三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本性有慈心
从不憎恨任何人

苏皖纳三是一个心地仁慈、常常散发慈心之人，

无论他去什么地方，各种动物都跟随着他。

有一天，他到河里打水，

碧拉押卡王设埋伏守候猎物，

看见了一个肤色皓洁的人，

有很多动物围绕在他身旁。

国王心里想：

这个人可能是海龙或天人化身，

为了不让他逃跑，

所以国王朝他放射有毒的箭。

虽然苏皖纳三知道是国王向他射毒箭，

但也没有憎恨，反而心存慈悲。

在他往生前，还用悦耳的言语跟国王交谈。

同时，国王答应他，

将终生帮他照顾眼睛失明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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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慈波罗蜜者—苏皖纳三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因慈心与孝顺的威德力而重生

后来，当图库拉隐士和巴丽嘎隐士

知道国王用毒箭射死了他们的爱儿，

可是儿子却没有憎恨国王，

因而他们请求国王带他俩去找自己的儿子。

到了那里以后，

他们都扑在可怜的爱儿身上，

伤心的哭泣起来。

巴丽嘎隐士和图库拉隐士双手合十发愿，

忆念苏皖纳三修过的功德与美德，

苏皖纳三前世的母亲帕丽挞利天女也发愿，

使得苏皖纳三苏醒重生，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甚至图库拉隐士和巴丽嘎隐士的双眼也都复明了。

此后，苏皖纳三还向国王劝谏，

请求国王以十王法来管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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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弥王的故事
勤修决意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四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四世为尼弥王。

尼弥王的故事，

叙述佛陀在此世修决意波罗蜜，

比之前的任何一世都明显。

修决意波罗蜜即是坚定不移地行善，

以灭除自己的苦与他人的苦。

目标是那么伟大，一旦已经发愿，

就要努力做到，圆满成功。

在这一世中，尼弥王舍弃了梵天界的享乐，

宁死而诞生为人，继续出家修行。

菩萨坚定不移，发愿勤修决意波罗蜜，

此决意波罗蜜称为「宁死不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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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决意波罗蜜者—尼弥王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在过去的时代，

菩萨生为弥体拉国里的一位国王。

有一天，他看到有一根头发变白了，

就想出家为隐士，

因为他了解生命的无常，

也深知死亡会随时降临，

于是发愿：希望后代的王族，如同我一样出家。

在他往生后，转世在梵天界，

他的王族一代一代跟随出家

成为隐士的国王，大约八万四千位。

菩萨以禅定观察得知，

接下来的这位国王不能护持这个出家传统，

才决定舍弃梵天界的快乐，

下凡转世为「尼弥王子」。

如之前所发的愿一样，继续出家修行。

大菩萨宁死
也要继续修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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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决意波罗蜜者—尼弥王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人与天人
都爱戴的尼弥王

尼弥王的父王按照传统出家为隐士，

而尼弥王就继承王位，

代替父王治理国家。

尼弥王邀请百姓修功德，

累积福报，持之以恒，

国家才一直处于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有很多百姓在往生后，转世为天人，

使得尼弥王受到众人和诸天人的爱戴。

尤其是忉利天人，

都希望能有机会倾听尼弥王的佛法开示。

帝释天王便吩咐自己的马夫玛达力，

骑宝车去接尼弥王到忉利天的善法天堂，

给诸天人开示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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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决意波罗蜜者—尼弥王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遍览天界地狱
肯定善恶之报（因果报应）

马夫玛达力在带尼弥王

去忉利天的善法天堂之前，

先带尼弥王到恶道上方，

尼弥王亲眼看见地狱众生正在被痛苦折磨，

得知这都是所造恶业的果报。

他再带尼弥王参观天界里天人的天宫和财富，

也得知这都是生为人时，所造善业的果报。

菩萨给诸天人开示之后，返回人间，

为让世人都能真的认识善恶之报，

菩萨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地狱与天堂之事讲给人听。

后来，当尼弥王看见自己有一根头发变白了，

就出家为隐士，是继承了最后一位国王的出家传统。

在尼弥王往生后，转世到原来的梵天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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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钬索贤人的故事
勤修智慧波罗蜜



佛陀本生
第五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五世为玛钬索贤人。

玛钬索贤人的故事，

叙述佛陀以无数世累积的卓越智慧，

解决生命中的各种问题。

不断运用智能，智能会越来越增长，

这也是增加智慧波罗蜜的一个方法。

在这一世中，玛钬索贤人运用自己卓越的智慧，

将危机看成转机，坚持以道德为主，

冲破生命中的障碍，使得自己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受欢迎，创造和平的世界，

让世人能和谐、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远离互相伤害与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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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智慧波罗蜜者—玛钬索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敏锐的小智者
受国王宠信

在过去的某个时代，

巴基亚瓦村有一个富翁，

他的妻子产下一个手里握着药的男孩。

若是把这块药磨碎，可以治愈各种疾病。

他的父亲给这个婴儿取名为玛钬索

（持有对大众有益处的药物之人）。

在他七岁的时候，

因具有出色的才能和无上的智慧，

使玛钬索的名声远扬，

甚至连弥体拉国的威贴蛤王有意愿让他进朝廷。

但一位名为蝎呐嘎的祭师，妒忌玛钬索，

在国王面前诬蔑玛钬索，

还用各种方法试探玛钬索的智慧。

然而每一次，玛钬索都能解决，

最后，国王如愿的将玛钬索招进了朝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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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智慧波罗蜜者—玛钬索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智慧让自己脱险

玛钬索长成为年轻有为的智者，

又是国王和皇后的爱臣，

使得玛钬索的光芒盖过以前受器重的智者，

让他们越来越反感。

直到有一天，蝎呐嘎祭师挑拨离间，

使国王怀疑提防玛钬索，并煽动国王杀害玛钬索，

使得玛钬索不得不逃难到农村。

最后，玛钬索回来平反，

用自己非凡的智慧与朝廷里的四位老师对抗，

成功的让他们不再有伤害他的想法。

除此之外，

玛钬索用智慧帮助威贴蛤城脱离战争的危难，

使得夲咋城的朱拉尼王不再侵略威贴拉城，

双方百姓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这些荣耀使得玛钬索的国名传遍南瞻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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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智慧波罗蜜者—玛钬索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夲咋城的宰相

在威贴蛤王往生后，

玛钬索就向新的国王辞行，

到夲咋城兑现自己的诺言。

夲咋城的朱拉尼王曾跟玛钬索约定

当玛钬索的国王往生后，

希望他能到自己的国家受命。

这些都是因为朱拉尼王非常欣赏

玛钬索的智慧和德行。

然而朱拉尼王皇后却对玛钬索很不满，

她曾被玛钬索的手下捉去当人质，

皇后很想处置玛钬索，一直没有成功。

国家宗教会的女出家外道长老尼

提出一个英明的妙计，

让朱拉尼王将玛钬索的善行与美德传遍全城。

最后，国王还任命玛钬索为宰相，管理国家，

得到与国王一样的特许权。

玛钬索担任宰相的职责，直到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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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利塔的故事
勤修戒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六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六世为菩利塔。

他勤修持戒波罗蜜。

所谓戒波罗蜜是

指对自己的身、口、意很谨慎，

让自己宁静，避免造恶，

时刻需要忍耐、抑制，

具有羞愧悔悟之心。

在这一世中，他身为菩利塔海龙，

勤修持戒波罗蜜，忍受痛入骨髓的折磨，

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破戒。

他持守净戒而不想伤害到任何人。

他如此勤修戒波罗蜜，称为「宁死不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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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戒波罗蜜者—菩利塔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精通佛法的海龙菩萨

在这一世中，

菩萨转世为掌管盐牟河的

塔达罗海龙王的儿子，

名为「腾塔」。

母亲则是帕拉那思城

帕龙塔王女儿—萨姆查公主。

腾塔海龙卓越的智慧名声远播，

即使是掌管忉利天的帝释天王，

也称赞菩萨，

用芳香之物和鲜花礼敬菩萨，

封菩萨为「菩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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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戒波罗蜜者—菩利塔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舍生修圆满波罗蜜 

在菩利塔到忉利天探访帝释天王时，

看见了帝释天王堆积如山的财宝，

了解到这些财富，全都是依靠功德得来的。

因此，他才赶紧的修持戒波罗蜜，

脱离海龙的身形，不再用肚子爬行，

也一定要转世到忉利天。

但在他专心修行时，

受到众多年轻貌美的龙女调戏，

他就躲到盐牟河岸修行。

有一天，正当他专心修行时，

被名为阿郎帕的蛇医抓了，

为了赚钱逼他展示海龙的威力，

例如变化身形，忽大忽小，

脖子忽长忽短，化成轻烟消失等。

虽然他威力无穷，只须睁开眼睛看蛇医，

蛇医就立即化为灰炭。

尽管被阿郎拍折磨得非常痛苦不堪，

但是他却坚持净戒，不想伤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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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戒波罗蜜者—菩利塔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以持戒波罗蜜转世天界

帕拉那思王听说有一个蛇医捉到海龙，

立即命令蛇医阿郎帕带来，

在自己的面前表演。

刚好在那天，

菩利塔海龙的哥哥素塔沙纳海龙

化成隐士来帮忙，

公开他们的真正身份。

原来两人是帕拉那思王的侄子，

使得人与龙界的亲戚再次见面叙旧。

即使是在世间，

菩利塔海龙还是不断的修持戒波罗蜜，

在他往生后，如愿的转世到天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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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塔王子的故事
勤修忍辱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七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七世为詹塔王子。

詹塔王子的故事，

叙述佛陀愿意以生命为赌注，修忍辱波罗蜜。

所谓的「忍辱波罗蜜」，

乃是忍耐及灭除内心的烦恼，

维持平常心的品德，不受任何障碍所动摇，

也不受到赞扬或背后的毁誉所影响。

就如同大地一般，

无论人们将干净或肮脏的东西丢进来，

大地都不会愤怒。

在这一世中，菩萨出生为「詹塔王子」，

为了让他人能脱离灾难，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忍受大侮辱，依然坚持修忍辱波罗蜜，

可以称得上「宁死不认输」，在恶面前决不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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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忍辱波罗蜜者—詹塔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支持公正的宰相

詹塔王子是布帕瓦迪城

耶嘎腊王及詹挞贴威皇后的儿子，

是一位才能出色和富有慈悲心的宰相，

受到全城百姓的爱戴。

有一天，詹塔王子将垦塔寒婆罗门

判决不公正的部分案子，调出来重新审查，

恢复公正的判决，得到百姓的赞扬。

那时起，他的父王授予判决案件的权力，

使之前掌管审判权的塔寒婆罗门非常不满，

损害他收受财物之道。

因此，塔寒婆罗门在等待机会，

日后准备报复詹塔王子。



62
勤修忍辱波罗蜜者—詹塔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即使失去生命
也要修忍辱波罗蜜

       有一天，耶嘎腊王做了一个梦，在梦里看见

了华丽壮观的忉利天，醒来后，他就很向往忉利天。

他询问婆罗门去天界的方法，而那位要找机会报复詹

塔王子的婆罗门趁机欺骗国王说：如果要去天界的

话，那么就需要用詹塔王子、公主、皇后、富翁、大

象、马和牛的头，当做供品来祭祀。国王就下令按照

吩咐来做。     

       詹塔王子面临着死亡，即使他有足够的兵卒

与婆罗门对抗，且一定会胜利，也没有反抗。他为了

让别人能脱离灾难，坚决修持忍辱波罗蜜，不恨敌人

及伤害他的人，宁愿牺牲生命或终生成为敌人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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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忍辱波罗蜜者—詹塔王子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忍辱波罗蜜最后得胜

当活祭仪式开始时，

塔寒婆罗门拿着剑，准备砍詹塔王子的头。

在那时，詹挞贴威皇后向诸天人发愿，

请求诸天人来帮助自己的儿子，

使帝释天王不能坐视不管，飞至现场，

帝释天王左手拿着冒火的铁锤，

右手拿着宝剑。

帝释天王恐吓国王，

命令他立即释放众人众动物。

国王恐惧不堪，

不得不服从帝释天王的命令。

百姓们冲入刑场，围攻作恶的塔寒婆罗门，

直至塔寒婆罗门死去。

国王也被驱逐出境，

百姓请詹塔王子登基，继承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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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婆罗那的故事

勤修舍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八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八世为大婆罗那。

他勤修舍波罗蜜，保持平常心，

不随喜恶业，不喜不惧，

对事情有分别心、有情绪，

包括快乐、痛苦、高兴和伤心等。

在这一世中，

大婆罗那如此修持波罗蜜，

好像倒任何东西，

对于大地，都没有影响，

不管是多么清洁或肮脏都没关系，

也绝不轻易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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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舍波罗蜜者—大婆罗那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有邪见的国王

本来威贴蛤腊城的昂卡迪拉王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君主，

自小就受到父王的培养，

教他修行，了解功德与恶业的危害。

在他的管理下，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

有一天，有一位具有邪见的官员，

怂恿国王去听裸体外道者库纳期瓦嘎的教导。

但是外道库纳期瓦嘎的教导是错误的，

他说：无功德，也无恶业；无未来之说；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和老师

对我们都没有恩德。

使昂卡迪拉王成为了邪见之人，

放弃了父王的圣训，

反而追求人间欢乐，

不将功德与恶业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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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舍波罗蜜者—大婆罗那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忆念功德
也无法度化父王

昂卡迪拉王的女儿名为「露扎拉公主」，

因为过去世打坐的功德果报，

所以能忆念到过去的十四世。

当她知道原因后，

为了改变与度化自己的父王，

放弃错误的信仰，

于是为父王进述佛法。

她能忆念到自己和几个人的过去世，

将这些事讲给父王听，

让父王知道，

未来世真的存在，功德与恶业真的有，

谁造下了恶业，必然会受因果报应。

但是都不能改变父王的意志，

所以她发愿，请求德行具足的大婆罗那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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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舍波罗蜜者—大婆罗那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以舍波罗蜜降伏邪见

露扎拉公主虔诚的发愿，

大梵天王大婆罗那听见了。

他化身为出家人，飞到国王面前。

虽然国王看见会飞的出家人，

也还不相信地狱和天堂真的存在。

国王会说各种粗俗气愤的言语，

例如：国王说大梵天会飞，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同时向大梵天王借五百卢比，

放话说，如果真的有下一世，

那么就会还一千卢比等。

还轻视大梵天王，说大梵天王是愚蠢之人。

大婆罗那对国王批评自己的不满言语，

以舍的心情对待，以慈悲心给国王讲述佛法。

终于让国王惧怕地狱，

回头来修行，持戒和布施，直至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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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途拉贤人的故事
勤修真实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九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九世为威途拉贤人。

威途拉贤人的故事，

叙述尊者以生命为赌注，来修真实波罗蜜，

比之前任何一世都要明显。

所谓的「真实」是指事实、诚实，

真实的人是指自己的言行一致，

不会表里不一，是值得信任、放心的人。

威途拉贤人愿以生命为赌注来坚守真实，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动摇。

在这一世中，菩萨如此的修真实波罗蜜，

称得上「宁死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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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真实波罗蜜者—威途拉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智慧卓越的大贤人之心

威途拉贤人是鹰它夲城王家学术院的院士，

也是挞嫩猜果腊王的学士顾问，

名声早就响遍人和天界，

陶瓦卢海龙王的威玛拉皇后

非常想听他讲的法。

威玛拉皇后装病，告诉自己的海龙丈夫说：

想吃威途拉贤人的心脏。

陶瓦卢海龙王命令布亚嘎夜叉

以合法的方式拿到威途拉贤人的心。

布亚嘎夜叉化身为年轻男子，

以摇骰子赌博挑战挞嫩猜王，

以价值连城的水晶球和骏马为赌注，

要挞嫩猜王以全部的王国财富为赌注，

除了国王、皇后和众官员以外。

国王赌输了，布亚嘎夜叉只要威途拉贤人，

但是国王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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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真实波罗蜜者—威途拉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有危险
也不舍弃真实

       挞嫩猜王说：威途拉贤人不算在财富之内，他

是我生命的灵魂，如我自己一样，无法割舍。一直以

生命为赌注，坚守诚实和真实的威途拉贤人，却对国

王说：我本身就是国王的奴隶，国王把我当做筹码，

这也是合理的。但国王很爱惜威途拉贤人，下令刺杀

那个年轻人。可是威途拉贤人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

请求国王坚守诚实与真实。

       过了三天，那个年轻人就吩咐威途拉贤人捉着

马尾巴，飞向高空消失了。抵达嘎腊其力本普时，布

亚嘎夜叉为了取得心脏，准备下手杀威途拉贤人，但

是威途拉贤人有很多的功德威德力保护，无论夜叉用

何种方法，也无法杀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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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真实波罗蜜者—威途拉贤人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守信用
得到诸天人的称赞

       当威途拉贤人询问事情的原委后，才知道威玛

拉皇后一心想要他的心脏，其实是要他的智慧。他就给

夜叉讲述佛法，让夜叉认识是非善恶，夜叉就放走他。

他想给威玛拉讲述佛法，坚持要拜见她。

       到了龙界，陶瓦卢海龙王问：布亚嘎夜叉是用

什么方法得到你？威途拉贤人回答：布亚嘎夜叉跟我的

国王摇骰子打赌，国王输了，所以我成为赔偿品。陶瓦

卢海龙王非常赞扬威途拉贤人说：您是一个保持真实之

人，如果要报复夜叉，让我来惩罚夜叉，您可以说是被

夜叉以不合法的方式捉来的。

       在听佛法之后，龙王和皇后非常法喜，命令夜

叉送他回城。当夜叉与威途拉贤人告别时，夜叉对威途

拉贤人生起了信仰心，并将自己的水晶球和骏马送他。

城里的百姓失去了威途拉贤人后痛苦不已，在得知威途

拉贤人回来了，大家都欢欣鼓舞，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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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善达的故事
勤修布施波罗蜜者



佛陀本生
第十世

在佛陀修波罗蜜的生命史里，

第十世为威善达。

大菩萨竭尽全力勤修布施波罗蜜。

在这一世中，生为威善达的大菩萨，

不管他有什么，他都会全部舍给别人，

即使是自己的子女、妻子。

大菩萨如此的布施，好像是翻倒的锅，

让里面的水全部倒出来，一点也不剩。

这样修布施波罗蜜，

菩萨已经累积了无数世，一直到今世。

大菩萨生为伟大的布施者，

自他出生的那天起，一直到命终都在布施。

他在这一世修的大布施波罗蜜，

称得上「宁死不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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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布施实波罗蜜者—威善达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菩萨转世修布施波罗蜜

威善达出生为斯毘城

神亚岑王与普莎迪皇后的儿子。

在小时候，他就拿父王的财富来布施，

成年后，继承了父王的财富，

威善达就命令全城建造六座布施楼，

每天都能布施，他舍了六十万卢比的财产。

直到有一天，他将吉祥白龙大象送给

来自嘎林卡腊区的求救队，

帮助他们解决逼临的干旱问题。

这只吉祥白龙大象有非凡的威力，

能让天降下甘霖，五谷丰收。

斯毘城的百姓对于皇子这样的做法，

表示强烈的不满，

他的父王不得不将他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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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布施实波罗蜜者—威善达的故事佛陀本生十世



大菩萨的伟大布施

       威善达离开自己的国家前，进行最后一

次的「七大布施」，给城里的百姓进行七种布

施，每种布施是七百卢比。第二天，当他带着门

塔丽皇后、查力王和根哈王到达公城时，半途就

将全部的东西布施了，连他坐的马车都不剩下。

又因他曾救援周区，使他们很安全的抵达目的

地，出家在森林里隐居。

       后来，威善达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即

查力王和根哈王施舍给楚诺大梵天。大帝释天王

向他要求他的妻子门塔丽皇后，他也毫不犹豫将

妻子施舍。布施自己的儿子、妻子对于大菩萨来

说是很容易事情。一心要证悟佛法的人，必然要

舍弃个人的快乐，让世人获得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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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楚诺天人故意在伽度顿城迷路，

使得神亚岑王赎回了他的两个孙子。

而那时，嘎林卡楞地区将之前

送给他们的吉祥白龙大象归还了，

使城里的百姓开始忆念威善达的善行。

不久，神亚岑王下令举行盛大的恭迎仪式，

将威善达王接回来。

见面时，六位君主和众人因太激动，

使得众人都喜极而晕了，

直到天上降下七宝雨，众人才恢复过来，

而这七宝雨是帝释天王赠送的。

之后，威善达王掌管思披城，

让百姓的生活安居乐业，直到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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