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饿鬼》—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本书的内容

和图片，选自法身寺大僧座宝墙「饿道」博览会，

来自于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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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来自全国五千多所学校的

学生。

    每一处展览区，都挤满成千上万的儿童道德之

星，他们的童稚之眼中充满了好奇，并认真欣赏观

看。于是，编辑部便决定将此博览会展出的图片和

内容汇编成册，印刷出版以满足广大的读者。在此

之前已经出版两本书，分别为《佛陀传》和《佛陀

十世本生传》。

     对于「饿鬼」博览会，囊括了形形色色的饿鬼，

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吸引了众多儿童道德之星的好

奇眼光。编辑部决心将展览的图片和内容编辑成

册，希望书中饿鬼的故事能让小朋友认识恶业，畏

惧恶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小朋友的行为举止，

远离恶道，迈向光明的方向，有美好的发展。

                                                        编辑组

                                                                             201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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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体型相较于饿鬼体型的比例大小）

饿鬼曾经在前世生为人或天人时，

造下了很重的恶业，

在大地狱、小地狱

以及阴间偿还大部分，

但剩余的业力使之转生为饿鬼。

它们的生活非常的痛苦，

寿龄相当于人类的几百万年。

饿鬼有很多种，很多氏族，

与自己的恶业同在。

如果要脱离饿鬼的身份，

就要依靠他人回向的功德，

或是还清所有的业力才能脱离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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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因业力而怀孕，生下孩子后就吃掉。

这是因为嫉妒，将毒药给小老婆吃，使小老婆流产。

「骷髅」

        此类型的饿鬼全身都没有

肉，只有骷髅架，非常痛苦，一

直不停的痛苦叫喊。这是因在生

为人时，杀生，宰杀动物时将肉

割光，最后只剩下骨头。

「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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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用双手捧着熊熊燃烧着的

谷壳，然后洒在自己的头上，直到全身灼烫

承受极残酷的折磨。会变成这样，是因为生

前是以欺瞒手段谋生的商人，为了增加货物

重量，于是将红土掺杂在小麦里，然后再拿

去贩卖的业报。

      这是一种指甲非常锋利的饿鬼，它一直在抓自

己的肉，并且刮来吃。这是因在生为人时，利用动

物的生命来利益自己，造下杀动物来吃的恶业。

「利甲」

「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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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被灼热的炭火烧

得像烤鸡。这是因为它曾经火烧他人

身体，该恶业回报所致。

「烧烤」

       此类型的饿鬼，被六万只从天降落的千斤

热铁锤敲打脑袋，敲到稀烂，又长出新脑袋，

时间持续得很长。这是因为它曾将砾石击中托

钵的辟支佛，使之涅槃，该恶业回报所致。

「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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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它的下半身深埋地下，

上半身则露在地上。无法移动，一直被烈

火燃烧。会有如此的下场，是因为在生前

它侵犯寺院，移动界标柱，欺诈寺院的土

地，该业力回报所致。

     此类型的饿鬼，它的头长在两大腿的胯间，

伸出长舌去吃从肛门不断流出的大便，蛆虫钻透

全身，非常痛苦。这是因为它曾经很喜欢收受贿

赂，不忠诚，贪污诈骗。

「胯头」
「石柱」



18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19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此类型的饿鬼会一直注视着四周，看见谁

吐口水，立即过去将口水吃掉，不让吐口水的

人看见。这是因为在生为人时，去寺院时，感

觉喉咙痒，于是便在里面吐口水所致。

       此类型的饿鬼身材很高大，黑且瘦，肚子膨胀，

从口中呕吐出屎与蛆虫，之后又用双手捧来重新吃下

去。这是因为触犯了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戒律。

五戒是：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食呕物」

「食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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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

      此类型饿鬼的头很小，但是手却

很大，两只巨手被烈火所燃烧。这

是因在生为人时，有喜欢偷盗的性

格，大小东西都偷。
       此类型饿鬼的体型大如山川，夜晚被火烧，

因而非常光亮，可是白天却全身熏灼。这是因在

生为人时，纵火，喜欢火烧房屋、城市和寺院，

烧了之后感觉很快乐。

「烟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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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头」

     此类型饿鬼的眼睛和嘴巴都是在胸部，

而且被铁嘴乌鸦围着啄。这是因在生为人的

时候，是砍犯人头颅的刽子手。

       此类型的饿鬼，

头一直顶着臭气熏人

的 垃 圾 。 这 是 因 在

生为人的时候，是一

所寺院的住持，但是

对寺院的挂单非常吝

啬，有僧客来访请求

借宿一晚都不允许。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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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饿鬼的眼球鼓起凸出，有密密麻麻

的脓一直从眼球中流出，非常讨人憎恶。这是

因在生为人的时候，经常利用眼睛造恶业。

        此类型的饿鬼非常的痛

苦。这是因为偷东西，利用

各种手段欺诈与舞弊，霸占

他人的财富。

「凸眼」
「无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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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身体非常可怕，残缺而畸型，

令人憎恶，鸡身猪脸，处境比饿鬼还艰难。同时

因为害羞，所以不喜欢现身。这是因在生为人的时

候，经常杀鸡和杀鸭，造下杀生的恶业。

     此类型的饿鬼，会一直拿重锤

敲打自己的头，停不下来，非常的

痛苦。这是因在生为人的时候，带

朋友来到家中玩，但是母亲对自己

的朋友不客气不尊重，于是便愤怒

的拿两条皮绳敲打母亲的头部。

「猪头鸡身」

 「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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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有人身，四肢和头部为

猴子的形状。这是因为喜欢模仿年老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德高正直之人，以此逗

乐，转世为猴头饿鬼。

     此类型的饿鬼，全身长满了

尖锐锋利的体毛，如刺一般，从

毛孔中伸出来，同时火烧全身，

非常的痛苦。这是因为过去世曾

为猎人，以矛枪打猎。

「猴头」

「尖毛」



此类型的饿鬼，形状如蛇。

饿鬼脸，蛇身，非常庞大，

火焰从尾巴烧到头部，

再从头部烧到尾巴，

最后从身体的中间

烧到两边的头部和尾巴。

这是因在生为人的时候，

火烧辟支佛的精舍。

「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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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头上有黄色花圈。这是因为前世

生为猎人，经常狩猎，以他人的生命来谋生。有一天

看见漂亮的花朵，便摘下来做花圈。途中看见一个可

爱的小孩，出于怜爱，将花圈送给那个小孩。

       此类型的饿鬼，身体披着燃烧的热铁被。不披

也不行，无法将其丢掉。这是因在生为人的时候，

礼敬舍利塔的方旗后，方旗掉落地上，捡起后却没

有归还，拿来当作围巾，高兴地围着自己的脖子。

「王冠」

「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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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的饿鬼，

身上背着熊熊燃烧的土地，

这是因为欺诈寺院的土地之业力。

「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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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身形是一片岩石，有两只脚

站着，没有眼球，站在原地，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是因为在迦叶佛时代，他是一位市民，当僧人

托钵回来时，他将食物藏起来自己独享，不让僧

人食用。

「石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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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

     此类型的饿鬼，是一只全身都燃烧烈火的

乌鸦。这是因为前世曾经生为乌鸦，吃供养僧

人的食物。因此，不是只有人才会生为饿鬼，

连乌鸦或者其它畜牲也一样可以生为饿鬼。

「美发」

     此类型的饿鬼，身形为

饿鬼，但是拥有美丽飘逸的

长发。这是因为前世曾为富

翁，却非常珍爱自己的财

富。有一天将孔雀羽扇给儿

子，但是儿子却供养僧人。

当富翁知道后，一直都感到

非常可惜。往生后生为饿

鬼，但是由于儿子将孔雀羽

扇供养僧人的功德，使此饿

鬼拥有美丽飘逸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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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的饿鬼，

阴部又大又重，

一直被熊熊的烈火所燃烧。

这是因为用粗鲁下流的话

侮辱德高望重之人。

「大阴」



42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43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此类型的饿鬼，通常会成双在一起，相互拿

着铁锤击打对方，直至脓疮产生，又互相挑破对

方的脓疮，喝血浆、脓液。这是因为前世曾经是

夫妻，不信仰三宝，看见僧人还会骂粗鲁的话。

「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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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有天人一般的威力和美貌，

由于饥饿，正埋头吃脏东西，例如：鼻涕、唾

液、痰等等。这是因生为人的时候，曾经出家为

僧。但是持戒和修行不认真，而且还怂恿他人停

止打坐。

「天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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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会俯身去吃前面那只饿鬼身上

流下来的粪便、血水和脓液，成排紧贴着。这是因

生为人的时候，曾经是富翁，却非常吝啬，还教唆

他人不要修功德。

「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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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会一直掏出自己

的肠子，喂食铁嘴乌鸦，痛苦得无与

伦比。这是因为喜欢以他人的秘密交

换金钱或者地位的业力所致。

「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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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人身，有猪头和四肢。

从嘴中伸出尾巴，烈火燃烧全身，从口中呕

吐蛆虫，堆成大便。这是因为前世的职业为

屠夫，杀猪去卖。

     此类型的饿鬼，狗身，非常的巨大，

烈火正焚烧身体，炙热得焦躁不安。这是

因为在生为人时，有变巫术的本领，但是

不喜欢僧人，责骂僧人，将僧人比作狗。

「狗相」

「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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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老虎身，烈火正在烧身。

这是因生为人时，有变巫术的本领，却不喜

欢僧人，变成老虎吓僧人。

      此类型的饿鬼，无皮，只看见红色的肉身，一直

流出脓液。这是因为前世喜欢诈骗他人，希望霸占

他人的财物。

「无皮」

「虎相」



54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55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此类型的饿鬼，身形很

大，头部非常的小，蛆虫

穿透全身导致腐烂。这是因

为前世喜欢说让人丢脸的坏

话，虽然是在开玩笑，讲得

很好玩，却给人难看。

       此类型的饿鬼，头比身体大很多，烈火燃

烧全身，头部非常重，只能紧贴地面。这是

因为前世喜欢欺骗他人，说自己官阶很高，

地位很好，害人失去金钱、财物或者名声。

「大头小身」

「小头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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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嘴巴不是长在脸上，而是在臀部，

一直呕吐大便以及脓液。这是因为前世喜欢在背后指

责辱骂人，造成伤害。

「臀嘴」

      此类型的饿鬼，高瘦，烈火烧身，如木桩一般黑，

臭味熏天，手和脚残废，有长长的犬齿，头发长而凌

乱。这是因为前世吝啬，僧人来托钵时，怕僧人乞求食

物，心中萌生愤怒，驱赶僧人，使之羞愧而离开。

「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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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性别为女子，头形为猪头，从嘴中

长出犬齿。这是因为前世犯口业，喜欢责骂岳母。     此类型的饿鬼，脖子、胳膊、身子和脚都扭曲

歪斜。这是因前世为了得到财富，喜欢扭曲事实。

「扭曲」
「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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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全身长满了脓疮，有蛆虫流动，

腐烂发臭。当脓疮破裂时，有铁嘴乌鸦来啄。这是因

为前世造下了假装鬼附身的恶业。
    此类型的饿鬼，从嘴巴一直流出黑

血。这是因为责备怒骂母亲的业力所致。

母亲将自己赚来维持家计的钱，买食物来

供养僧人，他自己却诅咒食用供养物的僧

人，因此有黑血从嘴巴中流出。

「脓疮」
「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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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有长舌头，舌尖是一把刀，

不断猛砍自己。同时身上的毛孔长出尖刀，反复

上升或下降来刺穿身体，痛苦得无与伦比。这是

因在生为人时，喜欢责骂有道德之人。

     此类型的饿鬼，身上的肉会一块一块脱落，直到

只剩一副骨架，之后自己又拾起来吃。这是因在生为

人时，喜欢欺骗，打击修功德之人的信心。

「刀砍」

「食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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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下巴长嘴，手和脚非常巨大，嘴尖

如针。这是因生为人时，经常拍打父母，与之争辩。

     此类型的饿鬼没有嘴巴，右手持刀，左手握着水壶，体内

有蛆虫，蛆虫试图从体内爬出来，但是没有嘴巴出不来。于是

拿刀割开嘴巴，让蛆虫爬出来，最后再将水壶中的水倒在伤口

上，痛苦万分。这是因为喜欢模仿他人，以此逗乐，喜欢挑拨

离间，喜欢打击行善之人的信心。

「大手脚」

「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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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全身一直炙热。这是因为前世

曾经是富翁，但是很珍爱自己的财富。有乞丐来乞

食的时候，便拿炽热的食物来布施，让乞丐痛苦，

不来乞食。

     两只重叠的饿鬼，上边的鬼张开嘴巴，等待来排便

的其它饿鬼，下边的鬼，再张开嘴巴，等待上边的鬼来

排便。这是因为前世曾经是住持，但是非常的吝啬，嫉

妒心也很重，责骂去护法居士家的僧人。因为怕自己的

利益受威胁，在居士面前污蔑那位僧人，使居士信以为

真。在他们往生之后，那位居士转世为上边的饿鬼，而

那位住持则转世为下边的饿鬼。

「吐火」

「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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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人身，有鼠头鼠脚。这是因在生为

人时，有很多财富，但是却很吝啬和珍爱财富，害怕他

人知道自己有如此多的财富，不断掩盖。快要往生时，

心中非常忧愁，依然担心和眷恋自己的财富。

       此类型的饿鬼，鬼身鸡头。这是因在生为人时，

愚昧误信，以及信仰鬼附身之说。即将往生时心依然

沉迷、不纯净，往生之后转世为鸡头饿鬼。

「守财鼠」
「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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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睾丸非常巨大，有很多铁嘴

乌鸦集体来叮啄。这是因在生为人时，在诉讼案

中有决定权，但是因为收受了贿赂，而将胜方判

为败诉，将败方判为胜诉。

     此类型的饿鬼，为饿鬼身，但是有巴刺鹿头。

这是因在生为人时，愚昧误信，信仰鬼附身之说。

即将往生时心依然沉迷、不纯净，往生之后转世为

巴刺鹿头饿鬼。

「鹿头」 「大睾丸」



72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73
饿鬼 饱受恶报折磨的造业者

      此类型的饿鬼，体形为肉丸，一群铁嘴乌鸦

正在啄吃，非常的痛苦。这是因在生为人时，杀

动物去卖，例如：杀猪、杀黄牛和杀水牛等等。

「轮锯」

「肉丸」       此类型的饿鬼，旋转的齿轮一直在切割

它的头。这是因为前世辱骂和殴打僧人或父

母的业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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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有血浆不断的流出来，湿漉漉

的，同时烈火焚烧全身。在飞跑奔逃时，乌鸦不停

追着啄。这是因前世曾经生为皇后，嫉妒受宠的嫔

妃，泼洒炽热的炭火，使其全身燃烧。

     此类型的饿鬼，身材枯瘦，有皮肤病，一

直想躺在地上打滚，全身非常肮脏。但是在地

上打滚之后，全身刺痛发痒，很痛苦。这是因

为前世愤怒、对人发脾气，将灰尘洒在对手的

床上和衣服中。

「漂浮」

「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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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型的饿鬼，身材瘦小，

脖子长，肚子肿大，身体非常

重，嘴如针一般尖细。这是因

为前世吝啬，不修布施，不准

他人布施，如自己一样吝啬。

「大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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