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舉例《夢中夢》節目的華語歌曲 
 

《因果之律》 

 
泰文歌詞：法日 

中文歌詞：洪炯威 

 
因果之律        內心務必警惕深記 

棄惡從善 純心淨意   撒手塵寰必會往生天宇 

該知的事 非知不可   輪迴苦海 逃脫不得 

無一能夠 僥倖獲赦   因果之律 糾纏不捨 

即使佛陀世尊       皇帝神仙天人同樣無法逃遁 

天網恢恢 果由因定   尊卑貴賤聽憑惡業或善行 

心陷愁城 必墜苦道   惡果至毒 惡道迢遙 

心境明亮 祥光普濟   功德庇佑將往生福樂之地 

因果之律         內心務必警惕深記 

棄惡從善 純心淨意   撒手塵寰必會往生天宇 

無人逃脫 因果之律   明理之人必信因果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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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你為傲》 

 
泰文歌詞：法日 

中文歌詞：洪炯威 

 

高山 深林 海濱 無論何等遙遠 

你，少年英雄 壯志雄心一片 

紅塵的繁華 美酒與香煙 

誘惑再大也不沉醉迷戀 

朋友喝酒吸煙 惟你不願 墜入毀滅的深淵 

當新一代的好榜樣 為全世界的青年 

似向炫目陽光宣戰的雨後晴天 

繽紛成七彩的天橋艷麗無限 

以一切的好豐富生命的田園 

切莫退卻 且跨越障礙勇往直前 

我深深引你為傲──美成榜樣的新青年 

我深深引你為傲──每位心地善良的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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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的一生》 

 
泰文歌詞：法日  

中文歌詞：洪炯威 

 

離家如棄枝的鳥   無罣礙 依戀亦了 

締造莊嚴神聖的生命  尋覓通往涅槃的路徑 

 

僅有袈裟三件      夢或醒法喜潤心田 

八件僧具 唯一的財物  養身以信眾供養的食物 

 

忍飢耐苦 勤修藏經  浪跡天涯 潛心修行 

熱愛佛法甚於自己的生命 超脫輪迴 降伏魔兵 

 

濟世造福聖踪遍四海  滅煩惱 救眾生離苦海 

似法日逐大千世界的黑暗 眾生因法身而幸福平安 

 

這就是出家人的一生  以整個的身心與虔誠 

供養佛陀 至生命盡頭  完成伐魔的使命 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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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機會的幸運者》 

泰文歌詞：法日  

中文歌詞：洪炯威 

 

誰似我們這般幸運     自幼出家  一心修波羅蜜 

為釋家佛陀的親胄裔     洋溢著法喜  流逝的每一秒裡 

 

我們是獲致機會的幸運者    自幼有福德當純潔的智者 

剃度為沙彌  勤習無上佛法 內心緊繫三寶  步上涅槃之道 

 

我們是這世界的希望      指引幸福而安樂的途徑 

如夜空綻放光明的星星  無邊的黑暗瞬間消逝無影 

 

我們是有機會的幸運者  自幼有福德當純潔的智者 

剃度為沙彌  勤習無上佛法 內心緊繫三寶  步上涅槃之道 

 

生於何地都不重要      請速到此  即時落髮 

成小沙彌  永恆的自豪  為佛陀親骨肉  那是永遠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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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慈母於足》 

 
泰文歌詞：法日 

中文歌詞：洪炯威 

 

母親所具有的一切  世上無一可與媲比 

每當思念慈母       內心充盈著幸福 

 

母親看兒的眼神   如牽繫著生命之絲 

無人的眸光似此   慈祥關愛而無私 

 

慈母的手何等溫柔  棉絮般將我輕摟 

哼唱的催眠曲       勝天樂純聖獨一 

 

假如失去太陽       只要慈母在我身旁 

一笑世界即明亮   指引我前進的路途 

  

慈母雙足        正是通往天堂之路 

日日誠心地跪拜   夜夜擁著好夢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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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夢中夢幼稚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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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授尸迦羅越經》 
 

如是我聞。爾時，世尊住王舍城，在竹林栗鼠養餌處。於此時，長者

子名尸迦羅越晨早起牀，出王舍城，沐浴衣與頭髮濕，合掌向東方、南方、

西方、北方、下方、上方之各方禮拜。 

爾時，世尊於晨著袈裟，持上衣與缽，入王舍城乞食。世尊見長者子

尸迦羅越晨早起牀，出王舍城，沐浴衣與頭髮濕，合掌向東方、南方、西

方、北方、下方、上方之各方禮拜。見長子尸迦羅越已，如是言：「長者

子！汝何故早晨起牀，出王舍城，沐浴衣與頭髮濕，合掌向東方、南方、

西方、北方、下方、上方之各方禮拜耶？ 

長者子白佛言：「世尊！我父親當他臨命終時，向我言：『親愛者！你

須禮拜諸方。』世尊！如是，尊重、禮敬、敬信、奉載我父之言，而晨早

起牀，出王舍城，沐浴衣與頭髮濕，合掌向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

方、上方之各方禮拜也。」 

「但是長者子！於賢聖之律儀，如是不成為禮拜之六方。」 

「善哉！世尊！於賢聖之律儀，應如何禮拜六方？請世尊為我說正確地賢

聖禮拜六方之法！」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解說。」 

長者子尸迦羅越應諾世尊：「願藥欲聞，世尊。」 

世尊如是說：「長者子！於聖弟子要捨離四種業垢，不作四種惡業之

因，不作散失錢財之六種原因，如是徹底脫離十四種之罪惡，保護六方，

彼為克勝﹝現在、未來﹞兩世而修善業，及為聖弟子由此征服此世、來世，

於此身壞死後，他就生於善趣天界。」 

世尊如是說：「聖弟子捨離四種業垢何耶？長者子！業垢是：一者、

殺生。二者、偷盜。三者、不正當的性慾行為。四者、虛妄語。聖弟子要

捨棄此四種業垢。」 

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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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與偷盜  又言虛妄語 

通姦他人妻  賢者不讚賞 

世尊如是說：「聖弟子不作四種惡業之因何耶？依情愛而行非道；依

瞋恚而行非道；依愚癡而行非道；依恐怖而行非道。聖弟子決不依情愛而

行非道；依瞋恚而行非道；依愚癡而行非道；依恐怖而行非道。他不以此

四種原因而作惡業。」 

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於慾恚怖癡  行惡非法行 

彼必滅名稱  如月向黑分 

斷慾無恚怖  無癡行法行 

彼名稱增廣  如月漸盛滿 

世尊如是說：「聖弟子不居住於散失錢財之六種原因何耶？ 

長者子！嗜耽酒類之放逸，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耽著於非時遊樂街衢，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入於﹝舞蹈之﹞觀覽處，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耽著於賭博逸樂，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結交惡友，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耽著於懶惰，是散失錢財之原因； 

長者子！由嗜耽於酒類之放逸，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於現資財的損

失；促成爭吵；易於疾病之巢窟；損傷名譽；使無慚愧；使智力減退。長

者子！此等六種過患，實是因嗜耽酒類之放逸而生也。 

長者子！嗜耽於非時遊樂街衢，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名不守護、不

防禦自己；名不守護、不防禦妻子；名不守護、不防禦財產；不道德行為

令其人懷疑；向彼生起不實之言；多生苦患也。長者子！此等六種過患，

實是由嗜耽於非時遊樂街衢而生也。 

長者子！入於﹝舞蹈之﹞觀覽處，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常常想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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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何處有舞蹈，就去；何處有歌唱，就去；何處有音樂，就去；何處有

奏樂，就去；何處有快板，就去；何處有長鼓就去。長者子！此等六種過

患，實由入於﹝舞蹈之﹞觀覽處而生也。 

長者子！耽著於賭博逸樂，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對勝者有〈敵人〉

結怨；輸者因損失而悲傷；現在錢財之損失；入於會議語無效力；被朋友

與同事所輕視；婚姻被拒，因賭博者不能負擔得起養護妻子。長者子！此

等六種過患，實由於耽著賭博之逸樂而生也。 

長者子！結交惡友，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引成賭棍；引成色鬼；引

成大豪酒者；引成詐騙者；引成欺瞞者；引成惡棍者。長者子！此等六種

過患，實由結交惡友而生也。 

長者子！耽著於懶惰，實能生此等六種過患：常託故很冷而不為業；

常託故很熱而不為業；常託故過晚而不為業；常託故還早而不為業；常託

故甚餓而不為業；常託故甚渴而不為業。彼於如是事業多藉口實故，向於

未生之富就不生，已生之富就損失也。長者子！此等六種過患，實由耽著

於懶惰而生也。」 

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酒館空言友  表示似友好 

但友需時生  那友為真友 

日昇又寢牀  邪婬犯他妻 

心中常結怨  耽著無益事 

又結交惡友  堅固於慳貪 

此等六種事  滅人失益樂 

惡伴與惡友  進行惡行人 

今世及後世  終始無所獲 

賭博與通姦  舞蹈酒及歌 

晝眠非時享  惡友與慳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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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六種事  滅人失利益 

賭博飲酒者  侵犯人妻女 

交賤非交賢  損如月黑分 

飲酒無財者  無業謀生活 

成酒鬼無益  沉債如石沉 

速失己親屬  嗜耽白晝眠 

至夜始思起  常耽於酒醉 

無能管住家  甚寒及甚熱 

而為甚晚至  等閑如是業 

虛度年少時  利益盡流去 

不慮寒或熱  比小草更忍 

是人所應作  決無失幸福 

 

「假友」 

世尊如是說：「長者子！當知此等四種，是非友而似友；當知詐騙者，

是非友而似友；當知虛美言者，是非友而似友；當知逢迎奉承者，是非友

而似友；當知誘導邪惡趣者，是非友而似友。 

長者子！依四理由，實當知詐騙者，是非友而似友：只想奪財；以少

取多；畏怖時不行業務；為己利而從事。長者子！此等四理由，當知詐騙

者，是非友而似友。 

長者子！依四理由，當知虛美言者，是非友而似友：把過去之事來說

裝友誼；把未來之事來說裝友誼；周濟無益之事物；於現前應為之事，彼

示為時不宜。長者子！此等四理由，當知虛美言者，是非友而似友。 

長者子！依四理由，實當知逢迎奉承者，是非友而似友：彼容認惡事；

彼容認善事；面前讚美；背後毀嗤。長者子！此等四理由，當知逢迎奉承

者，是非友而似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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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子！依四理由，實當知誘導邪惡趣者，是非友而似友：誘導彼為

嗜耽諸酒類等放逸；誘導非石遊玩街衢；誘導入〈舞蹈〉觀覽處；誘導耽

著於賭博。長者子！此等四理由，當知誘導邪惡趣者，是非友而似友。」 

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賢者當了知  詐騙取友財 

面虛美言友  逢迎奉承友 

誘導邪惡友  是假非真友   

猶路存恐怖  此等宜遠避 

世尊如是說：「長者子！當知此四友，是善心友：當知能互相援助之

友，是善心友；當知能共苦樂之友，是善心友；當知能告知善利之友，是

善心友；當知有愛護之友，是善心友〈是真正友〉。 

 

「真正友」 

長者子！當知依四理由，能互相援助之友，是真正友：能保護已放逸

之友；友已放逸時，能保護友之財；於災害時，能依靠；於應所作之時，

加付與二倍之財物。長者子！當知依此等四理由，能互相援助之友，是真

正友。 

長者子！當知依四理由，能共苦樂之友，是真正友：彼能告自己之秘

密；隱藏友之秘密；於苦難時，不捨離；為友之利益，連自命也能捨。長

者子！當知依此等四理由，能共苦樂之友，是真正友。 

長者子！當知依四理由，能告知善利之友，是真正友：防止離罪惡；

使之行善事；使聞未聞者；告知向天之道。長者子！當知依此等四理由，

能告知善利之友，是真正友。 

長者子！當知依四理由，有愛護之友，是真正友：不喜友之哀；歡喜

友隆盛；能防止毀友之人；稱譽讚友之人。長者子！當知依此等四理由，

有愛護之友，是真正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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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能援助之友  共苦樂之友 

告善利之友  有愛護之友 

此等四種友  賢者當了知 

應尊敬交往  如母親子也 

具戒之賢者  如火光燃輝 

勤如蜂集蜜  彼財具增加 

如白蟻協建  蟻巢積高也 

堪為良住家  如是財物集 

應分四部財  自享一分財 

二分營事業  一分為蓄積 

以備困乏時  彼等能結友 

世尊如是說：「長者子！聖弟子如何保護〈遮蓋〉六方耶？長者子！

當知是此六方：當知東方是父母；當知右方是師長；當知西方是妻子；當

知左方是朋友、同事；當知下方是奴僕、傭人；當知上方是沙門、婆羅門。 

長者子！父母是東方，子女應依五處之奉侍即是：受養育之我應奉養

雙親；應為雙親作業務；應繼續家族；使自行應適合獲得遺產；當雙親往

生之後，修功德迴向給他們。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子奉侍之東方父母，應愛護子：遠離罪惡；

令行善事；令練習技能；為迎適當之妻；應以時宜，給予財物。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子奉侍五處之東方父母，應當愛護子也。如

是子女保護〈遮蓋〉東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長者子！師長是南方，弟子應依五處之奉侍即是：行起立禮；隨侍近

事；樂聞從順；虔誠奉侍；恭敬領受學藝。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弟子奉侍之南方師長，應愛護弟子：給他完

全正確的教導；給十分理解明白的解釋；給完全的基礎技術；在朋友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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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他們；在各方預防他們平安。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弟子奉侍五處之南方師長，應當愛護弟子

也。如是弟子保護〈遮蓋〉南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長者子！妻子是西方，丈夫應依五處之對待即是：尊重她；不輕視她；

不行不忠誠；給她權力；給她裝飾品。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丈夫對待之西方妻子，應愛護丈夫：適當地

處理事；和藹地對待丈夫的家人、隨員；不行不忠誠；保護丈夫的儲藏；

在所有事，努力、不懈怠。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丈夫對待五處之西方妻子，應當愛護丈夫

也。如是丈夫保護〈遮蓋〉西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長者子！朋友是北方，同行益友應依五處之對待即是：布施；說愛語

〈真實、有益、時宜等〉；利行〈福利的行為〉；同事；不欺誑。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同行益友對待之北方朋友，應愛護同行益

友：防護朋友之放逸；朋友放逸時，保護他的財物；恐怖時，為朋友之庇

護；朋友窮困時，不捨棄；尊重朋友之同族。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同行益友對待五處之北方朋友，應當愛護同

行益友也。如是同行益友保護〈遮蓋〉北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長者子！奴僕傭人是下方，尊主人應依五處之安排即是：安排工作適

合他們的能力；給予食物與工錢；生病時看顧他們；給予分享珍味之食；

給適合時間休息。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尊主人之下方奴僕傭人，應愛護尊主人：比

主人早起工作；比主人晚休憩；只受主人給予的東西；做好自己的業務；

稱讚主人之名譽。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尊主人安排五處之下方奴僕傭人，應當愛護

尊主人也。如是尊主人保護〈遮蓋〉下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長者子！沙門、婆羅門是上方，族姓子應依五處之奉侍即是：依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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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業；依仁慈之語業；依仁慈之意業；不閉門戶〈意思即是開門迎接沙

門、婆羅門〉；平常供養食物。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族姓子之上方沙門、婆羅門，應愛護族姓子：

令遠離罪惡；鼓勵他行善事；以仁慈而愛護他；教其未聞〈的佛法〉；令

已聞〈的佛法〉更明白；教示趣天之道。 

長者子！依此等五處，受族姓子奉侍五處之上方沙門、婆羅門，應當

愛護族姓子也。如是族姓子保護〈遮蓋〉下方，使歡樂，安穩而無怖畏。」 

善逝如此說已，世尊而說偈言： 

父母是東方  師長是南方 

妻子是西方  朋友是北方 

奴僕是下方  沙門婆羅門 

是等為上方  有智之族人 

應拜此諸方  賢者戒具足 

細心且才智  謙恭而柔順 

如是得名譽  精進不懈怠 

困難心不動  完美理智行 

如是得名譽  攝眾尋益友 

明瞭他教導  寬廣而不吝 

導師化導師  乃至順導師 

如是得名譽  布施及愛語 

利行於世人  諸法為同事 

所有與人共  實於此世間 

攝持此等事  如於轄車輪 

無此等攝持  母應不得子 

尊敬或供養  父於子亦然 

諸賢攝此等  正徧觀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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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成偉大  大眾皆賞贊 

世尊如是說已，長者子尸迦羅越，對是尊如是言： 

「勝哉，世尊！世尊之所言清白！世尊之所言清白！恰如扶起倒者，

使隱覆者顯露，示迷者以道，如黑暗揭來油燈，使：『有眼者見諸色。』

如是依世尊，以種種方法，宣示法。世尊！我歸依世尊，歸依法及僧伽。

願世尊攝受我，從今日以後，乃至命終，歸依三寶為優婆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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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究羅檀頭經》 

 
《大正藏》T1,p.96c-101b. 

 

（二三）佛說長阿含第三分究羅檀頭經第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俱薩羅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至俱薩羅

佉[少/兔]婆提婆羅門村北。止宿尸舍婆林中  

時。有婆羅門名究羅檀頭。止佉[少/兔]婆提村。其村豐樂。人民熾盛。園

觀浴池。樹木清涼。波斯匿王即封此村與究羅檀頭婆羅門。以為梵分。此

婆羅門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

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候吉凶．祭祀

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時。婆羅門欲設大祀。辦五百特牛．五百

牸牛．五百特犢．五百牸犢．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供祀  

時。佉[少/兔]婆提村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

從俱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佉[少/兔]婆提村北尸舍林止。有大名稱。流聞天

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

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

梵行清淨。如此真人。應往覲現。今我等寧可往共相見。作此語已。即便

相率。出佉[少/兔]婆提村。隊隊相隨。欲詣佛所  

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在高樓上。遙見眾人隊隊相隨。顧問侍者。彼諸人等。

以何因緣隊隊相隨。欲何所至  

侍者白言。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俱薩羅國遊行人間。詣佉[少

/兔]婆提村北尸舍婆林中止。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

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

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此村諸婆羅門．

長者．居士眾聚相隨。欲往問訊沙門瞿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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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敕侍者。汝速持我聲。往語諸人言。卿等小住。須

待我往。當共俱詣沙門瞿曇  

時。彼侍者即承教命。往語諸人言。且住。須我往到。當共俱詣沙門瞿曇

所  

諸人報使者言。汝速還白婆羅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  

侍者還白。諸人已住。言。今正是時。宜共行也。時。婆羅門即便下樓。

出中門立  

時。有餘婆羅門五百人在中門外坐。助究羅檀頭施設大祀。見究羅檀頭。

皆悉起迎問言。大婆羅門。欲何所至  

報言。我聞有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俱薩羅國人間遊行。詣佉[少/

兔]婆提村北尸舍婆林。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

號具足。於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人說法。上中下

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此真人。宜往覲現。諸婆羅門。

我又聞瞿曇知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今我眾中先學舊識所不能知。我今欲

大祭祀。牛羊已備。欲詣瞿曇問三種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得此祭祀法已。

功德具足。名稱遠聞  

時。五百婆羅門白究羅檀頭言。大師勿往。所以者何。彼應來此。此不應

往。大師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若成此法者。彼應來此。

此不應詣彼  

又言。大師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世典幽微無不綜練。

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相吉凶．祭祀儀禮。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

詣彼。又大師顏貌端正。得梵色像。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又大師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

師所言柔和。辯才具足。義味清淨。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又大師為眾導首。弟子眾多。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

常教授五百婆羅門。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又大師四方學者

 130



皆來請受。問諸技術祭祀之法。皆能具答。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

詣彼。又大師為波斯匿王及瓶沙王恭敬供養。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

應詣彼。又大師富有財寶。庫藏盈溢。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又大師智慧明達。所言通利。無有怯弱。成此法者。彼應詣此。此不應詣

彼。大師若具足此十一法。彼應詣此。此不應詣彼  

時。究羅檀頭言。如是。如是。如汝等言。我實有此德。非不有也。汝當

復聽我說。沙門瞿曇所成功德。我等應詣彼。彼不應來此。沙門瞿曇七世

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彼成此法者。我等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顏貌端正。出剎利種。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

門瞿曇生尊貴家。出家為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此。又沙門

瞿曇光明具足。種姓真正。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生財富家。有大威力。出家修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

應來  

又沙門瞿曇具賢聖戒。智慧成就。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

門瞿曇善於言語。柔軟和雅。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

曇為眾導師。弟子眾多。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永

滅欲愛。無有卒暴。憂畏已除。衣毛不豎。歡喜和悅。見人稱善。善說行

報。不毀餘道。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常為波斯匿

王及瓶沙王禮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為沸

伽羅娑羅婆羅門禮敬供養。亦為梵婆羅門．多利遮婆羅門．種德婆羅門．

首伽摩納兜耶子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為諸聲聞弟子之所宗奉禮敬供養。亦為諸天及諸鬼神之所恭

敬。釋種．俱梨．冥寧．跋祇．末羅．蘇摩皆悉宗奉。成此法者。我應詣

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波斯匿王及瓶沙王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

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沸伽羅娑羅婆羅門等受三歸五戒。成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弟子受三歸五戒。諸天．釋種．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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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等。受三歸五戒。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所遊行處。為一切人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

來。又沙門瞿曇所至城郭村邑。無不傾動恭敬供養。成此法者。我應詣彼。

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非人．鬼神不敢觸嬈。成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其處人民皆見光明。聞天樂音。

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所至之處。若欲去時。眾人

戀慕。涕泣而送。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初出家時。父母宗親涕泣戀恨。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

來。又沙門瞿曇少壯出家。捨諸飾好．象馬．寶車．五欲．瓔珞。成此法

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若其在家。

王四天下。統領民物。我等皆屬。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  

又沙門瞿曇明解梵法。能為人說。亦與梵天往返語言。成此法者。我應詣

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十六祀具。我等宿舊所不能知。

成此法者。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三十二相具足。成此法者。

我應詣彼。彼不應來。又沙門瞿曇智慧通達。無有怯弱。成此法者。我應

詣彼。彼不應來。彼瞿曇來至此佉[少/兔]婆提村。於我為尊。又是貴客。

宜往覲現  

時。五百婆羅門白究羅檀頭言。甚奇。甚特。彼之功德乃如是耶。若使瞿

曇於諸德中成就一者。尚不應來。況今盡具。宜盡相率。共往問訊  

究羅檀頭言。欲行者。宜知是時  

時。婆羅門即嚴駕寶車。與五百婆羅門及佉[少/兔]婆提諸婆羅門長者．居

士。前後圍遶。詣尸舍婆林。到已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

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或有禮佛而坐者。或問訊而坐者。或有稱名

而坐者。或有叉手向佛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眾坐已定。究羅檀頭白

佛言。欲有所問。若有閑暇得見聽者。乃敢請問  

佛言。隨意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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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婆羅門白佛言。我聞瞿曇明解三種祭祀及十六種祭具。我等先宿耆舊

所不能知。我等今者欲為大祭祀。已辦五百特牛．五百牸牛．五百特犢．

五百牸犢．五百羖羊．五百羯羊。欲以祭祀。今日顧來。問三祭法及十六

祭具。若得成此祀者。得大果報。名稱遠聞。天人所敬  

爾時。世尊告究羅檀頭婆羅門曰。汝今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婆羅門言。唯然。瞿曇。願樂欲聞  

爾時。佛告究羅檀頭曰。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剎利王。水澆頭種。欲設

大祀。集婆羅門大臣而告之曰。我今大有財寶具足。五欲自恣。年已朽邁。

士眾強盛。無有怯弱。庫藏盈溢。今欲設大祀。汝等說祀法斯何所須。時。

彼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大王。如王所言。國富兵強。庫藏盈溢。但諸民

物多懷惡心。習諸非法。若於此時而為祀者。不成祀法。如遣盜逐盜。則

不成使。大王。勿作是念言。此是我民。能伐能殺。能呵能止。諸近王者

當給其所須。諸治生者當給其財寶。諸修田業者當給其牛犢．種子。使彼

各各自營。王不逼迫於民。則民人安隱。養育子孫。共相娛樂  

佛告究羅檀頭。時。王聞諸臣語已。諸親近者給其衣食。諸有商賈給其財

寶。修農田者給牛．種子。是時人民各各自營。不相侵惱。養育子孫。共

相娛樂  

佛言。時。王復召諸臣語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無所

乏。養育子孫。共相娛樂。我今欲設大祀。汝說祀法悉何所須。諸臣白王。

如是。如是。如王所說。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其無乏。養

育子孫。共相娛樂。王欲祀者。可語宮內使知。時。王即如臣言。入語宮

內。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多有財寶。欲設大祀。時。諸夫人尋白王言。

如是。如是。如大王言。國富兵強。庫藏盈溢。多有珍寶。欲設大祀。今

正是時。王出報諸臣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給諸人民。使其無乏。

養育子孫。共相娛樂。今欲大祀。已語宮內。汝盡語我。斯須何物  

時。諸大臣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如王所說。欲設大祀。已語宮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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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語太子．皇子．大臣．將士。王當語之。時。王聞諸臣語已。即語太子．

皇子．群臣．將士言。我國富兵強。庫藏盈溢。欲設大祀。時。太子．皇

子及諸群臣．將士即白王言。如是。如是。大王。今國富兵強。庫藏盈溢。

欲設祀者。今正是時。時。王復告大臣曰。我國富兵強。多有財寶。欲設

大祀。已語宮內．太子．皇子。乃至將士。今欲大祀。斯何所須。諸臣白

王。如大王言。欲設祀者。今正是時。王聞語已。即於城東起新堂舍。王

入新舍。被鹿皮衣。以香酥油塗摩其身。又以鹿角戴之頭上。牛屎塗地。

坐臥其上。及第一夫人．婆羅門．大臣。選一黃牸牛。一乳王食。一乳夫

人食。一乳大臣食。一乳供養大眾。餘與犢子。時。王成就八法。大臣成

就四法  

云何王成就八法。彼剎利王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毀。是為

成就初法。彼王顏貌端正。剎利種族。是為二法。彼王戒德增盛。智慧具

足。是為三法。彼王習種種技術。乘象．馬車．刀牟．弓矢．戰鬥之法。

無不具知。是為四法。彼王有大威力。攝諸小王。無不靡伏。是為五法。

彼王善於言語。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是為六法。彼王多有財寶。庫藏盈

溢。是為七法。彼王智謀勇果。無復怯弱。是為八法。彼剎利種王。成此

八法  

云何大臣成就四法。彼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見輕

毀。是為初法。復次。彼大臣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分別。世

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是為二法。

復次。大臣善於言語。所說柔和。義味具足。是為三法。復次。大臣智謀

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無不解知。是為四法。時。彼王成就八法。婆

羅門大臣成就四法。彼王有四援助．三祭祀法．十六祀具  

時。婆羅門大臣於彼新舍。以十六事開解王意。除王疑想。云何十六。大

臣白王。或有人言。今剎利王欲為大祀。而七世以來父母不正。常為他人

所見輕毀。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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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所輕毀。或有人言。今剎利王欲為大祀。而顏貌醜陋。非剎利種。

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顏貌端正。剎利種族。或有人言。今

剎利王欲為大祀。而無增上戒。智慧不具。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

何。王戒德增上。智慧具足。或有人言。今剎利王欲為大祀。而不善諸術。

乘象．馬車．種種兵法不能解知。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

諸技術。戰陣兵法。無不解知。或有人言。王欲為大祀。而無大威力攝諸

小王。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有大威力。攝諸小王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不善於言語。所說麤獷。義味不具。設有此言。

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善於言語。所說柔軟。義味具足。或有人言。王

欲大祀。而無多財寶。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庫藏盈溢。多

有財寶。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無智謀。志意怯弱。設有是言。不能污

王。所以者何。王智謀勇果。無有怯弱。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宮內。

設有是語。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宮內。或有人言。王欲

大祀。而不語太子．皇子。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

先語太子．皇子。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群臣。設有此言。不能污王。

所以者何。王欲大祀。先語群臣。或有人言。王欲大祀。不語將士。設有

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王欲祭祀。先語將士  

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婆羅門大臣七世以來父母不正。常為他人之所輕

毀。設有是語。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

見輕毀。或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於異學三部諷誦不利。種種經書不

能分別。世典幽微亦不綜練。不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

設有此言。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於三部異典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皆能

分別。世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於大人相法．瞻察吉凶．祭祀儀禮。或

有人言。王欲大祀。而大臣不善言語。所說麤獷。義味不具。設有此言。

不能污王。所以者何。我善言語。所說柔和。義味具足。或有人言。王欲

大祀。而大臣智謀不具。志意怯弱。不解祀法。設有是言。不能污王。所

 135



以者何。我智謀勇果。無有怯弱。凡祭祀法。無不解知  

佛告究羅檀頭。彼王於十六處有疑。而彼大臣以十六事開解王意  

佛言。時。大臣於彼新舍。以十事行示教利喜於王。云何為十。大臣言。

王祭祀時。諸有殺生．不殺生來集會者。平等施與。若有殺生而來者。亦

施與。彼自當知。不殺而來者。亦施與。為是故施。如是心施。若復有偷

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妒．邪見來在會者。亦施

與。彼自當知。若有不盜。乃至正見來者。亦施與。為是故施。如是心施  

佛告婆羅門。彼大臣以此十行示教利喜  

又告婆羅門。時。彼剎利王於彼新舍生三悔心。大臣滅之。云何為三。王

生悔言。我今大祀。已為大祀．當為大祀．今為大祀。多損財寶。起此三

心。而懷悔恨。大臣語言。王已為大祀。已施．當施．今施。於此福祀不

宜生悔。是為王入新舍生三悔心。大臣滅之  

佛告婆羅門。爾時。剎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出彼新舍。於舍前

露地然大火[卄/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時。彼王夫人聞

王以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卄/積]。手執油瓶注於火上。唱

言。與。與。彼夫人．婇女多持財寶。來詣王所。而白王言。此諸雜寶。

助王為祀。婆羅門。彼王尋告夫人．婇女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

自大有財寶。足以祭祀。諸夫人．婇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將此寶物還於

宮中。若王於東方設大祀時。當用佐助。婆羅門。其後王於東方設大祀時。

夫人．婇女即以此寶物助設大祀  

時。太子．皇子聞王十五日月滿時出新舍。於舍前然大火[卄/積]。手執油

瓶注於火上。唱言。與。與。彼太子．皇子多持財寶。來詣王所。白王言。

以此寶物。助王大祀。王言。止。止。汝便為供養已。我自大有財寶。足

已祭祀。諸太子．皇子自生念言。我等不宜持此寶物還也。王若於南方設

大祀者。當以佐助。如是大臣持寶物來。願已助王祭祀西方。將士持寶物

來。願已助王祭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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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婆羅門。彼王大祭祀時。不殺牛．羊及諸眾生。唯用酥．乳．麻油．

蜜．黑蜜．石蜜。以為祭祀  

佛告婆羅門。彼剎利王為大祀時。初喜．中喜。後亦喜。此為成辦祭祀之

法  

佛告婆羅門。彼剎利王為大祀已。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為道。修四

無量心。身壞命終。生梵天上。時。王夫人為大施已。亦復除髮。服三法

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壞命終。生梵天上。婆羅門大臣教王四方祭

祀已。亦為大施。然後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行四梵行。身壞

命終。生梵天上  

佛告婆羅門。時。王為三祭祀法．十六祀具。而成大祀。於汝意云何  

時。究羅檀頭聞佛言已。默然不對。時。五百婆羅門語究羅檀頭言。沙門

瞿曇所言微妙。大師何故默然不答  

究羅檀頭答言。沙門瞿曇所說微妙。我非不然可。所以默然者。自思惟耳。

沙門瞿曇說此事。不言從他聞。我默思惟。沙門瞿曇將無是彼剎利王耶。

或是彼婆羅門大臣耶  

爾時。世尊告究羅檀頭曰。善哉。善哉。汝觀如來。正得其宜。是時。剎

利王為大祀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即吾身是也。我於爾時極大施慧  

究羅檀頭白佛言。齊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得大果報。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問曰。何者是  

佛言。於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 

供養眾僧。使不斷者。功德勝彼  

又問。於三祭祀及十六祀具。若能常供養眾僧使不斷者。為此功德最勝。

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137



佛言。若以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養眾僧使不斷者。不如為招提僧起僧房

堂閣。此施最勝  

又問。為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養眾僧使不斷絕。及為招提僧起僧房堂

閣。為此福最勝。復有勝者耶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為三種祭祀．十六祀具。供養眾僧使不斷絕。及為招提僧起僧房

堂閣。不如起歡喜心。口自發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此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歸。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以歡喜心受．行五戒。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此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祀。至於五戒。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能以慈心念一切眾生。如搆牛乳頃。其福最勝  

又問。齊此三祀。至於慈心。得大果報耶。復有勝者  

佛言。有  

又問。何者是  

佛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有人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眾德悉

備。乃至具足三明。滅諸癡冥。具足慧明。所以者何。以不放逸．樂閑靜

故。此福最勝  

究羅檀頭又白佛言。瞿曇。我為祭祀。具諸牛羊各五百頭。今盡放捨。任

其自遊隨逐水草。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

自今以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唯願世尊及諸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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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受我請。爾時。世尊默然受之  

時。婆羅門見佛默然受請已。即起禮佛。繞三匝而去。還家供辦種種餚膳。

明日時到。爾時。世尊著衣持缽。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詣婆羅門

舍。就座而坐。時婆羅門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食訖去缽。行澡水畢。佛

為婆羅門而作頌曰  

  祭祀火為上   諷誦詩為上 

  人中王為上   眾流海為上 

  星中月為上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諸有所生物 

  天及世間人   唯佛為最上 

  欲求大福者   當供養三寶 

爾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即取一小座於佛前坐。爾時世尊漸為說法。示教利

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大患。上漏為礙。出要為上。分布顯示

諸清淨行。爾時。世尊觀彼婆羅門志意柔軟。陰蓋輕微。易可調伏。如諸

佛常法。為說苦諦。分別顯示。說集聖諦．集滅聖諦．出要聖諦。時。究

羅檀頭婆羅門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淨潔白疊。易為受染。

檀頭婆羅門亦復如是。見法得法。獲果定住。不由他信。得無所畏。而白

佛言。我今重再三歸依佛．法．聖眾。願佛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塞。自今

已後。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重白佛言。唯願世尊更受我七日請。爾時。世尊默然受之。時。婆羅門即

於七日中。手自斟酌。供佛及僧。過七日已。世尊遊行人間  

佛去未久。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得病命終。時。眾多比丘聞究羅檀頭供養佛

七日。佛去未久。得病命終。即自念言。彼人命終。當何所趣。時。諸比

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於一面坐。彼究羅檀頭今者命終。當生何所  

佛告諸比丘。彼人淨修梵行。法法成就。亦不於法有所觸嬈。以斷五下分

結。於彼現般涅槃。不來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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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No. 01 長阿含經 (卷 15) T01, p0096c 

 

 

 

 

 

 

 

 

 

 

 

 

 

 

 

 

 

 

 

 

 

 

 

 

 

 

 

 140



附錄五   舉例田野筆記 
 
(一) 舉辦棄酒焚煙活動 

地點：台北縣板橋市農村公園 
時間：西元 2003年 11月 9日 
 
 
 
 
 
 
 
 
 
 
 
 
 
 
 
 
 
 
 
 
 
 
 
 
 
 

圖附錄五-1-1：台灣法身中心與南投縣
淨律寺合辦棄酒焚煙活動      
李成智攝影 (2003-11-9) 

圖附錄五-1-2：駐台泰國辦事處主
任──Piyawat 先生帶領參與者棄
酒焚煙          白樸攝影
(2003 11 9)

 
 
 
 
台北縣板橋市農村公園 

展覽 

 
舞

台

寺廟  棄酒焚煙區 路 

僧團及貴賓座

圖附錄五-1-3：板橋農村公園舉辦棄酒焚煙活動的平面圖  
資料來源：《白樸田野筆記》，頁 470。 

內容： 

 1.今天台灣法身中心邀請了中壢泰國寺院、南投縣淨律寺、駐台泰國貿易經濟
辦事處三位主任(簽證組、商務組和勞工組)蒞臨參與活動，其他人大多數是住在板
橋、土城、新莊、基隆、南崁、桃園和內壢的泰勞，參加人數總共兩百九十位。 
 2.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勸導泰勞朋友戒酒、戒煙，專心工作。 
 3.傾倒的酒和焚燒的煙都是參與者自己帶來。 
 4.今天有三十五名泰勞決定戒酒戒煙。 
 5.活動的流程是貴賓入座、參與者們站在廣場上、請中壢泰國寺院的法師開
示、請駐台泰國辦事處主任致詞、請貴賓棄酒焚煙、請其他參與者棄酒焚煙、合

影。 
心得：今天活動的成功不在於參加人數多寡或能邀請地位多高的貴賓，而是在於

活動能影響三十五名泰勞戒酒戒煙的行為。來自南投縣淨律寺的淨照法師也希望

台灣人能舉辦這種活動，減少台灣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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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集資料與製作節目的紀錄片 
 
地點：億錸音樂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 91巷 23弄 4號 3樓 
時間：西元 2003年 8月 10日 
 
 
 
 
 
 
 
 
 

 
 
 
 
  
 
 
 
 
 
 
 
 
 
 
 
 
 
 
 
 
 
 

⇑ 圖附錄五-2-2： 
億錸音樂有限公司的控音室 
白樸 攝影(2003-8-10) 

⇐ 圖附錄五-2-1： 
億錸音樂有限公司的錄音室 
白樸 攝影 (2003-8-10) 

 
 
控音室 一 

入

口 
鞋

櫃

億錸音樂有限公司

辦公室 沙發

茶水

錄音室 一 錄音室 二 控音室 二 

圖附錄五-2-3：億錸音樂有限公司的平面圖 / 資料來源：《白樸田野筆記》，頁 501。 

內容： 
 1.由於每年 8月 12日是泰國母親節，所以今天為了迎接母親節而錄了四首關
於母親之歌：《天堂的起點》、《母愛》、《跪拜慈母於足》、《任空氣也穿不透》，同

時也拍錄三名歌手錄音的氣氛，然後用 Vegas剪接成紀錄片，介紹他們。 
 2.三名歌手是曹松章、曹樹文和李思慧。 
 3.錄音的時間從下午兩點至下午五點，剪接紀錄片的時間從晚上七點至十一
點。 
 4.準備的工具：SONY MEGA PIXEL 3CCD、三腳架、錄音器材、數位像機、
泰漢歌詞、Backing Track Music、錄音費。 
心得：三位歌手和翻譯歌詞的人──洪炯威先生都希望這四首歌能感動《夢中夢》

節目觀眾的心，使家庭氣氛更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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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翻譯及廣播節目 
 
地點：板橋市文化路二段 182巷 3弄 50號 5樓 
時間：西元 2003年 12月 5日 
 

 
 
 
 
 
 
 
 
 
 
 
 
 
 
 
 

 
 
 

圖附錄五-3-1：

筆者使用桌上

型電腦和錄音

設備翻譯廣播 

《夢中夢》 

節目 

 

黃碧維 攝影

(2003-12-5) 

圖附錄五-3-2：《夢中夢》節目中文翻譯系統 
資料來源：《白樸田野筆記》，頁 503。 

內容： 
 1.今天是泰國父親節，在台灣法身中心翻譯《夢中夢》節目。 
 2.今天節目的內容談到父親的愛和家庭關係比較多，台灣法身中心也製作了一
首中文歌：《全心愛您》奉獻予全世界的爸爸。 
 3.因自己的華語能力不足，而且泰語和華語的差別相當大，所以翻譯節目時，
只能把大概的意思翻譯出來。 
 4.今晚從Window Media Encoder看到華語觀眾的名單有來自新加坡、台灣、
香港、中國、瑪來西亞、西雅圖等地區。 
 
心得：邊翻譯邊聽節目，使自己增加了不少佛學知識，翻譯久之後開始跟法勝法

師有默契，更了解翻譯的節奏、音量、內容等等。今晚有一位小朋友──林玉平

寄信給法勝法師說，看《夢中夢》節目後更愛自己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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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收集觀眾的意見回覆給 DMC執行團 
 
地點：板橋市文化路二段 182巷 3弄 50號 5樓 
時間：西元 2003年 5月 22日 
 
  

圖附錄五-4-2：網路電話系統 
資料來源： 《白樸田野筆記》，頁 450。 

圖附錄五-4-1：工作人員收集觀
眾意見回覆 DMC執行團的情
況   
白樸  攝影(2003-5-22) 

 
 
 
 
 
 
 
 
 
 
 
 
 
 
 
 
 
 
 
 
 
 
 
 
 
內容： 
 1.今天《夢中夢》節目現場直播到晚上十點四十五分。 
 2.今天節目的內容談到佛教徒的精神和道教的淵源，所以 DMC執行團希望台
灣法身中心能提供台灣人的意見。時間很晚的關係，僅聯絡到住在板橋的翁乙方

女士，她聽節目後感覺法勝法師很了解各個宗教信仰的淵源，也學到了寬容對待

其他宗教的精神。 
 3.用網路電話來提供台灣觀眾的意見給 DMC執行團到晚上十一點。 
 
心得：《夢中夢》節目的立場是不否認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而是給觀眾深入了解

各個宗教信仰的真實面貌。當有誹謗佛教的事件法勝法師也教導觀眾要積極處

理，如他所教導同學的善口業：個人的事情以捨的心態來看待，佛教的事情不能

捨棄，必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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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夢中夢》節目對社會影響的例子 VCD 
 

一、「西元 2004年世界禁煙日獎」(world no tobacco award 2004) 

二、經營釀酒廠的雇主看了節目後決定結束自己經營的生意 

三、經營妓院的雇主看了節目後決定結束自己經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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