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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福田應取其德，不應分別老少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6.1.9）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大莊嚴論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261 頁上欄到 262 頁下欄。
種福田應當看重他的德行，不應選擇年輕力壯或年老衰弱。
過去曾聽說，有施主派遣熟識的修行人到僧院迎請僧眾來應供，不過，他只邀請年
紀大的，不邀請年輕的。後來，熟識的修行人迎請僧眾，這次本來應該輪到沙彌應供，
然而卻不邀請他們。
沙彌問：「為什麼不邀請我們這些沙彌呢？」
這修行人回答：「是施主不邀請，不是我不願意。」
來勸請的修行人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年老的人看起來有德行，頭髮花白而長滿皺紋，長長的壽眉、缺落的牙齒，駝著
背、四肢關節行動遲緩，施主喜歡這種樣貌的老年人，不喜歡看到年紀幼小的。」
這時，寺院中有一群沙彌，全都是阿羅漢，就好像有人惹怒獅子，去觸動獅子的腰
脈，使得獅子非常生氣。沙彌們便說：「這位施主愚癡沒有智慧，不好樂德行，只貪圖
年老的外貌。」
這時，沙彌們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所謂長老的意思，不一定是滿頭白髮、滿臉皺紋、牙齒脫落的人，因為有這些外
貌的人，也有可能是愚癡、沒有智慧的人。
應該要敬重能修福德、斷除各種惡業、修清淨梵行的人，這樣的人才真正稱得上是
長老。
我們對於毀謗、讚譽，心不執著，心念沒有增減（若有人對我們毀謗，我們也不會
對他生起輕視的心；若有人對我們讚譽，我們也不會對他特別生起歡喜、恭敬的心）；
但因為我們年輕的相貌讓施主生起輕慢心，而使他犯了罪過。
施主又對僧眾福田生起優劣、高下的分別心而妄加毀謗，我們應該趕緊前去啟發那
位施主，不要讓他因此而墮入惡道中。」
沙彌們便以神通力化作老人的相貌，頭髮花白、臉上有很多皺紋，長長的壽眉、缺
落的牙齒，駝著背、柱著拐杖，來到那位施主家。
施主一看到，心裡非常歡喜、慶幸，就燒香、散花，趕快請他們上坐。沒多久，座
位上的老人們竟全部恢復成沙彌的身形。施主非常驚訝錯愕，怎麼會變成這樣呢？他們
難道是喝了天上的甘露，使得容貌忽然變得年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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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沙彌就說：「我們不是夜叉，也不是羅剎惡鬼。先前看施主只選擇供養老年
人，對僧眾福田生出高尚、低下的分別想，這樣會損壞你的善根，因此我們顯現這樣的
變化，希望你能悔改。」接著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就好像用蚊子的嘴，想要吸光大海水到底；其實在世間中，沒有人能測量僧眾功
德的。
一切世間人都無法衡量僧眾的功德，更何況僅僅你一個人，竟然要測量僧眾廣大的
功德！」
沙彌又說：「你現在不應該計較僧眾年老、幼小的外貌。求法的人，不是看他的外
貌，應該重在他的智慧。有的人雖然年少，卻已斷除種種煩惱，得到聖道；而有人雖然
年老，但是放逸、不精進，這樣的人才是真正幼小的人。你的所作所為非常不恰當。就
像以短小的指爪想要探究到海底，這是不可能的；你也一樣，想要用你的智慧測量福田，
希望知道僧眾功德的高下，也是不可能的。你難道沒有聽說過，如來於經中曾說過有四
種不能輕視的教導嗎？王子、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視。世尊也曾說過菴羅果的譬喻，
有的裡面是生的，外表看起來是熟的；也有外表看起來是生的，其實裡面是熟的，所以
千萬不要隨意衡量前人的優劣、高下。僅僅一念之中，也有可能得道。你現在已經犯了
很大的過失，如果你有疑問，現在都可以提出來，從今以後，千萬不要再像這樣對僧眾
福田生起分別想。」接著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僧眾功德如大海，深廣無人能測量，連佛尚且對僧眾的功德生起喜悅、尊重心，
自己用百首偈頌讚歎，更何況其餘一切人，又怎麼會不稱頌、讚歎呢？
在僧眾廣大優良的福田中，下種雖然少，但卻能獲得大利益。
釋迦弟子和合的僧眾，是名第三寶（也就是僧寶），在這樣的大眾中，千萬不要以
貌取人。
不可僅憑著出生的種性族類、相貌威儀、巧妙的言語，未觀察內在的德行，只看外
表就生起崇敬、景仰的心。
有的人外表看起來雖然年幼弱小，其實他非常聰明有智慧、具有高尚的品德，不知
道他內心的品性就生起輕蔑，這是不可以的。
例如大叢林中，有芳香的薝蔔也夾雜了極臭的伊蘭。眾多的樹枝間有高有低參差不
齊，若被稱為「林」則沒有什麼差異；僧團中年紀雖然有長有幼，不應起分別心。
迦葉想要出家時，捨棄身上華麗的衣服，即使從庫房中取出最低劣的衣服，也價值
十萬金。
僧眾的福田，也是這樣，供養最資淺的僧眾，也能獲得十萬生的善報。
例如大海水中容不下死屍；僧眾的大海也是一樣，容不下毀壞禁戒的人。
凡夫僧眾中，即使身分最低下、持少許戒律的人，若能對他恭敬供養，也能獲得大
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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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僧眾，不論年老及年少，應平等心供養，不應生分別心。」
這時，施主聽完這段話後，全身毛孔直豎，立刻五體投地，哀求懺悔：「凡夫愚癡
人有許多罪過，祈願您接受我的懺悔。一切的疑惑，期望您能為我解釋。接著說了一段
偈頌，大意如下：
「您有大智慧，能斷除種種疑惑迷惘；我如果不請教，就是沒有智慧的人。」
這時，沙彌回答：「你儘管問，我都會為你解說。」
施主問：「大德！敬信佛與敬信僧，哪一個比較殊勝？」
沙彌回答：「你難道不知道有三寶嗎？」
施主說：
「我現在雖然知道有三寶，然而三寶中，難道沒有哪一個是最殊勝的嗎？」
沙彌回答說：
「我對佛與僧不生起高下的分別心。」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有一位尊貴種姓的婆羅門，名叫突羅闍，毀謗佛、讚歎佛，佛都面不改色。
他以食物供養如來，如來既不接受，三界中便沒有任何眾生能消受。佛叫婆羅門把
供養如來的食物放到無蟲水中，煙霧和火焰立刻同時竄起。
佛的姨母瞿曇彌想要供奉法衣給佛，佛請她轉布施給大眾僧，因為這個緣故，三寶
是平等無差別的。」
這時，施主聽完這段話，就說：「如果佛與僧平等無差異，為什麼要把食物放到水
中，而不給僧眾吃呢？」
沙彌回答：「如來對於食物毫無悋惜，是為了彰顯僧眾的功德力才故意這麼做。為
什麼呢？佛觀察這份供養如來的食物，在三界中沒有其他眾生能消受，放在水中，水便
起火焰。如果佛轉布施給僧眾，僧眾吃這些食物都安然無恙，可以消受。然而，瞿曇彌
特別準備法衣供奉佛，佛要瞿曇彌轉布施給大眾僧；僧眾接受之後也都安然自在，沒有
什麼變化差異。因此應當知道，僧眾有大功德，得好名聲，佛與僧沒有差異。」於是，
施主說：「從今以後，對於僧眾，不論年老、年少，都平等心恭敬，不生起分別心。」
沙彌回答：「你如果真是如此，不久之後將能得見道。」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意
如下：
「多聞與持戒、禪定及智慧，趣向聲聞、緣覺、佛三乘人，能趣向道果、得道果（聲
聞聖者有四向、四果）。
例如辛頭河，流注到大海；這些賢聖們也一樣，同入僧眾大海。
譬如雪山中，具足種種妙藥；又如好良田，能讓植物的種子增長；賢善等有智慧的
人，都是從僧眾中孕育出來的。」
說了這段偈頌之後，接著說：「施主！你難道沒有聽過經中提到阿那律、難提、金
毘羅這三位善男子嗎？有位名叫伽扶的鬼神大將對佛說：
『世尊！一切世界，不論是天、
人、魔、梵，如果能心念這三位善男子，都能得到利益安樂。』僧眾中僅是憶念這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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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能得到利益，更何況是心念大眾僧！」接著又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四個人以上才能稱為僧，）三個人還不足以成為僧伽，心念這三人就能得到利
益，如同那位鬼神大將所說：『還沒有心念四人以上的大眾僧，僅心念阿那律等三人，
這樣就能獲得大利益，更何況念四人以上的大眾僧！』
因此，你應當知道，功德等種種善事，都是從僧眾中生出的。
譬如大龍降雨，只有大海能承受；僧眾也是如此，能承受大法雨。
所以，你應當一心專念僧眾，像這樣的僧眾，是各種善人的會合，是得解脫的大眾。
僧眾就像是勇健的軍隊，能摧伏各種惡魔、怨賊、敵人；這樣的僧眾，是殊勝智慧
聚集的所在。
一切的善行，都在僧團中運作聚集，趣向聲聞乘、緣覺乘、佛乘得解脫，是大勝煩
惱魔軍的同伴。」
當沙彌說完這段讚歎僧眾的偈頌之後，施主及他的眷屬們心中非常歡喜，都證得初
果。
這一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
佛說：
「王子、蛇、火、沙彌雖小，不可輕視。」如果得罪了王子，或被小小的毒
蛇咬了，都可能性命不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樣地，也不能因為沙彌幼小就輕視
他。對於僧眾，不論年老或年少，不應起分別心，應平等供養。
佛也舉菴羅果的譬喻，有的菴羅果裡面是生澀的，但外表看起來像成熟的；有的裡
面是成熟的，但外表看起來像是生澀的。僧眾也是一樣，有的內在煩惱很多，但外表看
起來很有威儀；有的內心清淨、功德成就，但外表看起來不是很莊嚴。因此，不要隨便
批評他人，應該重視內在的德行，而不要只看外表；如果妄加批評，那只會傷害自己，
過失是很大的。
經中說到：
「如有人能憶念阿那律、難提、金毘羅這三位比丘，都能得到利益安樂。」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三個人呢？這典故出自《中阿含經》的《牛角娑羅林經》，這三位比
丘和合無諍，如果有人乞食先回來，看到沒水了，就會先去打水；如果有多的食物，他
會分給其他的比丘吃。佛問他們：「住得是否安穩？有沒有缺少什麼？」三個人都是同
樣的回答：
「我修身口意慈悲行，過得很安穩，沒有缺乏。我都克制自己，隨順其他的
賢者。」由於他們三人都讚歎其他的比丘，和合無諍，也非常精進，因此都證得阿羅漢
果。佛說：
「四個人以上才稱為僧。僅心念阿那律等三人，這樣就能獲得大利益，更何
況念四人以上的大眾僧！」
我們想想看，全心全力去修行，都不一定能成就，更何況還要分一些心力去勾心鬥
角，那更加沒希望了。
經中又提到瞿曇彌做了一件袈裟想要供養佛，佛請她轉供養大眾僧。瞿曇彌就是佛
的姨母，佛的生母在佛生下不久就往生了，是由佛的姨母撫養養大的。世尊成佛之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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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故鄉想要度化釋迦族人，他的姨母非常高興，事先準備了一件金縷衣想要供養佛；結
果佛請她拿去供養大眾僧。佛的姨母很難過，對世尊說：「這是我特地為您準備的，為
什麼您不接受？」佛回答說：「我知道姨母是為我好，但是以恩愛心來布施，福德不弘
廣。妳如果不以恩愛的心來供養大眾僧，福德更大。」類似的故事，在《大智度論》也
有說到。出處是在《大正藏》第 25 冊 224 頁上欄到 225 的下欄。
《大智度論》說：除了「念佛、念法」之外，還要「念僧」，因為僧眾是引導我趣
向涅槃的好同伴。過去陪伴我的都是惡人或是先生、妻子、小孩，結果並不是走向涅槃
解脫，而是走向三惡道；現在能夠與僧眾為同伴，大家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可以安穩
到達涅槃，應該心生歡喜。
經中說：「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瞻病人。」佛就像醫王，法如良藥，僧就像
是護理師、復健人員或是照顧病患的人。僧眾就像瞻病人，能幫助我們斷除種種的煩惱
病，也是一個很好的助緣，應該好好珍惜！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大莊嚴論經》卷 1（3）（大正 4，261a19-262c2）：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簡擇1少壯老弊2。
我昔曾聞，有檀越3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4請諸眾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
請諸眾僧，次5到沙彌，然其不用。
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沙彌？」
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
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6有宿德7，髮白而面皺，秀眉8齒缺落，背僂9支節10緩，檀越樂如是，不喜見幼小。」
1

簡擇：選擇。
（《漢語大詞典》（八），p.1258）
老弊：年老衰弱。（
《漢語大詞典》
（八）
，p.625）
3
（1）案：「檀越」即「施主」。
（2）施主：梵語 dāna-pati。即施與僧眾衣食，或出資舉行法會等之信眾。音譯檀越、陀那鉢
底、陀那婆。又作布施家。又梵漢兼舉而稱檀越施主、檀那主、檀主。
（《佛光大辭典》
（四）
，
p.3828.1-3828.2）
4
僧伽藍：即僧伽羅磨。佛教寺院。
（《漢語大詞典》
（一）
，p.1683）
5
次：4.依次。
（《漢語大詞典》（六），p.1434）
6
耆年：2.指高年。（
《漢語大詞典》
（八）
，p.640）
7
宿德：年老有德者。（《漢語大詞典》（三），p.1528）
8
秀眉：老人眉毛中的長毛，為長壽的象徵。（《漢語大詞典》（八），p.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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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師子11棖12其腰13脉14，令其瞋恚。諸沙彌
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15。」
時，諸沙彌即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不必在白髮，面皺牙齒落，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除滅去眾惡，淨修梵行16者，是名為長老。
我等於毀譽17，不生增減心，但令彼檀越，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誹謗生增減。我等應速往，起發18彼檀越，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尋以神通力化作老人像，髮白而面皺，秀眉牙齒落，僂脊而柱杖，詣彼檀
越家。
檀越既見已，心生大歡慶，燒香散名花，速請令就坐。既至須臾頃，還服19沙彌形，檀
越生驚愕20，變化乃如是。為飲天甘露，容色21忽鮮22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
「我非夜叉23亦非羅剎24。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想，
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口*(隹/乃)]25，欲盡大海底，世間無能測，眾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籌量僧功德，況汝獨一己，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
「汝今不應校量26眾僧耆少形相，夫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
斷諸結27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作，甚為不是。若以爪指，欲盡
海底，無有是處；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無是處。汝寧28不聞如來
9

背僂：背部彎曲，駝背。
（《漢語大詞典》（六），p.1230）
支節：1.四肢。2.指四肢關節。（《漢語大詞典》（四），p.1382）
11
師子：1.梵語 siṃha，巴利語 sīha。又作獅子。
（《佛光大辭典》（五），p.4090.3）
12
棖（ㄔㄥˊ）：5.觸動。
（
《漢語大詞典》
（四），p.1073）
13
腰＝要【宋】
【元】
【明】。
（大正 4，261d，n.5）
14
脉：血脉，如：動脉、靜脉。（
《漢語大字典》
（三）
，p.2064）
15
耆老：1.老年人。2.年老。
（《漢語大詞典》
（八）
，p.640）
16
梵行：佛教語。謂清凈除欲之行。
（《漢語大詞典》
（四）
，p.1029）
17
毀譽：詆毀和贊譽。（《漢語大詞典》（六），p.1500）
18
起發：1.猶啟發。（
《漢語大詞典》
（九）
，p.1102）
19
服＝復【宋】
【元】
【明】。
（大正 4，261d，n.6）
20
驚愕：亦作“驚鄂”。吃驚而發愣，非常震驚。
（《漢語大詞典》（十二）
，p.891）
21
容色：容貌神色。（
《漢語大詞典》
（三）
，p.1490）
22
鮮（ㄒㄧㄢ）
：16.通“ 斯 ”。副詞。於是，就。
（《漢語大詞典》（十二）
，p.1223）
23
夜叉：1.佛經中一種形象醜惡的鬼，勇健暴惡，能食人，後受佛之教化而成為護法之神，列
為天龍八部眾之一。（《漢語大詞典》（二），p.356）
24
羅剎：1.此云惡鬼也，食人血肉，或飛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
（
《漢語大詞典》
（八）
，p.1048）
25
（1）案：
《大正藏》原作「[目*(隹/乃)]」
，今依《高麗藏》作「[口*(隹/乃)]」
（第 16 冊，1005a3）
（2）案：[口*（隹/乃）]：“嘴”的異體字。
（《異體字字典》教育部，C05220-001）
26
校量：1.衡量，考查。
（《漢語大詞典》
（四）
，p.1003）
27
結：梵語 bandhana。又作結使。即使煩惱。結，為繫縛之義；蓋煩惱繫縛眾生於迷境，令不
出離生死之苦，故有此異稱。
（
《佛光大辭典》
（六）
，p.5179.2）
28
寧（ㄋㄧㄥˋ）
：3.豈，難道。（
《漢語大詞典》
（三）
，p.159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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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四不輕經29？王子、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內生外熟，外
生內熟30，莫妄稱量前人長短31，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有
疑，今悉32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眾僧功德海，無能測量者，佛尚生欣敬，自以百偈讚，況餘一切人，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眾，是名第三寶，於諸大眾中，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威儀、巧言說，未測其內德33，覩形生宗仰34。
觀形雖幼弱，聰慧有高德，不知內心行，乃更生輕蔑。
譬如大叢林，薝蔔35雜伊蘭36。眾樹雖參差，語林則不異；僧雖有長幼，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捨身上妙服，取庫最下衣，猶直37十萬金。
眾僧之福田，其事亦如是。供養最下者，獲報十万38身。
譬如大海水，不宿於死屍；僧海亦如是，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最下持少戒，恭敬加供養，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眾僧，耆老及少年，等心而供養，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竪，五體投地，求哀懺悔：
「凡夫愚人多有𠎝39咎40，願聽
懺悔，所有疑惑幸41為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以斷諸疑網，我若不諮問，則非有智者。」
爾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為汝說。」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四不輕經＝經中不輕【宋】
【元】【明】
。（大正 4，261d，n.10）
參見《賢愚經》卷 5〈23 沙彌守戒自殺品〉
：
沙門四種，好惡難明，如菴羅果生熟難知。
或有比丘，威儀庠序，徐行諦視，而內具足貪欲、恚癡破戒非法，如菴羅果外熟內生。
※
或有比丘，外行麤踈，不順 儀式，而內具足沙門德行、禪定智慧，如菴羅果內熟外生。
※
或有比丘，威儀麤穬 ，破戒造惡，內亦具有貪欲、恚、癡、慳貪、嫉妬，如菴羅果內外俱生。
或有比丘，威儀庠審，持戒自守，而內具足沙門德行戒定慧解，如菴羅果內外俱熟。
（大正 4，
380b23-c2）
※ 順＝慎【宋】【元】【明】。
（大正 4，380d，n.19）
※ 穬＝獷【宋】【元】【明】。
（大正 4，380d，n.20）
長短：7.高和下，優和劣。
（《漢語大詞典》
（十一）
，p.599）
今悉＝悉皆【宋】【元】【明】。
（大正 4，261d，n.12）
內德：1.內稟的德性，自身固有的道德。（
《漢語大詞典》
（一）
，p.1017）
宗仰：1.推崇景仰。（《漢語大詞典》（三），p.1350）
薝蔔：梵語 Campaka 音譯。又譯作瞻蔔伽、旃波迦、瞻波等。義譯為郁金花。
（《漢語大詞典》
（九），p.566）
伊蘭：1.草花名。有臭氣的惡草。佛經中多以伊蘭比喻煩，以旃檀木的香味比喻菩提。（《漢
語大詞典》
（一）
，p.1220）
直：23.價值。
（《漢語大詞典》
（一）
，p.853）
万＝力【明】
。（大正 4，261d，n.14）
案：
「𠎝」是「愆」的異體字。
愆咎：罪過。
（《漢語大詞典》（七），p.629）
幸：12.希望，期望。亦為表示希望之辭。（《漢語大詞典》（二），p.108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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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越問言：
「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為勝？」
沙彌答曰：
「汝寧不知有三寶乎？」
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耶？」
沙彌答曰：
「我於佛僧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厥42名突羅闍，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如來既不受，三界無能消，擲置於水中，煙炎43同時起。
瞿曇彌44奉衣，佛勅施眾僧，以是因緣故，三寶等無異。」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
「如其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於水中，不與眾僧？」
沙彌答言：
「如來於食都無悋惜，為欲顯示眾僧德力，故為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
三界之中無能消45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故以衣奉佛，佛迴46與僧，眾
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
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今以後於眾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別。」
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禪定及智慧，趣向三乘人，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47，流注入大海，是等諸賢聖，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具足諸妙藥；亦如好良田，增長於種子；賢善諸智人，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48頭、難提、黔毘羅此三族姓子49，
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
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眾！」50即說偈言：
42

厥：4.代詞。其。（
《漢語大詞典》
（一）
，p.936）
煙炎：火苗。亦指煙和火焰。（
《漢語大詞典》
（七）
，p.177）
44
瞿曇彌：梵名 Gautamī，巴利名 Gotamī。又作憍曇彌、瞿答彌、喬答彌，或作瞿夷、裘夷。
為印度剎帝利種族之一姓，即瞿曇（梵 Gautama）之女聲，為釋迦族女子之通稱。於諸經中，
特尊稱佛之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梵 Mahāprajāpatī）為瞿曇彌。
（《佛光大辭典》
（七）
，p.6582.1）
45
消：5.享受，受用。（《漢語大詞典》（五），p.1199）
46
迴：11.謂把所得的封贈呈請改授他人。（
《漢語大詞典》
（十）
，p.769）
47
（1）案：「辛頭河」又稱「信度河」，即今之「印度河」
。
（2）信度河：信度，梵名 Sindh, Sindhu，巴利名同。印度西北部之大河。又稱印度斯河、新
陶河、拉楚河、新頭河、辛頭河，即現今之印度河。（
《佛光大辭典》
（四）
，p.3718.1）
48
案：
《大正藏》原作「慮」
，今依《高麗藏》作「盧」（第 17 冊，1062b10）
。
49
族姓子：梵語 kula-putra。音譯矩羅補怛羅。又作族姓男。即所謂「善男子」，為對信佛、聞
法、行善業者之美稱。印度有四姓階級，生於四姓中之婆羅門大族之子弟，乃於諸姓中為最
勝，故稱族姓子。此外，族姓子一般指在家信男，然亦有用於對比丘之稱呼。
（
《佛光大辭典》
（五），p.4612.3）
50
參見《中阿含經》卷 48〈4 雙品〉
（185 經）
《牛角娑羅林經》：
世尊告曰：
「如是，如是。長鬼天！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
陀、難提、金毘羅。……長鬼天！若彼三族家，此三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學道，彼三族家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大善利，安隱快樂。若
彼村邑及天、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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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不成僧，念則得利益；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尚獲是大利，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功德諸善事，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唯海能堪受，眾僧亦如是，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專心念眾僧；如是眾僧者，是諸善之群，解脫之大眾。
僧猶勇健軍，能摧魔怨敵；如是眾僧者，勝智之叢林51。
一切諸善行，運集在其中，趣三乘解脫，大勝之伴黨52。」
爾時，沙彌說偈讚已，檀越眷屬心大歡喜，皆得須陀洹果。

二、《大智度論》卷 22〈1 序品〉（大正 25，224a18-225c13）：
行者應念僧，僧是我趣涅槃之真伴，一戒、一見，如是應歡喜，一心恭敬，順從無違。
我先伴種種眾惡、妻子、奴婢、人民等，是入三惡道伴；今得聖人伴，安隱至涅槃。佛
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瞻病人。我當清淨持戒、正憶念，如佛所說法藥，我當順從。
僧是我斷諸結病中一因緣，所謂瞻病人，是故當念僧。
復次，僧有無量戒、禪定、智慧等具足，其德不可測量。
如一富貴長者信樂53僧，白僧執事54：「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沙彌，執
事不聽55沙彌受請。
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
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56。」
便說偈言：「鬚髮白如雪，齒落皮肉皺，僂步57形體羸，樂請如是輩。」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欻然58從坐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見形不取德；捨是少年相，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相者，如佛說偈：

饒益，安隱快樂。長鬼天！此三族姓子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大正 1，731a8-25）
51
叢林：2.佛教多數僧眾聚居的處所。
《大智度論》卷三：“僧伽，秦言眾，多比丘一處和合，
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為林。”後泛稱寺院為叢林。
（《漢語大詞典》（二），p.892）
52
（1）伴黨：見“ 伴當 ”。
（《漢語大詞典》
（一）
，p.1282）
（2）伴當：亦作“伴黨”。亦作“伴儅”。1.伙伴，同伴。
（《漢語大詞典》（一），p.1281）
53
信樂：聽聞、信仰佛法，因而產生愛樂之心。謂於心忍許，更愛樂欲求之。（
《佛光大辭典》
（四），p.3722.3）
54
執事：梵語 vaiyāvṛtyakara，巴利語 veyyāvaccakara。指執掌事務者。
（《佛光大辭典》
（五）
，
p.4443.2）
55
不聽：2.不允許。（
《漢語大詞典》
（一）
，p.482）
56
故＋（諸阿羅漢沙彌）
【石】
。（大正 4，224d，n.8）
57
僂（ㄌㄩˇ）步：彎下身子走路。
（《漢語大詞典》
（一）
，p.1631）
58
欻（ㄒㄩ）然：忽然。
（《漢語大詞典》
（六）
，p.145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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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長老相，不必以年耆，形瘦鬚髮白，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精進行梵行；已離一切法，是名為長老。」
是時，諸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此檀越品量僧好惡。」即復說偈：
「讚歎呵罵中，我等心雖一；是人毀佛法，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以法教語之，我等不度者，是則為棄物59！」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鬚髮白如雪，秀眉垂覆眼，皮皺如波浪，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次第而受請；舉身皆振掉60，行止不自安，譬如白楊樹，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歡喜迎入坐，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形。
檀越驚怖言：「如是耆老相，還變成少身；如服還年藥61，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
「汝莫生疑畏，我等非非人62。汝欲平63量僧，是事甚可傷！
我等相憐愍，故現如是化，汝當深識之，聖眾不可量！如說：
『譬如以蚊[口*(隹/乃)]，猶可測海底；一切天與人，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猶尚不分別；而汝以年歲，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不在於老少；有智懃精進，雖少而是老。懈怠無智慧，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
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
能殺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又不可輕也；沙彌雖小，得聖神通，最不
可輕！』
又有四種人，如菴羅果：生而似熟，熟而似生，生而似生，熟而似熟。佛弟子亦如是：
有聖功德成就，而威儀、語言不似善人；有威儀、語言似善人，而聖功德不成就；有
威儀、語言不似善人，聖功德未成就；有威儀、語言似善人，而聖功德成就。
汝云何不念是言，而欲稱量於僧？汝若欲毀僧，是則為自毀，汝為大失！已64過事不
可追，方來善心，除去諸疑悔，聽我所說65：
聖眾不可量，難以威儀知，不可以族姓，亦不以多聞，

59

棄物：2.比喻沒用之人。
（《漢語大詞典》（四），p.1125）
振掉：動搖，震動。（《漢語大詞典》（六），p.601）
61
還年藥：返老還童之藥。
（《漢語大詞典》（十），p.1251）
62
非人：7.佛教語。相對於人間而言的天界、冥界的眾生。如天龍八部及夜叉之類。（《漢語大
詞典》（十一）
，p.779）
63
平：23.通“ 評 ”。評論。（
《漢語大詞典》
（二）
，p.921）
64
《大正藏》原作「己」
，今依《高麗藏》作「已」（第 14 冊，601c13）
。
65
說＋（偈）【宋】【元】【明】【宮】【石】。
（大正 25，224d，n.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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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以威德，又不以耆年，亦不以嚴容，復不以辯言66。
聖眾大海水，功德故甚深。
佛以百事67讚是僧，施之雖少得報多，是第三寶聲遠聞，以是故應供養僧！
不應分別是老少，多知少聞及明闇；如人觀林不分別，伊蘭、瞻蔔及薩羅68。
汝欲念僧當如是，不應以愚分別聖。
摩訶迦葉出家時，納衣價直十萬金，欲作乞人下賤服，更求麁69弊不能得。
聖眾僧中亦如是，求索最下小福田，能報施者十萬倍，更求不如不可得。
眾僧大海水，結戒為畔際70；若有破戒者，終不在僧數；譬如大海水，不共死屍宿！」
檀越聞是事，見是神通力，身驚毛竪，合掌白諸沙彌言：
「諸聖人，我今懺悔！我是凡夫人，心常懷罪，我有少疑，今欲請問。」
而說偈言：「大德已過疑，我今得遭遇，若復不諮問，則是愚中愚！」
諸沙彌言：「汝欲問者便問，我當以所聞答。」
檀越問言：「於佛寶中信心清淨，於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
答曰：
「我等初不見僧寶、佛寶有增減，何以故？佛一時舍婆提71乞食，有一婆羅門姓婆
羅埵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
佛時說偈：
『時雨數數72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故受數數死；聖法數數成，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作是念：『佛大聖人，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
佛。
佛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
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
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73無虫水中！』
66

辯言：1.巧偽之言，美麗動聽而奸詐虛偽的言詞。
（《漢語大詞典》
（十一）
，p.511）
百事：各種事務，事事。
（《漢語大詞典》（八），p.230）
68
《翻梵語》卷 9：
「薩羅（譯曰杉也）
。」
（大正 54，1047b21）
69
（1）麁：同“麤”。（《漢語大字典》（七），p.4727）
（2）麤：3.粗糙，粗劣。
（《漢語大詞典》（十二）
，p.1305）
70
畔際：界限，邊際。（《漢語大詞典》（七），p.1339）
71
（1）案：「舍婆提」為佛世時中印度六大都城之一。
（2）六大城：佛世時，中印度著名之六大都城。南本《涅槃經》卷二十七舉出舍婆提城（梵
Śrāvastī）
、娑枳多城（梵 Sāketa）、譫婆城（梵 Campā）
、毘舍離城（梵 Vaiśāli）
、波羅奈
城（梵 Bārāṇasī）
、王舍城（梵 Rājagriha）等六大城之名。
（《佛光大辭典》
（二）
，p.1252.2）
72
數數：2.屢次，常常。
（《漢語大詞典》
（五）
，p.510）
67

11

佛典故事

種福田應取其德，不應分別老少

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虫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
『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還到佛所，頭面禮佛足懺悔，乞出家受戒。
佛言：『善來！』
即時鬚髮自墮，便成沙門；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
復有摩訶憍曇彌74，以金色上下寶衣奉佛。佛知眾僧堪能受用，告憍曇彌：
『以此上下衣
與眾僧。』
以是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
檀越言：「若為佛佈施，僧能消能受；何以故婆羅埵逝婆羅門食，佛不教令僧食？」
諸沙彌答言：「為顯僧大力故。若不見食在水中有大神力者，無以知僧力為大！若為佛
施物而僧得受，便知僧力為大。譬如藥師欲試毒藥，先以與鷄，鷄即時死，然後自服，
乃知藥師威力為大！是故，檀越當知：『若人愛敬佛，亦當愛敬僧，不當有分別，同皆
為寶故！』
」
爾時，檀越聞說是事，歡喜言：
「我某甲從今日，若有入僧數中，若小若大，一心信敬，
不敢分別！」
諸沙彌言：
「汝心信敬無上福田，不久當得道！何以故？
『多聞及持戒、智慧禪定者，皆入僧數中，如萬川歸海！
譬如眾藥草，依止於雪山；百穀諸草木，皆依止於地；一切諸善人，皆在僧數中！』
復次，汝等曾聞佛為長鬼神將軍讚三善男子──阿泥盧陀、難提、迦翅彌羅不？
佛言：『若一切世間天及人，一心念三善男子，長夜得無量利益。』以是事故，倍當信
敬僧！是三人不名僧，佛說念三人有如是果報，何況一心清淨念僧！是故，檀越！當任
力75念僧名，如說偈：
『是諸聖人眾，則為雄猛軍，摧滅魔王賊，是伴至涅槃！』
」
諸沙彌為檀越種種說僧聖功德；檀越聞已，舉家大小皆見四諦，得須陀洹道。
以是因緣故，應當一心念僧。
三、《賢愚經》卷 12〈50 波婆離品〉（大正 4，434a6-23）：
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畾/且)*毛]76，積心
73

若＝著【宋】
【元】
【明】【宮】。
（大正 25，225d，n.13）
憍曇彌：梵名 Gautamī，巴利名 Gotamī。即佛陀之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亦為釋種中一般女子
之通稱。又作喬答彌、俱曇彌、瞿曇彌、瞿夷、裘夷。憍曇，乃印度剎帝利種族之一姓；彌，
為憍曇之女聲。以摩訶波闍波提為佛陀之姨母，故稱為憍曇彌。
（《佛光大辭典》
（七）
，p.6065.3）
75
任力：盡力。
（《漢語大詞典》（一），p.1198）
76
（1）[(畾/且)*毛]：㲲的異體字。
（2）㲲：1.細毛布，細眠布。（
《漢語大字典》
（三）
，p.200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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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想，唯俟77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畾/且)*毛]，奉上如來。
佛告憍曇彌：「汝持此[(畾/且)*毛]，往奉眾僧。」
時，波闍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
我受之。」
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之心，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報彌多。我知此
事，是以相勸。」
佛又言曰：「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
丘尼，各有八輩，不如僧中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
末世，法垂欲盡，正使比丘畜妻俠78子，四人以上，名字眾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
犍連等。」
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眾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受
之。

77
78

俟：2.等待。
（《漢語大詞典》（一），p.1433）
俠＝挾【元】
【明】
。（大正 4，434d，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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