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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2.11.24）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菩薩本行經》，在《大正藏》第 3 冊 113
頁下欄到 116 頁的上欄。 

過去須達長者（也就是給孤獨長者），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貧窮。有一次，因為聽聞佛

說法之後非常歡喜，身心清淨，而證得三果阿那含。 

由於他很貧窮，身上只有五金錢，每天拿一錢供養佛，一錢供養法，一錢供養僧，另

外一錢留著自己用，還有一錢留著做本錢，每天都是這樣做。即使這樣不斷地布施，身邊

也都不缺，經常有一錢，從來不會竭盡用完。後來，他受了五戒，長跪著向佛說：「我今天

貪欲的心已經全部斷除了，在家的日常生活我要怎麼做才好呢？」  

佛就告訴須達：「你現在心意清淨，不會再貪著愛欲，你可以回家對你的妻妾們說：『現

在我的貪欲心已經完全斷除了，妳們可以各隨所好，如果想要改嫁的，請便！如果想要留

下來，我就供給妳衣食。』」 

須達聽了佛的教誨以後，就向佛頂禮告辭，回去就照著佛所吩咐的，跟妻妾們說：「我

現在已經永遠斷盡了愛欲，不會再有淫欲之事了，妳們如果想要改嫁的話，可以各隨所好；

如果想要留下來，我就供給妳生活所需，讓妳衣食無缺。」妻妾們聽了以後，也就各隨著

自己的心意，各自作打算。 

那時候，有個婦人正炒麥穀做乾糧，忽然有羊跑過來，拉著炒麥。婦人無可奈何，隨

手抓起一支棍棒打羊，想把牠趕走。沒想到棍棒上面殘留著火苗，一沾上羊毛就燒了起來，

羊被燒熱了，就跑到飼養象的牲口棚旁邊，磨擦著養象的房舍想要滅火。這下子，不只象

棚燃燒了起來，連國王的大象也燒著了。象的身體被燒得皮破肉爛，便殺了一旁的獼猴，

想要藉著獼猴拍熄象身上的火苗。 

在空中的天人看到這個狀況，就說了一首偈頌，意思大致如此： 

「如果有人瞋恚在互相鬥毆的時候，千萬不要在附近停留。如果有被閹割的兩隻羊，

用羊角牴觸互鬥的時候，蒼蠅、飛蛾也有可能會在牠們打鬥當中意外死亡。 

當婦人跟羊打鬥時，結果獼猴卻遭殃，因此而死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要遠離嫌疑、及時避嫌，不要逗留在愚人旁邊，不要與愚人相處。」 

波斯匿王知道了這個事件（因為連國王的象都被弄傷了），就命令大臣限定：「從現在

起，晚上不得點火，不得點燈燭，如果有人違犯的話就罰錢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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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須達長者已經得道，在家中不分白天、晚上精進坐禪。當夜深人靜時，就點燈

靜坐，到了夜半就休息。凌晨雞叫的時候，因為天還沒亮，再次點燈坐禪。 

結果夜晚點燈的行為被人發現了，於是就把須達抓到國王那邊，因為晚上點燈，違犯

了規定，必須罰金千兩。 

須達說：「我現在那麼貧窮，連百錢都沒有，我用什麼東西來支付這筆罰金呢？」 

國王很生氣，於是叫人把須達關起來，好好看守。 

而四天王看到須達被囚禁在牢獄中，便於初夜從天而降，對須達說：「我給你錢，讓你

去支付國王的罰金，你就可以出牢獄了。」 

須達說：「總有一天，國王會瞭解真相的，不用花這個錢。」於是須達為四天王說法，

天王們便很高興的離去。 

到了中夜，帝釋天也從天而降來見須達。同樣地須達為他說法之後，帝釋也離開了。 

又到了後夜，更有梵天從天而降來見須達，須達也是為他說法，梵天聽了很高興又離

開了。 

當時，國王於夜晚看到牢獄上有火光，隔天，便派人去斥責須達：「你因為違背夜間禁

止點燈的命令而被關了起來，怎麼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啊？竟然還在晚上點火！」 

須達說：「我沒有點火啊！如果點過火的話，應該會留下灰燼的痕跡啊！」 

為國王傳話的侍者說：「明明初夜時，國王看到你的牢房上有四盞燈火；中夜又有一盞，

比前面那四盞更加的明亮；後夜時，竟然又一盞更加明亮的燈火。你說你沒有點火，那又

是什麼呢？」 

須達回答說：「喔！那不是我點的火！你們在初夜看到的四盞燈火，其實是四天王天的

天王來見我。而中夜的燈火，那是帝釋天（也就是忉利天主）來見我。後夜，則是梵天來

見我（梵天，他是在六欲天之上，經中稱為第七天）。你看到的都是天人身上自然放出的光

明，並不是我點燃的燈火啊！」 

侍者趕緊回去稟告國王，國王聽了感到非常驚恐。他想：「誒！這個人的福德如此殊勝，

竟然能夠感召天人下來求見，我怎麼反而這樣子詆毀、侮辱他呢？」於是對侍者說：「快！

快！馬上把那個人從牢獄中放出去，千萬不要耽擱了！」 

須達離開了大牢，就前往佛所在的地方，向佛頂禮後退坐一旁聽法。 

後來，波斯匿王準備了車馬，出發前往佛的地方。沿路上所有的民眾一看到國王來了，

紛紛後退於一旁讓路。此時，唯有須達因為心中充滿著法喜，看到國王而沒有起身致敬。 

波斯匿王一看便心懷恨意：「哼！這個人也是我的子民哪！為什麼懷著輕慢心，見到我

竟然不起身禮拜！」波斯匿王就記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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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知道了波斯匿王的心念，就停止、不說法。 

波斯匿王向佛說：「希望佛陀慈悲為我們說法。」 

佛陀對國王說：「現在不是為國王說法的時候啊！什麼是不恰當的時機呢？如果有人心

中生起了瞋恚、怨恨等煩惱，當這個煩惱結還沒有解開之前，便不是說法的恰當時機。或

者是貪著淫欲、沉迷於女色，或者是驕慢自大、沒有絲毫的恭敬心；用這種種污穢不淨的

心來聽法，即使聽聞妙法，也都無法理解。所以，現在不是為國王說法的時機。」 

國王聽了佛的訓誨之後，心想：「都是因為這個人的緣故，害我今天有兩種減損：一個、

我起了瞋恚，第二、又沒辦法聽聞到佛法。」波斯匿王感到悶悶不樂，向佛頂禮之後就離

開了。才走出去沒多久，四方踴現了虎、狼、獅子、毒蛇猛獸，全部都圍繞著波斯匿王。

波斯匿王一看，非常驚恐，趕緊又衝回到佛的地方。 

佛就問大王：「你為什麼又回來了呢？」 

波斯匿王向佛說：「因為我出去的時候，突然看到這麼多的猛獸圍繞著我，感到很恐怖，

所以我就回來避難啦！」 

佛就對波斯匿王說：「你認識這個人嗎？」 

國王回應說：「不認識。」 

佛就說：「這個人已經得到三果阿那含。你因為對這樣的聖者起了惡念，所以會遇到這

些猛獸。如果你沒有回來的話，必定遭受危害，性命難以保全。」 

波斯匿王聽了佛說的話，非常恐懼，馬上向須達懺悔頂禮後，又以羊皮供養，布置在

須達面前。 

波斯匿王說：「這個人是我的子民，見到我卻沒有起身禮拜。剛才我面對這樣的屈辱，

能夠忍受下來，實在很難啊！」 

須達說：「你這樣很難！可是我雖然貧窮，又能夠實踐布施行，我這樣也很難耶！」 

誒！這時候還有兩位聽到了，他們也有感而發，各自說了他們難得之事。其中一位是

國王旁邊的大臣，名字叫做尸羅師質，他掌理國政非常公平公正。有一天，尸羅師質被盜

賊捉住了，盜賊偷了東西被發現，就對尸羅師質說：「你看到我偷了東西，只要你不說出去

的話，我就放你一條生路；可是如果你傳出去的話，我就要把你殺死。」 

尸羅師質心想：「如果我今天打妄語，做非法的行為，這樣墮了地獄，到時候誰放了我

呢？」於是，尸羅師質就跟盜賊講：「寧可讓你砍我的頭，我也絕不打妄語。」 

這個盜賊聽了以後就說：「誒！這個人正氣凜然，持戒如此精嚴！」於是，盜賊便放了

尸羅師質。 

那尸羅師質就說：「我已經遭遇生命的危險了，還不犯妄語戒，謹慎持守而行正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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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的很難啊！」 

這時候，有位天人名叫尸迦梨，他也說：「有一天，我受了八關齋戒，在高樓上橫躺的

時候，有一位非常美貌的天玉女來到身旁，因為我正受持八關齋戒，所以不受美色的誘惑，

我這樣也很難耶！」 

於是，四個人各自說著這些難能可貴之事，在佛前說了一首偈頌： 

「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貧窮布施難」，這是指須達，他雖然很貧窮，卻還能夠布施，這個很難得。 

「豪貴忍辱難」，這是指波斯匿王，他地位那麼樣的顯貴，人民對他沒有表示恭敬心，

能夠忍下來，這個也很難。 

「危嶮持戒難」，指的是尸羅師質，即使遇到生命危險，也絕不打妄語，持戒精嚴。

誒！這個也很難得。 

「少壯捨欲難」，指的是天人尸迦梨，年輕力壯，而能夠堅持守戒，見到令人心動的

天玉女，能夠捨離貪欲，這個也很難得。 

說了偈頌後，佛又為他們說法，國王及臣民都歡喜，向佛頂禮而去。 

這個故事滿有意思的，這偈頌提到了六度裡面的前三度，有布施、持戒、忍辱；我們

把第二個跟第三個次序調一下，這樣就很好記了。 

第一個是「貧窮布施難」，這是布施。雖然很貧窮，還能夠布施利他，這很難得！ 

第三個我們把它移前來，就是「危嶮持戒難」。遇到生死關頭，還能夠嚴持清淨的戒，

這很難得！ 

再來忍辱，「豪貴忍辱難」，像國王地位那麼樣的顯赫，能夠忍辱，不起瞋念，這個很

難！ 

第四就是「少壯捨欲難」，年輕力壯，美色當前能不動心，這也很難！ 

以上簡單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大智度論》也很難！大家有始有終可以聽得完，這難上加難啊！也希望大家能夠精

進不要放逸。我們大家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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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本行經》卷中(CBETA, T03, no. 155, p. 113, c28-p. 116, a8)：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賢者名曰須達1，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2道德。往至

佛所，頭面作禮3稽首4佛足，却5坐一面聽說經法。…… 

於是須達聞法踊躍無量，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

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在，終無有盡。即受五戒，長跪白

佛言：「我今日欲心已斷，處在居家當云何也？」 
 
佛告須達：「如汝今日心意清淨無復愛欲，汝還歸家問諸婦女：『今我欲心已滅，汝等各從

所樂。須夫婿6者恣7從所好，若欲在此當給衣食。』」 
 
須達受教，為佛作禮，便還歸家問諸婦女：「我今愛欲都已永盡無復欲事，汝等若欲須夫婿

者各隨所好，欲在此者供給衣食令無乏少。」諸婦女等各各從意8隨其所樂。 
 
時，有一婦人，炒穀9作麨10，有䍧11牴12來抴13炒麥，不可奈何，捉𢱦14火杖用打䍧牴，杖

頭有火著羊毛住，羊得火用揩15象廐16，象廐火然并17燒王象，象身爛破便殺獼猴用拍象身。 
                                                       
1 須達：梵名 Sudatta，巴利名同。又作須達多、蘇達哆。譯作善授、善與、善施、善給、善溫。為

中印度舍衛城之長者，波斯匿王之大臣。其性仁慈，夙憐孤獨，好行布施，人稱之為阿那他擯荼

陀（梵 Anāthapiṇḍada，巴 Anāthapiṇḍika，又作阿難邠邸、阿難賓坻、阿那邠地、給孤獨食、給孤

獨）。皈依佛陀後，建造祇園精舍供養佛陀。（《佛光大辭典（六）》，p.5362.1） 
2 至信：最大的誠信。（《漢語大詞典（八）》，p.782） 
3 作禮：舉手施禮，行禮。（《漢語大詞典（一）》，p.1260） 
4 稽首：1.古時一種跪拜禮，叩頭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漢語大詞典（八）》，p.121） 
5 （1）却：却同“卻”（《漢語大字典（一）》，p.313） 

（2）卻：1.退，使退。（《漢語大詞典（二）》，p.540） 
6 夫婿：丈夫。（《漢語大詞典（二）》，p.1457） 
7 恣：2.聽任，任憑。（《漢語大詞典（七）》，p.505） 
8 從意：猶遂意，如願，隨從己意。（《漢語大詞典（三）》，p.1013） 
9 穀（ㄍㄨˇ）：1.糧食作物總稱。古代經傳常以百穀、九穀、六穀、五穀稱之。（《漢語大詞典（六）》，

p.1504） 
10 麨（ㄔㄠˇ）：米、麥等炒熟後磨粉製成的乾糧。（《漢語大字典（七）》，p.4601） 
11（1）䍧：同「牂」。（《漢語大字典（五）》，p.3127） 

（2）牂（ㄗㄤ）：1.母羊。（《漢語大詞典（七）》，p.805） 
12 牴（ ㄉㄧ）：通“ 羝 ”。公羊。（《漢語大詞典（六）》，p.259） 
13 抴：（ㄧㄝˋ）：1.牽引，拉。《儀禮‧士相見禮》“舉前曳踵” 漢  鄭玄 注：“古文曳作‘抴’。” （《漢

語大詞典（六）》，p.439） 
14（1）𢱦＝擿【宋】【元】【明】（大正 3，115d，n.3）  

（2）𢱦（ㄊㄧ）：1.同「剔」。剔除。2. 同「擿」。挑取、挑出。（《漢語大字典（三）》，p.1931） 

   案：把火杖上的火苗剔除。 
15 揩（ㄎㄞ）：摩擦，拭抹。（《漢語大詞典（六）》，p.740） 
16（1）廐：同「廄」。（《漢語大字典（二）》，p.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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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於空中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邊，不當於中止18，羯19羠20共相牴21，蠅蛾22於中死。 

婢23共牂牴鬪，獼猴而坐24死，智者遠嫌疑25，莫與愚人止26。」 

波斯匿王勅27臣作限28：「自今以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 

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初人定29時，燃燈坐禪，夜半休息，鷄鳴復燃燈坐禪。伺30

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31罰負32。」 

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等輸王罰負？」 

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 

四天王見須達被閉在獄，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 

須達答言：「王自當歡喜意解，不須用錢。」為四天王而說經竟，天王便去。 
到中夜天帝釋復來下就而見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 

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於須達，便為說法，梵天復去。 

時，王夜於觀上見獄上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坐33火被閉而無慚羞34，

                                                                                                                                                                                
（2）廄（ㄐㄧㄡˋ）：1.馬房。2.泛指牲口棚。（《漢語大詞典（三）》，p.1253） 

17 并：3.並且。（《漢語大字典（二）》，p.80） 
18 止：7.停留，逗留。（《漢語大字典（二）》，p.1435） 
19 羯：1.閹割過的公羊。（《漢語大詞典（九》，p.191） 
20 羠（ㄧˊ）：1. 閹割過的羊。2. 母野羊。（《漢語大詞典（九》，p.173） 
21 牴（ㄉㄧˇ）：1.觸，用角頂。（《漢語大詞典（六）》，p.259） 
22 （1）蛾（ㄜˊ）：1.蛾子。《荀子‧賦》：“蛹以為母，蛾以為父。” 晉 張協《雜詩》之一：“蜻蛚

吟階下，飛蛾拂明燭。（《漢語大詞典（八）》，p.900） 
（2）蛾（ㄧˇ）：1.“ 蟻 ”的古字。螞蟻。（《漢語大詞典（八）》，p.900） 
（3）蛾子：昆蟲。形似蝴蝶，體軀一般粗大，四翅，靜止時平放體側。多在夜間飛行。種類繁

多，常見的有蠶蛾、天蛾、麥蛾、螟蛾、毒蛾等。（《漢語大詞典（八）》，p.900） 
23 婢：2.對婦女戲侮之稱。3.古代婦女的謙稱。（《漢語大詞典（四》，p.372） 
24 坐：21.致，以致。24.遂，乃。（《漢語大詞典（二）》，p.1039） 
25 嫌疑：2.謂被懷疑有某種行為的可能性。3.懷疑，猜疑。（《漢語大詞典（四》，p.398） 
26 止：9.聚集。（《漢語大字典（二）》，p.1435） 
27（1）勅：同「敕」。（《漢語大字典（一）》，p.371） 

（2）敕（ㄔˋ）：1.誡飭，告誡。2.古時自上告下之詞。漢 時凡尊長告誡後輩或下屬皆稱敕。（《漢

語大詞典（五）》，p.457） 
28 限：6.限制，限定。（《漢語大字典（十一）》，p.973） 
29 人定：夜深人靜時。（《漢語大詞典（一）》，p.1043） 
30 伺：1.窺伺，窺探，觀察。（《漢語大詞典（一），p.1283） 
31 輸：2.交出，獻納。3.謂捐獻。（《漢語大詞典（九）》，p.1301） 
32 負：15.債務。16.賠償，補償。（《漢語大詞典（十）》，p.62） 
33 坐：11.犯罪，判罪。《晏子春秋‧雜下十》：“王曰：‘何坐？’曰：‘坐盜。’”12.引申指犯有過錯。

20.因為，由於。（《漢語大詞典（二），p.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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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復燃火。」 

須達答言：「我不燃火，若燃火者當有烟灰表式35。」 

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燃火，為是

何等？」 

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下見我，中夜第二天帝來下見我，後夜第七梵天來

下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 

使36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竪37。王言：「此人福德殊特38乃爾39，我今云何而毀

辱40之？」 

即勅吏41言：「促42放出去，勿使稽遲43。」便放令去。 

須達得出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却坐聽法。 

波斯匿王即便嚴駕44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坐45而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46，見王不起。

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47心。 

佛知其意，止不說法。 

王白佛言：「願說經法。」 

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48不解，若起貪婬耽荒49女色，

                                                                                                                                                                                
34 慚羞：羞愧。（《漢語大詞典（七），p.703） 
35（1）式＝識【元】【明】。（大正 3，115d，n.8） 

（2）表識：標記，標幟。（《漢語大詞典（一），p.541） 
36（1）使＝吏【宋】【元】【明】。（大正 3，115d，n.9） 

（2）使：2.使者。（《漢語大詞典（一），p. 1326） 
（3）吏（ ㄌㄧˋ）：1.古代對官員的通稱。（《漢語大詞典（一）》，p.520） 

37 竪：同「豎」。（《漢語大字典（四）》，p.2712） 
38 殊特：特殊，與眾不同。（《漢語大詞典（五）》，p.161） 
39 乃爾：1.猶言如此。（《漢語大詞典（一）》，p.628） 
40 毀辱：1.詆毀污辱。（《漢語大詞典（六）》，p.1497） 
41 吏（ ㄌㄧˋ）：1.古代對官員的通稱。（《漢語大詞典（一）》，p.520） 
42 促：6.速，趕快。（《漢語大詞典（一）》，p.1397） 
43 稽遲：遲延，滯留。（《漢語大詞典（八）》，p.122） 
44 嚴駕：整備車馬。（《漢語大詞典（三）》，p.551） 
45 避坐：猶避席。（《漢語大詞典（十）》，p.1270） 
46 法味：謂因參悟妙法而產生的悅樂。（《漢語大詞典（五）》，p.1038） 
47 慍（ㄩㄣˋ）：1.含怒，怨恨。（《漢語大詞典（七）》，p.657） 
48 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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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耽荒：沉迷惑亂。（《漢語大詞典（八）》，p.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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憍貴自大無恭敬心；其心垢濁50，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為王說法。」 

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51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52，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佛作禮

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53斫54頭取55。」作是語已，應時56，四面虎狼師子
57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如是，即大恐怖還至佛所。 

佛問大王：「何以來還？」 

王白佛言：「見其如是恐怖來還。」 

佛告王曰：「識此人不？」 

王曰：「不識。」 

佛言：「此人以得阿那含58道，坐起59惡意向此人故，是使爾耳。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

得全濟60。」 

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61於須達前。 

王言：「此是我民，而向62屈辱實為甚難。」 

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 

尸羅師質63為國64平正65，為賊所捉。賊語之曰：「言不見我，我當放汝；不者殺汝。」 

尸羅師質意自念言：「今作妄語為非法事，若墮地獄誰當放我？」作是思惟便語賊言：「寧

斫我頭終不妄語。」賊便放之。「危害垂至，不犯妄語，慎行正法，實為甚難。」 

復有天名曰尸迦梨，復自說：「我受八關齋，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至我所，以持禁戒而

                                                       
50 垢濁：猶污穢。（《漢語大詞典（二）》，p.1101） 
51 坐：20.因為，由於。《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

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漢語大詞典（二）》，p.1039） 
52 折減：減損，減少。（《漢語大詞典（六）》，p.381） 
53 直＝宜【宋】【元】【明】。（大正 3，115d，n.10） 
54 斫（ㄓㄨㄛˊ）：2.用刀斧等砍或削。（《漢語大詞典（六）》，p.1057） 
55 頭取＝取頭【宋】【元】【明】。（大正 3，115d，n.11） 
56 應時：隨時，即刻。（《漢語大詞典（七）》，p.754） 
57 師子：1.獅子。（《漢語大詞典（三）》，p.716） 
58 阿那含：梵語的音譯。意譯為不還。佛教聲聞乘(小乘)的四果之三，為斷盡欲界煩惱、不再還到

欲界來受生的聖者名。（《漢語大詞典（十一）》，p.927） 
59 坐起：1.安坐或起立。指舉止行動。（《漢語大詞典（二）》，p.1048） 
60 全濟：保全，救活。（《漢語大詞典（一）》，p.1165） 
61 布：11.陳設，鋪設。12.為放置。（《漢語大詞典（三）》，p.674）  
62 向：3.面對，朝著。12.剛才。（《漢語大詞典（三）》，p.136） 
63 《翻梵語》卷 2：「師質（應云首多，譯曰淨也）。」（大正 54，999b12） 
64 為國：治國。（《漢語大詞典（六）》，p.1111） 
65 平正：2.公平正直。（《漢語大詞典（二）》，p.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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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之，實為甚難。」 

於是四人各各自說如是，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豪貴66忍辱難，危嶮67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重說經法，王及臣民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66 豪貴：1.指地位極其貴顯的人。（《漢語大詞典（十）》，p.32） 
67（1）危嶮：同「危險」。（《漢語大詞典（二）》，p.526） 

（2） 危險：1.亦作「危嶮」。艱危險惡，不安全。謂有可能導致災難或失敗。（《漢語大詞典（二）》，

p.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