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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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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 22，在《大正藏》25

冊 225 頁的上欄到中欄。 

    佛駐錫在舍衛國時，有一段期間經常到一位婆羅埵逝的婆羅門家裡去乞食。婆羅門

起先雖然供養佛，但佛去了幾次之後，婆羅門心裡有點不高興了，他心裡想：「這位沙

門為什麼常常來我家？好像我欠他很多債一樣！」 

    佛知道他的想法，很善巧地說了以下兩個偈頌： 

   「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數數」就是屢次、一

再的、經常的意思。及時雨一次又一次不斷地降下來，五穀糧食才能不斷地收成；經常

修福業，也才能不斷地得到好的果報。 

    （佛的意思是說：你不要以為我是來討債的啊！你如果想要五穀豐收，這雨一滴兩

滴就夠嗎？不是啊！必須及時雨不斷地降下來才行！你行了一次的布施，便得一次善的

果報；經常行布施供養，便能得到更多善的果報。我來這裡乞食是給你種福田的機會，

不要以為我是來討債的，所以要以歡喜心行布施才好。） 

    佛又接著說：「數數受生法，故受數數死；聖法數數成，誰數數生死？」 

人有生就必有死，一再地來三界受生，也就會一再地死亡。即使行布施得到人天的

福樂，但仍舊還是在三界生死輪迴；所以修福德還不夠，必須進一步修智慧。如果能常

常修聖道，一旦成就的話，還有誰會來三界不斷地輪迴生死呢？ 

    婆羅門聽了佛的偈頌之後，心裡想：「佛真是大聖人，我心裡在想什麼，佛都知道。」

婆羅門感到很慚愧，於是取了佛的鉢到房子裡面，盛了滿鉢豐盛的飲食要供養佛。 

    可是佛不接受，佛說：「我是說了偈頌之後才得到這些飲食的，你今天的食物我不

吃了！想要供養的話，改天再說吧！」 

    婆羅門很困惑，就請問佛：「那麼我準備好的這些食物要給誰呢？」 

    佛說：「我還不曾見過天、人能夠消受這些食物的。你拿去放在不生雜草的地上，

或者放到無蟲的水中去吧。」 

    婆羅門依著佛的指示，把這些食物放在無蟲的水中，結果水立刻就沸騰起來，煙與

火都冒出來了，就好像投入大熱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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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羅門看了以後非常驚訝，他說：「從來沒看過這樣的事，實在太稀有難得了！在

食物中也能做這樣的神通變化，佛的神力真是不可思議啊！」 

    婆羅門回到佛的地方，就跟佛頂禮懺悔，希望佛能允許他出家受戒。 

    佛就說：「好！善來比丘！」這時，婆羅門便鬚髮自落而成為沙門，之後慢慢斷煩

惱，而得阿羅漢果。 

    這個故事也出現在《別譯雜阿含經》的 80 經，裡面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佛經常去這位婆羅門家裡乞食，這婆羅門一開始以豐盛滿鉢的飯菜供養世尊。到了

第二天、第三天，世尊又依著次第乞食到他家。婆羅門就生起一個念頭：「喔！這個剃

光頭的沙門已經來乞食很多次了，還自以為是我的老朋友咧。」（老朋友吃免錢哪！） 

    佛立刻知道婆羅門心中的想法，就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天經常降下及時雨，五穀才能一期一期地成熟；修道人一次又一次地乞食，施主

也才能有機會一次一次地供養。 

    修布施能感得人天的福樂，常常生在天上，常常感得好的果報。婦女一次次地懷孕，

因此一次次地生小孩。（在一般世俗人看來，有小孩便能有後代子孫，生生不息！） 

    一次次地擠牛乳，才能一次次地提煉出酥、乳酪。 

    一再地來三界受生，便會一再地死亡。一再地生了又死，便會一再地憂悲苦惱，屍

體也頻頻地被火化，頻頻地被埋進墳墓裡。 

    唯有好好地修道、斷盡煩惱、得到解脫，才能停止生死輪迴，不必一再地來三界受

生，也不會一再地死亡，不需要頻頻地憂惱，也不需要一次一次地痛哭。」 

後面內容都類似。這個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的： 

    如果像我們一般的出家人跟人家乞食，聽到別人講：「你又來討債了！」我們可能

就不知如何是好。不過，佛很善巧地說了兩個偈頌，就解答了婆羅門心中的所有疑惑。 

    首先，佛扭轉了婆羅門的觀念，讓他本來將乞食視為討債的心態，轉為以恭敬心、

歡喜心而布施、供養、種福田。 

    其次，佛說僅有福德還不夠，還要修智慧斷除煩惱，才能得到究竟解脫，這樣才不

必來三界不斷地輪迴生死。而這位婆羅門也很有善根，立刻想到要跟隨佛修學智慧而發

願出家，緊緊地把握良好的因緣。 

    《別譯雜阿含經》提到了「數數生天上」、「婦女數數生小孩，數數擠牛乳」，這可

能是表達修布施可以得到人天福樂。如果是不清淨的布施也可能生於畜生道，如國王的

大象可以得到很好的飲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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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般世俗人或許認為「多子多孫多福氣」，但如果子孫不孝的話，可能就變成「多

子多孫多生氣」了！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頻繁地出現「數數」的語詞，「數數」就是「經常、

屢次」的意思，我們要修學智慧，也要重複不斷地多聞熏習才行！我們一次一次地聽聞

佛法，也就一次一次地烙印在心中。如佛典常說的「習以成性」，不斷地熏習善法，就

會成為好的習性。 

    同樣地，如果不斷地重複熏習惡法，那就會成為惡性。所以，我們要避免不斷地造

有漏業，才能避免不斷地來三界生死輪迴。 

    一般人雖然知道自己有缺點，但卻沒有堅定的決心馬上改過來。其實，知錯能改要

鑑往知來，不要一再一再地犯同樣的過失，一再遭受同樣的苦報。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大智度論》卷 22〈1 序品〉（大正 25，225a20-b9）： 

佛一時舍婆提1乞食，有一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數數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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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數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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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虫水中！」 

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虫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 

                                                      
1
 案：舍婆提（Śrāvastī）即舍衛城，為北憍薩羅國之都城。 

2
 數數（ㄕㄨㄛˋ ㄕㄨㄛˋ）：2.屢次，常常。（《漢語大詞典（五）》，p.510） 

3
 時雨：應時的雨水。（《漢語大詞典（五）》，p.697） 

4
 若＝著【宋】【元】【明】【宮】。（大正 25，225d，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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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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別譯雜阿含經》卷 4（80 經）（大正 2，401b11-c19）：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

食，次到婆羅突邏闍大婆羅門家。 

時，婆羅門清淨澡5手，即取佛鉢，盛滿美飯，以奉世尊。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次乞

食，至婆羅突邏闍。婆羅門作是念：「今此剃髮沙門數來乞食，似我知舊6。」 

佛于爾時知婆羅門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天雨數數降，五穀數數熟，道人7數數乞，檀越8數數與。 

數數生天上，數數受果報，婦女數懷妊，數數生子息9。 

數數[(殼-一)/牛]
10牛乳，數數得酥酪11，數數受於生，數數消滅盡。 

數數至於死，數數悲苦惱，亦復數數燒，數數埋塚12墓。 

得斷後有道，則止不數數；若不數數生，亦不數數死；得不數數憂，亦不數號哭13。」 

爾時婆羅門，聞說是偈已，心生最上信，踊躍甚歡喜，即取世尊鉢，盛滿種種食， 

欲以授與佛，佛不為其受。所以不受者，為說法偈故。 

時，婆羅門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所施之食，奉上如來，世尊不受，當以與誰？」 

                                                      
5
 澡：1.本指洗手。後泛指洗滌，沐浴。（《漢語大詞典（六）》，p.164） 

6
 知舊：知交舊友。（《漢語大詞典（七）》，p.1535） 

7
 道人：1.有極高道德的人。4.佛教徒，和尚。（《漢語大詞典（十）》，p.1065） 

8
 檀越：梵語的音譯。施主。（《漢語大詞典（四）》，p.1348） 

9
 子息：1.子嗣，兒子。2.泛指兒女。（《漢語大詞典（四）》，p.171） 

10（1）𤛓＝搆【聖】。（大正 2，401d，n.12） 

（2）《一切經音義》卷 53：「[(殼-一)/手]捋：(上鈎候反，字指云[(殼-一)/手]，取牛羊乳也，從

手、從彀省聲也，彀音同上。或有從羊作𦎯，或從牛作𤛓，皆誤非也。從手為正，經文

作搆，非本字。」（大正 54，659b10-11) 

     ※案：彀（ㄍㄡˋ）：1.張滿弓弩。《孟子‧告子上》：“ 羿 之教人射，必志於彀。” 楊

伯峻 注：“ 羿 教人射箭，一定拉滿弓；學習的人也一定要求努力拉滿弓。”（《漢語

大詞典（六）》，p.1494） 

（3）𤛓：《康熙字典‧殳部》引《五篇音海》：“𤛓，音恪。”（《漢語大字典（三）》，p.1818） 

（4）[(殼-一)/手]（ㄍㄡˋ）：𤛓的訛字。《字彙補‧手部》：[(殼-一)/手]，取牛羊乳。（《漢語大

字典（三）》，p.1940） 
11

 酥酪：以牛羊乳精製成的食品。（《漢語大詞典（九）》，p.1401） 
12

 塚（ㄓㄨㄥˇ）：墳墓。（《漢語大詞典（二）》，p.1184） 
13

 號哭：痛哭。（《漢語大詞典（八）》，p.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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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我不見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若食此食，有能如法得消化者。」 

佛復言：「此食宜應若置無虫水中，無虫草中。」 

時，婆羅門承佛教勅，尋以此食置無虫水中。即時熾然烟炎14俱出，淴15淴振爆聲大叫

裂。 

婆羅門作是言：「沙門瞿曇所為神足，實為希有！於少食中，尚作此變。」婆羅門見斯

事已，即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著身。」便成沙門，獲具足戒。此族姓子，信家非

家，出家修道，晝夜精勤，正念覺意，在前志念堅固，所作已辦，梵行已立，自身取證，

不受後有16，成阿羅漢，心善得解脫。 

 

 

三、《雜阿含經》卷 42（1157 經）（大正 2，308a3-b19）：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世尊晨朝17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18，次第19行乞至火

與婆羅門舍。 

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即具眾美飲食，滿鉢與之。 

如是二日、三日，乞食復至其舍。火與婆羅門遙見佛來，作是念：「禿頭沙門何故數20來，

貪美食耶？」 

爾時，世尊知火與婆羅門心念已，即說偈言： 

「王21天日日雨，田夫日夜耕，數數殖22種子，是田數收穀23。 

如人數懷妊24，乳牛數懷犢25，數數有求者，則能數惠施26。 

                                                      
14（1）烟：同煙。（《漢語大字典（三）》，p.2199） 

（2）煙炎：火苗。亦指煙和火焰。（《漢語大詞典（七）》，p.177） 
15（1）案：《大正藏》原作[淴-勿+(句-口+夕)]，今依《高麗藏》作「淴」（第 19 冊，37a18）。 

（2）淴（ㄏㄨ）：水出聲。《廣韻‧末韻》：“淴，水出聲。”（《漢語大字典（三）》，p.1657） 
16

 後有：梵語 punar-bhava。未來之果報、後世之身心。即未證涅槃之有情眾生，於未來世所受

之果報。「有」之一詞，含有果報存在之義。《俱舍論》卷二十六（大二九‧一三六下）：「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意謂阿羅漢已得盡智、無生智，以身心俱滅，

故於未來不再受果報。（《佛光大辭典（四）》，p. 3803.3） 
17

 晨朝：清晨。（《漢語大詞典（五）》，p.734） 
18

 乞食：1.乞討食物。（《漢語大詞典（一）》，p.763） 
19

 次第：3.依次。（《漢語大詞典（六）》，p.1437） 
20

 數（ㄕㄨㄛˋ）：1.屢次。（《漢語大詞典（五）》，p.507） 
21

 王天 Devarājan，王＝上【宋】【元】【明】，王天＝天王【聖】。（大正 2，308d，n.3） 
22

 殖：5.種植。（《漢語大詞典（五）》，p.166） 
23

 收穀：1.收藏糧食。（《漢語大詞典（五）》，p.389） 
24（1）懷妊（ㄖㄣˋ）：見「懷姙」。（《漢語大詞典（七）》，p.787） 

（2）懷姙（ㄖㄣˋ）：懷孕。（《漢語大詞典（七）》，p.789） 
25

 犢（ㄉㄨˊ）：1.小牛。（《漢語大詞典（六）》，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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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數惠施故，常得大名稱27，數數棄28死屍29，數數哭悲戀30。 

數數生數死，數數憂悲苦，數數以火燒，數數諸蟲食。 

若得賢聖道，不數受諸有31，亦不數生死，不數憂悲苦，不數數火燒，不數諸蟲食。」 

時，火與婆羅門聞佛說偈，還得信心，復以種種飲食滿鉢與之。 

世尊不受，以因說偈而施故，復說偈言： 

「因為說偈法，不應受飲食，當觀察自法，說法不受食。 

婆羅門當知，斯則淨命32活，應以餘供養，純淨大仙33人。 

已盡諸有漏34，穢法35悉已斷，供養以飲食，於其良福田36。 

欲求福德者，則我田為良。」 

火與婆羅門白佛：「今以此食，應著何所？」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能食此信施，令身

安樂。汝持是食去棄於無蟲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以此食持著無蟲水中，水即烟出，沸37聲啾啾38；譬如鐵丸燒令火色39，擲

著水中，水即烟起，沸聲啾啾，亦復如是。婆羅門持此飲食著水中，水即烟出，沸聲啾

                                                                                                                                                                      
26

 惠施：2.布施，施恩。（《漢語大詞典（七）》，p.565） 
27

 名稱：2.名聲。（《漢語大詞典（三）》，p.175） 
28

 棄：1.拋棄。（《漢語大詞典（四）》，p.1122） 
29

 死屍：1.死人的遺體。（《漢語大詞典（五）》，p.151） 
30

 悲戀：悲哀依戀。（《漢語大詞典（七）》，p.575） 
31

 有：21.佛教語。十二因緣之一。又稱“有支”。指決定來世所得“果報”的思想行為的總和。（《漢

語大詞典（六）》，p.1141） 
32

 淨命：比丘遠離四種邪命法而清淨活命，即八正道中之正命。亦即正當、清淨之生活方法。 

（《佛光大辭典（五）》，p.4700.2） 
33

 大仙：梵語 maharṣi。又作大僊。即佛之敬稱。行道求長生之人，稱為仙；聲聞、辟支佛、菩

薩等亦稱為仙。佛為仙中之極尊，故稱大仙，或稱金仙。又凡已達到一切諸羅蜜功德善根彼

岸之人，皆稱為大仙。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大一二‧三七五下）：「大仙入涅槃，佛日

墜於地。」（《佛光大辭典（一）》，p.770.2） 
34

 有漏：為「無漏」之對稱。漏，梵語 āsrava，乃流失、漏泄之意；為煩惱之異名。人類由於

煩惱所產生之過失、苦果，使人在迷妄的世界中流轉不停，難以脫離生死苦海，故稱為有漏；

若達到斷滅煩惱之境界，則稱為無漏。在四聖諦中，苦諦、集諦屬於迷妄之果與因，為有漏

法；滅諦、道諦則為覺悟之果與因，為無漏法。有漏、無漏之法，在修行之因、果當中，具

有極重要之地位。（《佛光大辭典（三）》，p.2452 ~ p.2452.2） 
35

 穢法：穢業為三業之一。依瞋恚而生之身、口、意三業，統稱穢業。據《大乘義章》卷七載，

瞋恚之心，能污穢自己與他人，故名為穢；而由穢法所生起之身、口、意三業，即名為穢業。

三業係指曲業、穢業、濁業。曲業、濁業分別依諂、貪而生起身、口、意三業，故曲、穢、

濁三業係就身、口、意三業之染污情形而作之分類。〔《大毘婆沙論》卷一一七、《俱舍論》卷

十五〕（《佛光大辭典（七）》，p.6587.1） 
36

 福田：佛教語。佛教以為供養布施，行善修德，能受福報，猶如播種田畝，有秋收之利，故

稱。（《漢語大詞典（七）》，p.943） 
37

 沸：2.液體燒滾的狀態。（《漢語大詞典（五）》，p.1112） 
38

 啾啾：3.象聲詞。泛以像各種凄切尖細的聲音。（《漢語大詞典（三）》，p.429） 
39

 火色：1.似火的顏色，指赤紅色。（《漢語大詞典（七）》，p.5） 



佛典故事                                               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 

7 

啾，於時火與婆羅門歎言：「甚奇！瞿曇！大德大力，能令此食而作神變40。」 

時，火與婆羅門因此飯食神變，得信敬心，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

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已，作是思惟：「所以族姓子41剃除髮鬚42，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
43……。」乃至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40

 神變：神奇變化。（《漢語大詞典（七）》，p.89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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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婦女，則

稱族姓女，即指善女人。（《佛光大辭典（五）》，p.4612 ~ p.4613.1） 
42

 髮鬚＝鬚髮【宋】【元】【明】。（大正 2，308d，n.7） 
43（1）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有正信，捨離在家的生活，出家修道。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88：

「有二信者，而非稱當信者所作。何等為二？一、在家信者，信有涅槃，及一切行是無

常性，然於諸行不觀過患，不厭離住，不知出離而受用之。二、捨離家法，趣於非家有

淨信者，彼於涅槃不能安住猛利樂欲，不用此欲為所依止，常勤修習所有善法，於現法

中不般涅槃。與此相違，應知稱當信者所作。」（大正 30，795 b25-c3） 

（2）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211)：「『心住非家』，即不作家庭私產想，在家信眾必須心住非

家，才能成出離心而向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