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典故事                                           世有四時，行道得福得度，可免眾苦 

1 

世有四時，行道得福得度，可免眾苦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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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譬喻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592 頁下欄到 593 頁上欄。 

過去佛在舍衛城精舍，為天、人、帝王說法。當時有婆羅門村，五百多家庭中有五

百位年少婆羅門，修婆羅門術，個性憍慢，不恭敬長老，驕傲自大、自以為了不起，習

以為常。 

有一天，這五百位婆羅門忽然商量說：「沙門瞿曇自稱自己是佛，具有宿命明、天

眼明、漏盡明三達善巧的智慧，沒有人敢與他辯論。我們可以一起請他來議論，提出種

種疑問，看看實際情形如何。」於是，大家準備好供養品，迎請佛前來。 

佛與弟子們到達婆羅門村中，坐好後，婆羅門倒水讓佛與僧眾洗手，用餐後，洗完

手。 

這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在這個村中行乞，佛知道他本來非常富有，曾做過大

臣。佛就問年少的婆羅門們：「你們認識這位長老婆羅門嗎？」 

大家都說：「認識。」 

佛又問：「他原來的情形如何呢？」 

年少婆羅門們回答說：「他本來是大臣，擁有無數的財富。」 

佛問：「現在為什麼在行乞呢？」 

大家回答說：「因為散盡家用、理財無方，所以變得貧窮。」 

佛告訴年少婆羅門們：「世間中有四件事一般人不做，如果能做得到，他就不會導

致這麼貧窮。是哪四件事呢？第一、年輕力壯時應謹慎，不可傲慢；第二、年老時應當

精進，不要貪心縱欲、放蕩；第三、有財產珍寶時，常想著要布施；第四、親近老師學

習請教，聽聞信受合於正道的話。像這位老人家由於沒有做這四件事，誤以為一切是恒

常的，沒有考慮得失成敗，一旦財產散盡，就像一隻老鵝守著空蕩蕩的水池，永遠什麼

也得不到。」 

於是，世尊接著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白天黑夜經常傲慢、懈怠，年老仍不止息貪欲，有財寶不布施，不接受佛的教法；

有這四種過失，將會招來損害、自己欺騙自己。 

唉！老年很快來到，身體變得衰老疲弱，年少時隨心所欲，年老時卻被人欺凌。 

不修習清淨行，又沒有財富，老了就像一隻白鵝，守著空蕩蕩的水池，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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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持守淨戒，又不累積財富，年老體弱、力氣衰竭，即使思念過去，又有什麼用

呢？  

老了就像秋天的枯葉，過去的行為像破爛的衣服那樣污穢不堪。生命很快地終了，

死期忽然來到，已經沒有後悔的餘地了。」 

佛對婆羅門說：「世間有四種時機，好好把握修行，可以得福、得度，可免去種種

苦惱。是哪四種時機呢？一者、年少有力氣時；第二、富貴有財物時；第三、得遇佛、

法、僧三寶好福田時；第四、應當思量萬物無常，憂慮離散時。如果能把握這四個時機

修道、修福，則他的願望都能獲得實現，必定能得道果。」 

世尊重複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壽命日夜不斷地消逝，應及時精進努力，世間的真相是無常，千萬不要迷惑墮落

在黑暗中。 

應當學習點燃心中的明燈，自己好好學習鍛鍊追求智慧，遠離污垢、不要貪染執取，

手持燈燭觀察悟道的境地。」 

佛這麼說時，放大光明照耀天地，五百位年少婆羅門因此心開意解，感動得毛髮直

豎，起立頂禮佛足，向佛說：「我們希望歸依世尊，願意成為您的弟子。」 

佛說：「善來比丘！」五百位年少婆羅門就成為沙門，得阿羅漢果。村中大小老少

都得初果，沒有人不歡欣鼓舞的。 

這一則故事提醒我們要留意幾件事： 

一、我們反省自己，是否還年輕力壯？體力、精神是否日漸走下坡？記憶力、學習

能力是否也慢慢衰退了。想要服務人群修福德，或想要修禪定、智慧，是否都能隨心所

欲？ 

二、阿育王曾統治全印度，當他在位時，所發出的命令沒有人敢違抗，可是晚景淒

涼，做什麼事情都受到王子跟大臣們的牽制；他想拿財物供養僧眾，可是大臣們都不肯

拿出來，最後阿育王只得到半顆菴摩勒果。不得已，只好把這半顆菴摩勒果研磨成粉末，

投入羹湯中來供養僧眾。因此，趁著我們的財物還可以自由運用時，應好好做善事、修

福德，否則一旦身不由己時，再多的財富也只能任意讓他人花費、享用了。 

三、現在我們有緣得遇三寶，是否有在三寶中種福田？佛菩薩開示的教法是否都已

經通達了？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觸，當印順導師圓寂之後，才發現還有很多問題都來不

及請問，真是有說不出的感慨！希望大家都能夠把握機緣，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並依

法而行。 

四、世間無常，萬般帶不去，財富、眷屬等都無法跟隨自己了，唯有善的福德、智

慧資糧或惡業隨身而已。趁著體力、精神還好時，應多累積福德、智慧資糧。以不堅固

的世間財富換取堅固的功德法財，以不堅固的色身換取堅固的法身，以危脆的身命來換

取堅固的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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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法句譬喻經》卷 3〈19 喻老耄1品〉（大正 4，592c15-593a29）： 

昔佛在舍衛精舍，為諸天、人、帝王說法。時有婆羅門村，五百餘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羅

門，修婆羅2術，為人憍慢、不敬長老，貢高3自貴，以此為常。 

五百梵志欻4自議言：「沙門瞿曇自稱為佛，三達5權智6無敢共論者。吾等可共請求7論議，

事事詰問8，知為何如。」即辦供具9，往請佛來。  

佛與諸弟子往到梵志村中，坐畢行水10，食訖澡11手。 

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於此村中共行乞丐，佛知其本大富無數12、曾作大臣，佛即問

諸年少梵志：「汝等識長老婆羅門不？」 

皆言：「曾識。」 

又問：「本為何似13也？」 

曰：「本為大臣，財富無數。」 

「今者何故復行乞丐？」 

皆言：「散14用無道15，是以守貧。」 

                                                       
1 老耄（ㄇㄠˋ）：七、八十歲的老人。亦指衰老。（《漢語大詞典》（八），p.616） 
2 羅＋（門）【宋】【元】【明】【聖】。（大正 4，592d，n.51） 
3 貢高：佛教語。驕傲自大。（《漢語大詞典》（十），p.81） 
4 欻（ㄒㄩ）：1.忽然。（《漢語大詞典》（六），p.1457） 
5（1）〔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20：「宿命、天眼、漏盡，經說為通，復說為明，又云三達。」

（大正 44，862a2-3） 
（2）三達：佛教謂能知宿世為宿命明，知未來為天眼明，斷盡煩惱為漏盡明。徹底通達三明謂

之三達。（《漢語大詞典》（一），p.233） 
6 權智：2.佛教語，觀照萬法差別以普度眾生的善巧、方便之智，與實智相對。（《漢語大詞典》

（四），p.1364） 
7 求＝來【宋】【元】【明】。（大正 4，592d，n.52） 
8 詰問：追問，責問。（《漢語大詞典》（十一），p.157） 
9 供具：4.指供佛的香花、飲食、幡蓋等物。（《漢語大詞典》（一），p.1321） 
10 案：「行水」，為佛與僧眾倒水讓佛與僧眾洗手。 
11 澡：1.本指洗手。後泛指洗滌，沐浴。（《漢語大詞典》（六），p.164） 
12 數＝比【宋】【元】【明】。（大正 4，592d，n.53） 
13 何似：5.什麼。（《漢語大詞典》（一），p.1228） 
14 散（ㄙㄢˇ）：1.不自檢束，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五），p.472） 
15 無道：3.泛指違反常理或不近情理。（《漢語大詞典》（七），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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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諸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壯

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妷16，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

受正言。如此老公17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鵠18守此空池，

永無所獲。」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19，老不止婬，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四蔽20，為自侵欺21。22 
咄嗟23老至，色變作耄24，少時如意，老見蹈踐25。26 
不修梵行，又不富財，老如白鵠，守斯27空池。28 
既不守戒，又不積財，老羸29氣竭30，思故何逮31？32 

                                                       
16 妷（ㄧˋ）：放蕩。（《漢語大字典》（二），p.1038） 
17 老公：1.老年人的通稱。（《漢語大詞典》（八），p.605） 
18 鵠（ㄏㄨˊ）：1.通稱天鵝。似雁而大，頸長，飛翔甚高，羽毛潔白。亦有黃、紅者。（《漢語

大詞典》（十二），p.1108） 
19 慢惰：怠惰。（《漢語大詞典》（七），p.709） 
20 四蔽：2.四種弊端。（《漢語大詞典》（三），p.569） 
21 侵欺：1.侵害欺淩。（《漢語大詞典》（一），p.1428） 
22〔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 無常品〉： 

晝夜慢惰，老不止婬，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四弊，為自侵欺。（大正 4，559b3-5） 
23 咄嗟（ㄉㄨㄛ ㄐㄧㄝ）：2.猶呼吸之間。謂時間倉卒，迅速。（《漢語大詞典》（三），p.314） 
24 耄（ㄇㄠˋ）：3.衰疲。（《漢語大詞典》（八），p.642） 
25 蹈踐：猶踐踏，蹂躪。（《漢語大詞典》（十），p.530） 
26 〔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 無常品〉： 

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藉。（大正 4，559a23-24） 
27 斯＝伺【宋】【元】【明】【聖】。（大正 4，593d，n.7） 
28（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9 老耗品〉： 

不修梵行、又不富財，老如白鷺，守伺空池。（大正 4，565c10-11） 
（2）〔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 18〈18 水品〉： 

不修梵行，少不積財，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老有

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

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弈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

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大正 4，
707a14-23） 

（3）〔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42： 
不修於梵行，不得年少財，猶如老鵠鳥，守死於空池。（大正 2，310a29-b1） 

29 老羸（ㄌㄟˊ）：年老體弱。亦指老弱之人。（《漢語大詞典》（八），p.631） 
30 竭：3.窮盡。（《漢語大詞典》（八），p.393） 
31 逮：4.及得上，比得上。（《漢語大詞典》（十），p.1012） 
32（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9 老耗品〉： 

既不守戒，又不積財，老羸氣竭，思故何逮？（大正 4，565c11-12） 
（2）〔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42（1162 經）： 

不行梵行故，不得年少財，思惟古昔事，眠地如曲弓。（大正 2，310a27-28） 
（3）失譯，《別譯雜阿含經》卷 5（85 經）： 

不修於梵行，壯不聚財寶，念壯所好樂，住立如曲弓。（大正 2，403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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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如秋葉，行穢33襤縷34，命疾脫35至，不容36後悔。37」 

佛告梵志：「世有四時，行道得福、得度，可免眾苦。何謂為四？一者、年少有力勢時，

二者、富貴有財物時，三者、得遇三尊38好福田時，四者、當計39萬物憂40離散時。行此

四事，所願皆獲，必得道跡。」 

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命欲日夜盡，及時可勤力41，世間諦42非常，莫惑墮冥43中。44 
當學然意燈，自練求智慧，離垢勿染污，執燭觀道地。45」 

佛說是時，放大光明照曜天地，五百年少梵志因此心解，衣毛為竪，起禮佛足，白佛言：

「歸命世尊，願為弟子。」 

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羅漢道。村人大小皆得道迹46，莫不歡欣。 
 

                                                       
33 穢：5.淫亂。（《漢語大詞典》（八），p.153） 
34（1）案：《大正藏》原作「鑑錄」，今依宋本等作「襤縷」。 
（2）鑑錄＝襤縷【宋】【元】【明】，＝藍縷【聖】。（大正 4，593d，n.8） 
（3）襤縷：見“ 襤褸 ”。（《漢語大詞典》（九），p.145） 
（4）襤褸：1.形容衣服破爛。2.比喻破舊。4.泛指破爛的衣服。（《漢語大詞典》（九），p.145） 
（5）鑑：7.照察，審辨。（《漢語大詞典》（十一），p.1423） 
（6）錄（ㄌㄩˋ）：省察，甄別。（《漢語大詞典》（十一），p.1343） 

35 脫：2.離開。17.連詞。假使，萬一。表示假設。（《漢語大詞典》（六），p.1294） 
36 不容：3.不免，難免。（《漢語大詞典》（一），p.437） 
37 〔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9 老耗品〉： 

老如秋葉，何
※1穢鑑錄

※2？命疾
※3脫至

※4，亦
※5用後悔。（大正 4，565c12-13） 

※1 何＝行【宋】【元】【明】【聖】。（大正 4，565d，n.55） 
※2 鑑錄＝襤縷【元】，＝檻縷【明】。（大正 4，565d，n.56） 
※3 疾＝盡【聖】。（大正 4，565d，n.57） 
※4 至＝生【元】【明】。（大正 4，565d，n.58） 
※5 亦＝乏【宋】【聖】，＝不【元】【明】。（大正 4，565d，n.59） 

38 三尊：2.佛家語。指佛、法、僧。（《漢語大詞典》（一），p.237） 
39 計：11.估計，料想。（《漢語大詞典》（十一），p.12） 
40 憂：1.憂愁，憂慮。2.憂患，禍患。（《漢語大詞典》（七），p.685） 
41 勤力：勤勞。（《漢語大詞典》（二），p.817） 
42 諦：5.佛教語。梵文 satya 的意譯。謂真實無謬的道理。（《漢語大詞典》（十一），p.353） 
43 冥：3.愚昧。（《漢語大詞典》（二），p.448） 
44 〔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9 老耗品〉： 

命欲日夜盡，及時可懃力，世間諦非常，莫惑墮冥中。（大正 4，565c14-15） 
45（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 1〈19 老耗品〉： 

當學燃意燈，自練求智慧，離垢勿染污，執燭觀道地。（大正 4，565c16-17） 
（2）〔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 2〈3 遊觀品〉： 

當學燃意燈，自練求智慧，離垢勿染污，執燭觀道地。（大正 3，466c8-9） 
46 迹＝跡【聖】＊。（大正 4，593d，n.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