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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得度因緣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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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愚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386
頁上欄到 387 頁上欄。 

有一段期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佛與眾弟子共一千二百五十人聚在一起。 

當時，國內有五百位乞丐，他們常依附著佛，跟隨在僧眾後面，以乞討為生。經過

了許多年，乞丐們忽然發厭離心，於是說：「我們承蒙僧眾之褔，得以延長壽命，不過

世間的苦還很多，我們寧可向佛請求就讓我們出家吧！」 

於是，他們來到佛的地方，一起對佛說：「如來出世，很難遇到，我們這些人出身

卑賤，承蒙您的恩德，我們才能活命。既然受了您的救濟，我們還想請求您讓我們出家，

不知您是否同意？」  

佛告訴乞丐們說：「我的法清淨，沒有貴賤之分，就好像乾淨的水，能洗滌種種不

淨，不論貴賤、美醜、男女，凡是被水洗過的，沒有不乾淨的。又好像火一樣，火所燒

到的地方，不論是山河石壁，凡天下萬物，不分大小，只要遇到火，沒有不被燒焦的（這

也可以比喻煩惱不分大小，只要好好修行都能除滅）。我的佛法又好像虛空一樣，無論

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凡是進入這裡的，都能隨其心意，沒有障礙。」 

乞丐們聽佛所說，都非常歡喜，信心倍增，誠信歸依佛，請求出家，到僧團裡面來

修行。 

佛對他們說：「善來！比丘！」於是，這些乞丐鬚髮自然落下，法衣披在身上，具

足沙門的形象。佛為他們說法，大家都心開意解，立刻斷盡煩惱，成阿羅漢。 

這時，國中的富豪、長者以及一般平民等，聽說佛允許乞丐們出家修道，都生起傲

慢心，並說：「為什麼佛准許這些乞丐下賤之人加入僧團的行列？如果我們修褔業，請

佛及僧眾接受供養時，怎麼能讓這些下賤之人坐在我們家的座位上、使用我們的餐具

呢？」  

當時的太子名叫祇陀，他擺設了供養器具，請佛及僧眾，並派使者對佛說：「希望

佛及僧眾明天接受我的邀請。」並令使者對佛說：「那幾位乞丐被佛度化成為比丘的，

我不邀請，千萬不要把他們帶來。」 

佛接受太子的邀請。第二天到了用餐時間，佛及僧眾將前往接受供養時，佛對各位

先前當乞丐的比丘說：「我和僧眾們被邀請應供，你們不在此列。你們現在可到北俱盧

洲，取自然成熟的粳米，再到太子家，隨意依戒臘高低次第入座，各自吃你們自己所取

得的粳米。」 

於是，各位乞丐出身的比丘都遵照佛說的那樣，用阿羅漢的神足通到了北俱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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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各自拿了一份粳米，裝滿鉢後回來。又整肅威儀，依次乘空飛行，像雁王一樣飛到

祇陀太子宮中。到達之後，依戒臘次第入座，各自吃起自己所帶的食物。 

這時，祇陀太子看到比丘們威儀舉止非常莊嚴，具足神通，又有福德，就生起恭敬、

歡喜心，讚歎說從來未遇到過這樣的事，於是太子請問佛說：「世尊！這些賢聖大德有

大威神力，相好莊嚴具足，不知是從哪裡來到這裡？實在令人欽佩、敬仰，希望如來能

為我們講說僧眾們的因緣始末。」 

佛告訴祇陀太子說：「你如果想知道的話就用心聽，我當為你解說。這些比丘正是

你昨天所不願邀請的。我和僧眾之前受太子邀請，而這幾位比丘們由於沒有受到你的邀

請，所以前往北俱盧洲，取得自然粳米來吃。」 

這時，祇陀太子聽到這些話，感到很慚愧、懺悔，非常自責地說：「我是多麼愚蠢

啊！為什麼不能辨明真假是非呢？」  

太子又說：「佛的功德實在不可思議！這些乞丐在國內最為下賤，如今竟能蒙受世

尊清明的教化，承蒙大恩澤，既能享受今世安樂之福，又能得永遠無為涅槃之樂。如來

今日之所以出世，就是為了救度這些人啊！世尊！不知道這些乞丐在前世做了什麼善

行、修什麼功德，今世能遇到佛，蒙受佛的特別恩惠？又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出生

以來就以乞討為生，是這麼地困苦？佛陀慈悲，希望能為我開示解說。」 

佛告訴他說：「你如果想知道，就仔細聽！我現在為你詳細解說這些乞丐的因緣始

末。」 

於是，佛便告訴祇陀太子說：「過去世，在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久遠劫之前，在這

個閻浮提世界上有一個大國名叫波羅奈。國中有一座山名叫利師（意思是「仙山」），

過去諸佛多住在這座山之中；如果佛沒有出世時，有辟支佛住在此山；假若沒有辟支佛

時，有許多五通仙人住在那裡，都沒有荒蕪過。 

當時，山上有兩千多位辟支佛常住在那裡。那時，國中有火星出現，是災難的徵兆。

這火星出現之後，國內乾旱無雨，不能種植，國家必會衰敗。 

那時，國內有一位長者名叫散陀寧（有的翻譯為「散檀寧」），非常富有，財寶無數，

經常供養修行人。於是，一千位辟支佛就到長者家中求取供養，並且說：『我們就住在

那座山中，正好遇到這裡大旱，乞食不得，長者如果能供養我們食物，我們就住在這裡；

如果不行，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 

長者隨即問管理倉庫的人，說：『現在我倉庫中的全部穀米是不是足夠供給那麼多

位辟支佛？ 』 

管理倉庫的人說：『希望您按時邀請，所有的穀物數量很多，足以供養他們。』 

長者於是請了一千位辟支佛，以飯食供養他們。 

另外，在山上的一千位辟支佛也到長者的家，求取食物供養。 

長者又問管理倉庫的人說：『你所管理的倉庫中還有多少穀物？還有一千人，我也

想供養他們，足以辦成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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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倉庫的人回答說：『我所儲藏的穀物，我想應該足夠，若您想要供養，可以請

他們來應供。』 

於是，長者又邀請他們，並派五百位僕人為他們天天準備飯食。 

這些僕人為這麼多人準備飯食，經年累月，日子一久便生起厭惡心，並且說：『我

們這些人之所以那麼辛苦，都是由於這些乞丐所造成的。』 

當時，長者常派一個人前往告知開飯的時間。這位僕人養了一條狗，每當他要前去

通知開飯時，狗也跟著前往，而且天天如此。 

有一天，僕人忽然忘了去通知開飯，但時間一到，這條狗卻獨自跑到僧眾住處，向

僧眾高聲吠叫。辟支佛們聽到狗叫聲，知道是來請他們應供的，就來到長者家如法接受

供養，並對長者說：『天將要下雨，你可以種植穀物了。』 

長者依照辟支佛所說，立刻命僕人們拿著農具努力耕種，大麥、小麥等一切可以吃

的穀物全部下種。但過了一段時間，所種的東西都變成了葫蘆。 

長者看見之後，覺得非常奇怪，便去請問辟支佛。 

辟支佛們說：『這件事你不用擔心，只要用心種植，隨時灌溉就行了。』 

長者便依辟支佛所說，辛勤灌溉。等到成熟之後，葫蘆都長得非常大，而且數量很

多。劈開來一看，裡面充滿了所種的穀物，而且都已經成熟、非常乾淨、美好。 

長者非常歡喜，用所有的房子來儲藏。自己的家裝滿之後，又把多出來的穀物分給

親族，全國所有人民都感激他的恩德。 

當時，那五百位做飯的人想道：『這些收穫的成果，都是承蒙辟支佛們的恩德所致，

而我們為什麼卻對他們口出惡言？』於是大家前往辟支佛住的地方，請求懺悔改過。 

辟支佛們許可了。悔過之後，這五百人又發誓說：『希望我們在未來世能遇到賢聖，

得到解脫。』由於這個緣故，這些人於五百世中經常作乞丐。因後來懺悔、發願，所以

今生遇到我出世而得到解脫。 

太子你應該知道，當時的大富長者散檀寧，難道是別人嗎？那就是我本人啊！那位

管倉庫的人，就是現在的須達；天天到僧眾住所通知開飯的僕人，就是現在的優填王；

那條狗因為曾經前往通知僧眾開飯的緣故，所以世世聲音美好，就是現在的美音長者；

當時，那五百位做飯的人，就是現在的五百位阿羅漢。」 

太子祇陀及與會大眾看到了這樣的神變，感念佛的功德，都謹記在心、精進修行，

有證得初果乃至阿羅漢果的，有專修辟支佛行的，也有發大心求佛道的，每個人都誠心

精勤，希望完成各自的本願，大家都歡欣鼓舞，感恩頂禮、依教奉行。 

這一則故事提到，過去有兩千多位辟支佛在一座山中修行，因為遇到旱災，乞食不

易，還好有一位大富長者發心供養。長者派了五百位僕人為這些辟支佛天天準備飯食。

時間一久，這五百位僕人就開始抱怨：「我們從早到晚忙得要命，都是這些乞丐們害的。」 

由於這些僕人對辟支佛起嫌惡心，惡口稱這些聖者為乞丐，所以命終之後經常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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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乞丐。 

我們辦法會或舉辦活動時，或者需要長期照顧病人時，有的人一開始起歡喜心，「任

勞任怨」，即使有人指責、抱怨，他也歡喜接受。但時間一久，就變成「任勞但不任怨」，

雖然還是會做，但卻無法忍受他人的指責、抱怨了。再過一段期間，卻變成「不任勞也

不任怨」，不再發心做事了。 

我們反省自己，是不是有這種情形？開始「任勞任怨」，之後「任勞卻不任怨」，

最後又「不任勞也不任怨」了呢？如果有的話，那是一種警訊，希望大家都能起歡喜心

長久為眾生服務，不要退心才好！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賢愚經》卷 5〈29 散檀寧品〉（30）（大正 4，386a5-387a26）：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匃1自活。經歷年歲，厭心內發而作

是言：「我等諸人！雖蒙僧福得延餘命，苦事猶多。」咸作是念：「我等今者，寧可從佛

求索2出家。」共詣佛所，於是眾人即共白佛：「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諸人生在下

賤，蒙尊遺恩濟活身命，既受殊養，貪得出家，不審世尊！寧可得不？」 

爾時，世尊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淨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若好若

醜，若男若女，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復如火，所至之處，山河石壁，天地所有，無

大無小，一切萬物其被燒者，無不燋3燃。又復我法，猶如虛空，男女大小，貧富貴賤，

有入中者，隨意自恣4。」時，諸乞兒聞佛所說，普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向佛，求5索

入道。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心開

意解，即盡諸漏，成阿羅漢。 

於時國中諸豪長者庶民之等，聞諸乞兒佛聽入道，皆興慢心而作是言：「云何如來聽此

乞匃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諸人儻修福業，請佛眾僧供養食時，奈何令此下賤之徒，

                                                       
1 匃（ㄍㄞˋ）：同“匄（丐）”。（《漢語大字典》（一），p.257） 
2 求索：2.索取，乞求。（《漢語大詞典》（五），p.900） 
3 燋：通“焦”。（《漢語大詞典》（七），p.257） 
4 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八），p.1324） 
5 案：《大正藏》原作「[來-(人*人)+(、*(白-日))]」，今依《高麗藏》作「求」（第 29 冊，1053b15）。 



佛典故事                                                             乞丐得度因緣 

5 

坐我床席6，捉我食器。」 

爾時，太子名曰祇陀，施設供具7，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

因令白佛：『所度乞兒，作比丘者，我不請之，慎勿將8來。』」 

佛便受請。明日食時，佛及眾僧當應請時，告諸乞兒比丘：「吾等受請，汝不及例，今

可往至欝多羅越，取自然成熟粳米9，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粳米。」 

時，諸比丘如命即以羅漢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來，攝持10威儀，自隨次第，

乘虛而來，如鴈11王飛，至祇陀家，隨次而坐，各各自食。 

於時太子覩眾比丘，威儀進止12，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

世尊！此諸聖賢大德之眾，威神巍巍13眾相具足，為從何方而來至此？甚可欽敬，唯願

如來今當為我說其徒眾本末14因緣。」 

佛告祇陀：「汝若欲知者，善思聽之！當為汝說。此諸比丘，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吾及

眾僧，向者欲來應太子請；此諸比丘以不請故，往欝多越，取自然粳米而自食之。」 

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懊惱自嘖：「我何愚蔽15，不別明闇16？」 

又復言曰：「世尊功德，難可思議！此諸乞兒，於此國中最為下賤，今日乃得稟受17清化
18，最蒙洪潤19，既受現世安樂身福，復獲永世20無為之樂。如來今日所以出世，但為此

輩，更不存餘。又復，世尊！不審此徒，往古世時，種何善行，修何功德，今值世尊特

蒙殊潤？復造何咎，從生已來，乞匃自活，困苦乃爾？世尊慈愍，幸見開示。」 

佛告之曰：「若欲知者，宜善聽之！吾當為汝具足解說如是本末，諾當善聽！」 

爾時，世尊便告祇陀：「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

名波羅奈。國有一山，名曰利師（晉言仙山），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辟支

                                                       
6 床席：2.特指坐榻。（《漢語大詞典》（三），p.804） 
7 供具：2.陳設食具。（《漢語大詞典》（一），p.1321） 
8 將：9.帶領。（《漢語大詞典》（七），p.805） 
9（1）粳（ㄐㄧㄥ）：稻之不黏者。今指一種介於秈稻、糯稻之間的晚稻品種，米粒短而粗，

米質黏性較強，脹性小。（《漢語大詞典》（九），p.214） 
（2）粳米：粳稻碾出的米。（《漢語大詞典》（九），p.214） 

10 攝持：2.控制。（《漢語大詞典》（六），p.973） 
11 鴈：同“雁”。（《漢語大詞典》（十二），p.1070） 
12 進止：2.舉止，行動。（《漢語大詞典》（十），p.980） 
13 巍巍：1.崇高偉大。（《漢語大詞典》（三），p.875） 
14 本末：2.始末，原委。（《漢語大詞典》（四），p.706） 
15 愚蔽：愚鈍，不通事理。（《漢語大詞典》（七），p.622） 
16（1）明闇：見“ 明暗 ”。（《漢語大詞典》（五），p.619） 

（2）明暗：亦作“明闇”。4.比喻真假，是非。（《漢語大詞典》（五），p.613） 
17 稟受：猶承受。（《漢語大詞典》（八），p.105） 
18 清化：清明的教化。（《漢語大詞典》（五），p.1296） 
19 洪潤：大恩澤。（《漢語大詞典》（五），p.1135） 
20 永世：1.永遠。（《漢語大詞典》（五），p.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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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依其住止；假使復無辟支佛時，有諸五通21學仙之徒復依止住，終無空廢22。 

爾時，山中有辟支佛二千餘人恒止其中。於時彼國有火星現，是其惡災。此星已現，十

二年中，國當乾旱無有天雨，不得種植，國必破矣。 

是時國內有一長者，名散陀寧，其家巨富，財穀無量，恒設供具，給諸道士。時千快士
23往至其家，求索供養而作是言：『我等諸人住在彼山，值國枯旱，乞食叵24得，長者若

能供我食者，當住於此；若不見與，當至餘方。』 

長者於時即問藏監：『今我藏中所有穀米，足供此諸大士食不？吾欲請之。』 

藏監對曰：『唯願時請，所有穀食饒多足供。』 

長者即請千辟支佛，飯食供養。 

彼殘千人復詣其家，亦求供養。 

長者復問其藏監曰：『卿所典藏，穀食多少？更有千人亦欲設供，足能辦不？』 

其藏監言：『所典25穀食，想必足矣，若欲設供，宜可時請。』 

於時長者即便請之。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 

時，諸使人執作食具，經積年歲厭心便生，並作是說：『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

乞兒之等。』 

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時，此使人養一狗子，若往白時，狗子逐往，日日如是。 

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 

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來請，便至其家，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

殖26。』 

長者如言，即令諸作人齎27持作器，勤力耕種，大麥、小麥一切食穀悉皆種之。經數時

間，所種之物盡變為瓠28。 

長者見已，怪而問之。諸大士曰：『此事無苦，但勤加功，隨時溉灌。』如言勤灌，其

後成熟，諸瓠皆大，加復29繁盛。即劈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 

長者歡喜，合家藏積，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 

                                                       
21 五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 
22 空廢：荒廢，荒蕪。（《漢語大詞典》（八），p.423） 
23 案：「快士」即是「辟支佛」。參見〔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 5〈29 散檀寧品〉： 

時千快士，往至其家，求索供養。……長者即請千辟支佛，飯食供養。（大正 4，386c13-19） 
24 叵（ㄆㄛˇ）：1.不，不可。（《漢語大詞典》（一），p.957） 
25 典：8.掌管。（《漢語大詞典》（二），p.112） 
26 殖：5.種植。（《漢語大詞典》（五），p.166） 
27 齎（ㄐㄧ）：3.攜帶。（《漢語大詞典》（十二），p.1442） 
28（1）瓠（ㄏㄨˋ）：蔬類名。即瓠瓜。（《漢語大詞典》（八），p.281） 

（2）瓠（ㄏㄨˊ）：1.即葫蘆。（《漢語大詞典》（八），p.281） 
29 加復＝復加【宋】【元】【明】。（大正 4，387d，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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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所獲果實之報，將由斯等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

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 

大士聽之，悔過已竟，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 

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 

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檀寧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時30藏臣31者，今須達32是也。

日日往白時到人者，優填王33是。時狗子者，由其吠故，世世好音，美音長者是也。爾

時五百作食之人，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 

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覩其神變，感佛功德，剋心34精勤，有得初果及第四果者，復有專

修快士行者，復有興心35求佛道者，各各精勤，求遂本心，歡喜踊躍，頂戴36奉行。 

 

                                                       
30 案：《大正藏》原作「是」，今依《高麗藏》作「時」（第 29 冊，1054c16）。 
31 臣＝監【宋】【元】【明】。（大正 4，387d，n.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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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Jetavana）供養佛陀。（《佛光大辭典》

（六），p.5362.1） 
33 優填王：優填，梵名 Udayana。又稱優陀延王、嗢陀演那王、鄔陀衍那王。全稱嗢陀演那伐

蹉（梵 Udayana-vatsa）。意譯日子王、出愛王。為佛世時憍賞彌國（梵 Kauśāmbī）之王。

因王后篤信佛法，遂成為佛陀之大外護。據《增壹阿含經》卷二十八載，佛陀曾昇至三十三

天，為生母說法，彼時，優填王未能禮佛，憂苦愁病，群臣遂以牛頭栴檀（牛頭山所產之香

木）造一尊五尺佛像，王乃痊癒。此為印度造佛像之濫觴。（《佛光大辭典》（七），p.6411.1） 
34 剋心：銘刻在心。（《漢語大詞典》（二）p.688） 
35 興心：1.打定主意，存心。（《漢語大詞典》（二），p.165） 
36 頂戴：1.敬禮，感恩。（《漢語大詞典》（十二），p.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