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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9》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這一段。 

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 

  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又問：「後莫有難否？」 

  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楊柳為官。』」 

大眾又追著問，大師，那你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就是哪一個才是你傳法的弟子？哪

一個才是正牌的？其實他的座下有四十三位開悟者，因為大家都一樣的水平，悟道清

淨，佛性不退轉，明心見性，誰跟誰都是一樣的，所以要傳給誰？大師就回答：「有道

者得，無心者通。」知道得菩提道果的，也就是得道了，這裡面就是沒有心意識世俗心

的這個人，他就通曉了這個道。 

大眾又問：「後莫有難否？」我們以後會不會有災難？當然這個問題有兩個指向，

第一個是大師你走了，我們這個寺以後會不會有災難？另外就是這以後還有什麼比較非

常的事情？有什麼特殊的災難嗎？六祖惠能大師就作了一些預言，就有這個讖言，他直

接說在他身上發生的，就在這個寺裡會發生的。 

他說在我滅後差不多五六年的時候，會有一個人他要來取我的首級，他要取我這個

頭。你們要記得，我現在就把大致的情形，預先跟你們說了：「頭上養親，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楊柳為官。」解釋這個之前，先跟大家解釋這個故事，就後面發生的故事，

拿來給同學解釋。 

《傳法正宗記》：師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璩碑之。始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

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鍱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

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縗絰而混，言類孝子者），

自塔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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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法正宗記》裡面有談到，它說六祖惠能大師他「世壽七十有六」，就是七十

六歲，他圓滿之後，就是他謝世之後，入滅之後，前刺史韋君，就是韋璩，前面韋刺史，

「韋璩碑之」，就替他寫了碑文，然後要入塔。入塔的時候，大家就想到當時六祖惠能

大師有說道，五六年之後，會有人來要取他的首級，所以大家就用那種金屬，銅或鐵打

成一片一片的東西串起來，「遂以鐵鍱固護其項。」就用那個鐵這樣一片一片串成一條

鍊子一樣，把這個頸子這個地方，就堅固的固定在這裡，用鐵固定住。 

在「開元十年八月三日」，他入滅的時候是先天二年，癸丑年八月三日。然後開元

十年，其實不僅僅五六年，比五六年還長一點，八月三日那天的半夜，因為大家知道有

人要來要他的首級，所以這個塔是有人顧著的，半夜就有聽到這個塔那邊，有這樣拉扯

鐵索的聲音，這一片一片拉著，後來就漆漆叩叩，這樣子扯的聲音。「主塔者驚起」，顧

這個塔的人馬上跳起來，追著出去，就看到有一個人「狀類孝子」，看起來好像孝子，

一個人從裡面跑出來。為什麼這個人狀若孝子？因為他白天看到有一個人，「著縗絰」，

喪服，著這個喪服來禮拜，來禮拜六祖惠能大師。就是把自己當佛子，當他的弟子，才

能進來，他就從塔裡面走出來。 

尋視之，其鐵鍱護處已有痕跡，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 

這個主塔者，看護這個塔的人，他就看，趕快進去看頸項上面的這個鐵鍱有沒有被

動過，真的，裡面有痕跡，就是有要破壞的這個痕跡。這個很嚴重，趕快報官處理，官

府就要嚴辦，因為六祖惠能大師的這個金剛不壞之身，能夠回到這個南華寺，能夠回到

這個寺，是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所以大家很珍惜這一代高僧。 

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

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真體，久不能決。 

因為當時六祖惠能大師是回他的故居新州國恩寺，他的家鄉不是奉獻出來叫國恩

寺？所以他是回國恩寺坐化了。他坐化，坐化的時候，滿室異香，這大德坐化，他不是

像我們屍臭，他是滿室異香，然後有白色，「白虹屬地」，就是有白色的光亮，這個時候

新州，新州就是他的故居，韶州也就是講《壇經》的這個地方，這兩個地方都爭相建塔，

然後就想把他的遺體請回來。大家都爭取，可是六祖惠能大師是回到新州去坐化的，可

是這個寺是他住持的，你既是三寶，你本來就是我們寺裡的和尚，當然就要請回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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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都在相爭，爭來爭去不知如何做裁決。 

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指處，師得歸焉。」俄而香煙倏發北趣韶境，

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 

所以這個刺史跟兩郡的人，大家只好讓六祖惠能大師自己決定好了，所以就舉香，

舉香在那邊祝禱，祝禱，然後就跟六祖惠能大師說，反正就是諸佛菩薩，護法龍天，說

這個香舉起，這個煙飄哪個方向，就是你想要遺體放在那裡，讓我們好好供養的地方。

這個煙就飄飄飄飄飄，往北飄，往北飄，往這個韶州這個地方，這個飄飄飄，飄到韶州

的境界、境地，這個韶州人太開心了，於是就在十一月十三日，把六祖惠能大師的這個

遺體，歸到曹溪這個塔，也就是南華寺，現在六祖大師的不壞之身還在那裡。所以大家

是不是很顧著這一代高僧大德？ 

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史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

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 

剛剛談到有人真的要來盜取，取這個首級，官府就緊急的要嚴辦，把附近，最近出

入各個道路的地方這些人，都要好好的嚴格審查一番，沒有幾天就在石角村找到這個

人。然後這個刺史就審問他，審問他，就是你，你那天就裝扮成孝子的樣子，因為大家

白天有看到他，你就不可能耍賴，所以他說 你那天就是要去盜六祖惠能大師的首級。

然後他就說你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張淨滿，就是遇滿之難，他說我叫張淨滿，我本籍

是汝州的梁縣人，因為我在洪州開元寺，碰到一個新羅國的僧，他的名字叫金大悲，他

的名字叫金大悲，他想要把六祖惠能大師的首級請回到新羅國去供養，因為他也是佛

子，所以「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所以他就雇用我來取六祖惠能大師的首級，

為了要帶回去，好像自己的尊長，自己的慈親，自己的上師一樣來供奉他，所以叫「頭

上養親」。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就有說這個偈，為了取這個。那我為什麼受他的雇呢？因

為我沒有錢，我要生活，我要果腹，所以「口裡須餐」，因為這個張淨滿他需要錢，所

以他就受他之雇。 

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

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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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刺史很生氣，就想要用國法來處置他，但是又想一想，其實他這個也是「其情

不惡」，也就是他也是爲了生活，然後這個金大悲，也是要供養六祖惠能大師的首，把

他當成諸佛一樣來供養。他也不是說六祖惠能大師的首級要賣錢，沒有什麼不良的這種

企圖。所以這個刺史，他就問尊者的弟子令瑫禪師，他有很多弟子，他就問他說，那這

件事怎麼辦？令瑫禪師就用佛法來論斷這件事，其實這個動機並不是壞的，大師早就有

這個讖言，所以大家也守護得好，這首級也沒有被盜，所以就放了他吧！出家人總是這

樣，你要是用國法處置他，那這算哪一條罪？這可能要重可重，對不對？這個刺史他也

瞭解令瑫禪師的意思，就說好吧，就放過他。 

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 

當時州刺史他的名字叫柳無忝，是不是楊柳爲官，柳？當時的縣令，叫楊侃，是不

是楊？所以叫楊柳爲官。這個賊叫張淨滿，是不是遇滿之難？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對於自

己身後可能發生的這些災難，其實都很清楚的，所以這個就是一代大師。這裡就給同學

解釋清楚了，接下來我們要瞭解這個故事。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

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 

  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

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當然他剛剛講的是未來的預言，大師就自己再說道，我逝世之後七十年，會有兩個

菩薩從東方來。當然東方是當時的地理位置，就是從比較，因為他是在廣州這個地方，

這邊，從東方過來，一個是出家眾，一個是在家眾。這個出家眾是誰？是馬祖道一，這

個在家眾是誰？是龐蘊居士，這兩個人他們會同時教化，整理伽藍，也就是會把寺院再

整修一下。七十年，寺院是老了，它會有一些斑駁的情形，剝落，環境當然要有整修，

只要有佛法的地方，就有人眾的聚集，這一定是這樣的道理。而且「興化，建立吾宗」，

他們會把禪宗大為顯揚，「締緝伽藍」，修建佛寺，使法嗣興旺，就是這個佛法會再度的

興旺起來。 

弟子聽了當然很開心，弟子就再問：「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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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從世尊應化現身在娑婆以來，到現在已經傳承了幾代。這個當然會有記載，因為達

磨祖師來的時候，他一定會講他的傳承，一代一代的相傳，自然會有以心印心，「願垂

開示」，請大師慈悲，跟我們說明白，讓我們知道。大師就回答，過去七佛之前，有很

多古佛出現在世間，那個數量已經達到無量無邊，不可計算。這裡在經論裡面有記載： 

久遠劫來，諸佛出興，有二萬億威音王佛，二萬億日月燈明佛，二千億雲自在燈王

佛。 

而且過去久遠有一位大通智勝佛，所以過去的佛好多，很多。但從我們現在開始往

前算，往前算，我就介紹這七佛好了，這樣子。所以「今以七佛為始」，作為一個開頭，

給你們介紹。在過去莊嚴劫有三尊佛，叫毘婆尸佛、尸棄佛跟毘舍浮佛；我們這個劫叫

賢劫，有四佛出興於世，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跟釋迦文佛（釋迦牟尼

佛），這個就是七佛。 

從這個時候，從我們現在的佛法，是由釋迦牟尼佛在世間所開演的，所以以這個七

佛，我們是用釋迦牟尼佛從這個時候開始傳承，傳承祂的佛法。這個地方就給同學介紹

這個七佛。 

毘婆尸佛是過去莊嚴劫中出現之佛，釋尊於因位菩薩道中修百劫相好業時，偶逢此

佛坐於寶龕中，威光赫奕，遂七日七夜翹足讚歎之。巴利文大史謂毘婆尸佛乃以燃燈佛

為首的二十四佛中之第十九佛。 

在過去莊嚴劫有毘婆尸佛，這毘婆尸佛是過去七佛的第一佛，就是莊嚴劫中出現的

佛。「世尊於因位修百劫相好業時，偶逢此佛坐於寶龕中，威光赫奕。」這個是在講釋

迦牟尼佛祂在過去七佛的第一尊佛叫毘婆尸佛，那個時候，所以你看世尊修行多久？釋

迦牟尼佛修行多久？祂在過去莊嚴劫，祂就見過那時候的佛。同學！我們要修行很久

的，同不同意？所以不要怕，知道嗎？有的人就覺得很怕，這樣太久了，太慢了。你在

輪迴都很久了，你也不嫌慢，一餐過一餐，一天過一天，對吧？蹉跎歲月，你都不知道

它慢，現在如果想到念佛，就要快快成佛，慢慢享受，快快成佛。在享受的時候，都覺

得時間過慢一點比較好，成佛在痛苦的時候，就要想用跳的這樣，飛一下就過了，這不

知道要說給誰聽。 

當時釋迦牟尼佛祂在因位修百劫相好，就是菩提志業的時候，就遇到毘婆尸佛，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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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寶龕中，然後威光赫奕。祂看到之後，「七日七夜翹足讚歎之」。祂看到之後真是就

忘我，七天七夜就這樣，翹起腳來，就墊著腳，很仔細的這樣眼睛眨都沒眨，在端詳著

佛的相好莊嚴，七天七夜，那是種了因緣。「這一尊毘婆尸佛，是以燃燈佛為首的二十

四佛中的第十九佛。」這一尊佛再往前，到燃燈佛開始算，其實是二十四佛，世尊是在

燃燈佛的時候就授記了。是不是更早更早更早之前，祂就開始修行了？所以以燃燈佛為

首二十四佛，祂是第十九佛。 

此佛出世於過去九十一劫前，就是毘婆尸佛，祂就是從這個時候倒著算，就是九十

一劫之前的。那個時候的人壽八萬歲，毘婆尸佛在世間的父親名字叫槃頭，剎帝利種，

然後他有一個兒子叫方膺。那個時候的國王的名字，也叫槃頭，那個時候的城鎮的名字，

就是首都，首都的名字叫槃頭婆提。毘婆尸佛是在波波羅樹下成道，初會說法度眾十六

萬八千人，二會說法度眾十萬人，三會說法度眾八萬人。祂有三會說法，這樣子，這是

毘婆尸佛。在過去每一尊佛，祂在傳法的時候都會有偈。這個毘婆尸佛祂的付法偈： 

「身從無相中受生，由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第二尊呢？ 尸棄佛，過去七佛的第二佛。尸棄佛出生於過去三十一劫，就從這時

候往前三十一劫，那個時候人壽是七萬歲，祂姓拘利若，是剎帝利種，母親叫光曜。祂

是坐在分陀利樹下成正覺，所以祂的菩提樹叫分陀利樹。當時祂也有三會說法，初會說

法度比丘十萬人，二會說法度眾八萬人，三會說法度眾七萬人。這個尸棄佛。尸棄佛的

付法偈是： 

「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這是尸棄

佛。 

過去七佛的第三佛，叫毘舍浮佛。這個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祂是過去莊嚴

劫千佛中最後出現的佛。這個佛以燃燈佛為首，二十四佛裡面第二十一，剛剛十九、二

十、二十一，毘舍浮佛出世，在過去三十一劫，這是過去往前推，三十一劫的時候出世，

當時的人壽六萬歲。是不是愈來愈減壽？所以佛都出生在減壽的時候。祂是剎利種，祂

是在娑羅樹下成道，所以當時那個菩提樹，就叫娑羅樹。祂有兩會的說法，初會說法度

眾七萬，次會說法度眾六萬。眾生的根器是不是也愈來愈差一點？因緣也比較沒那麼具

足了，所以是不是度眾人數比較減少？諸佛不會能力上有差異，是眾生根器上不好撥，

真的不好撥，這個是毘舍浮佛。毘舍浮佛的付法偈：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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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如果能夠照這樣去修持，而這個就是畢竟道理，能夠這樣的話，應該這是一定

會成佛的，這個是毘舍浮佛。 

接下來就介紹賢劫裡面的四佛。賢劫裡面的四佛，就是賢劫裡面千佛的第一佛，從

當時往前算，是七佛中的第四佛。這個賢劫中人壽四萬歲的時候此佛出世，前面是六萬

歲，現在跳到四萬歲，祂是婆羅門種，姓迦葉，祂是在尸利沙樹下成道，所以當時的菩

提樹，叫尸利沙樹，只有一會說法，眾生的根器，度化的弟子有四萬人。是不是更少一

點了？前面度化的眾，還有兩會，一個是七萬，一個是六萬，是不是十三萬？現在遞減，

遞減，只有四萬人，這個是拘留孫佛。拘留孫佛祂的付法偈是： 

「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這是過去

的四佛。 

第五尊，就是過去諸佛七佛的第五，是拘那含牟尼佛。這個拘那含牟尼佛，是賢劫

千佛的第二佛。這個拘那含牟尼佛，此佛於人壽三萬歲的時候出生於清淨城，是婆羅門

種，姓迦葉，祂在烏暫婆羅樹下成道，所以是祂的菩提樹，叫烏暫婆羅樹。有一會的說

法，度化弟子三萬人。是不是愈來愈少？這個拘那含牟尼佛，祂的付法偈：「佛不見身

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懼於生死。」每個偈都得好好參，

希望大家在這個七佛的偈中，得到某一些啟示。 

在過去七佛的第六尊佛，叫迦葉佛，這迦葉佛是世尊之前的佛，祂又是賢劫千佛中

的第三佛。傳說釋迦牟尼佛前世之師，就是迦葉佛，也就是祂在迦葉佛出世的時候，祂

在祂的座下當弟子。這個很靠近，這個我想鐵定如此，因為當時祂已經是菩薩了，菩薩

都會成為諸佛的左右脅，助佛宣化，所以這個當時迦葉佛也有預言釋迦牟尼佛必定成

佛，最早當然授記的是燃燈佛。就像說世尊當時授記那麼多羅漢跟自己的弟子，也是說

你以後會成什麼佛，成什麼佛，成什麼佛，所以當時這是肯定的。 

迦葉佛出世在賢劫中，當時人壽兩萬歲，祂是在尼拘律樹下成佛的，這是祂的菩提

樹，是尼拘律樹，有弟子兩萬人。同學！我們有沒有發現諸佛成佛都是在菩提樹下？我

們現在都不是樹下，我們怕蚊子，是我們那個身子勘不破。對不對？祂都是在大自然之

下，我們現在呢？空調，蒲團，是不是？我們好嬌嫩。 

說個笑話給同學提神提神，以前我們有一期禪修班，有一個學生，他就想到諸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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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樹下成佛的，於是他每天就天還沒亮 起個大早，四點多就去公園，走一圈，經行

一下，五點多打坐，他就在那裡打坐，不錯。有一天就有一個人遛狗，就附近有個人家

出來遛狗，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也不知道，他在遛狗，他就進入了深深的定中，

結果那隻狗就從老遠的地方，往他這個方向衝過來，然後邊跑邊吠，吠他就是了，就吠。

然後因為狗的聲音出現，他就眼睛打開，結果牠就這樣衝過來，應該是後面的問題，你

知道，應該是那個狗是不是看到另外一隻狗太高興了，牠可能要跟另外一隻狗說哈囉，

還是發生了什麼問題，不知道。結果他看那個方向，是從這邊衝過來，於是他的心中起

了一個大躁動，沒有遠離恐怖顚倒夢想，就進入了恐怖顛倒，嚇了好大一跳，沒有禪定

功夫。所以要在樹下打坐，這個要能接受，要能接受所有的突變。你對於這個六根，你

要真的有某一種穩定，要不然一個聲響，一個樣子，那個狗這樣過來，他就嚇到了。 

你要知道世尊最後一刻降魔是什麼呢？波旬帶了好多好多的這個魔子魔兵、魔將魔

女，來給祂誘惑，然後要給祂恐嚇，跟祂說，祢起來，祢要不起來，我們要給祢丟到大

海。世尊當時有一個淨瓶，淨瓶在前面，祂說你如果動得了我的淨瓶再說。這個波旬這

些的魔兵，就是這些魔就動不了世尊的淨瓶，然後祂這個手指地，我們不是有常常看，

佛成佛的像，當時沒有恐怖顛倒夢想，於是降伏了這些魔眾。這一念當中，一念當中，

話說我們那個同學，後來再也不敢在樹下打坐。 

再說另外一個笑話給同學提神，最近有一個學生，他說我要去買蚊帳，他說有那種

很簡單很簡易的蚊帳，那個蚊帳架起來，我在裡面打坐，我一定能夠入定境。如果你需

要有一個蚊帳來幫你擋著，或許距離遠一點，蚊子的哼哼哼的聲音，不干擾於你，但蚊

帳拔掉呢？蚊帳如果拔掉，你就不能入道，你就不能入定，那你的佛叫暫時的。聽懂嗎？ 

所以這裡面當然有很多我們在修行裡面的假設，我們的方便，我們想要的維持，我

們想要的狀態，其實都太多條件說。如果成佛要這麼多條件說的話，如果有一個條件因

緣不和合，就不能成佛了。可是成佛，不在物相，這個給同學提神兼腦力激盪。所以修

行是有它重點的，要不就這個色身上面的問題，要不就是境界上的問題，總是要去一一

接受跟克服，最後這個身子能放得下，才能夠像剛剛拘那含牟尼佛裡面講的「佛不見身

知是佛」。是不是？ 

那剛剛講到迦葉佛，迦葉佛有弟子二萬人，祂的傳法偈：「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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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的故事，那我們就不用再講了，菩提樹下成佛。

祂的傳法偈是：「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這個針對於

我們眾生有法的概念，有世俗的、世間的法，有出世間的佛法等等的這些法的執著。這

些法呢？「無法法亦法，法法何曾法」，很有意涵。六祖惠能大師就講到了，這個是為

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接下來就要講釋迦牟尼佛傳法，這些弟子一直到他自己，也就是惠能，到他，他是

怎麼的一個過程？他是三十三，就是我們東土的三十三祖。這裡開始我們就要介紹天

竺，也就是在印度的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這就有一點故事。 

說到這個摩訶迦葉，就是第一摩訶迦葉尊者，他是有故事的。這個迦葉尊者，他是

「摩伽陀國的人，是婆羅門種」，他出生的時候「資質美貌」，就長得非常的莊嚴，而且

他的皮膚是金色的，然後會發亮，「照曜甚遠」，看到的人都會很歡喜。其實不是印度這

樣，以前哪個地方出生，大家都會幫這個小孩算命，對吧？這個相師他就算了他的命，

他就跟他的父母親講：「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你這個孩子很清淨，應該是要出家，

修行人。一般我們父母聽了會怎樣？慘了！生了就像沒生，以後一定會跑掉的，他要出

家。所以「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兩個互相就講，「必美婦可縻其心」，以後幫他娶

個漂亮老婆，把他給綁住。 

所以稍長的時候，就要為他擇娶，就幫他作一媒親事，娶個漂亮的老婆。然後尊者

他就每每就說不要，他就會辭，這個不願意就這件事。然後父母親就一直說道，你應該

要傳宗接代。不得已，不得已乃紿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為偶。」他就打個方

便妄語，他就說如果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像我全身這樣金色，有光芒的這種女子，不夠漂

亮，我不要。這個父母親就有一點小麻煩，要去找到這樣的膚色，這樣的莊嚴，是不容

易的。 

然後求救於婆羅門，大家就想著想著，唉呀！就去鑄造，鑄造一尊非常莊嚴美貌的

金人，就是一個莊嚴的女子像，「輦行其國」，就在國界裡面就遊行，放在車子裡，車子

四處遊行這樣子。所有漂亮的女生，都會跑出來看，她們聽說有一尊非常非常非常莊嚴

漂亮的那個女孩的像，大家都要跟它去比一比，看有沒有比它出色。然後這個推著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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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其實就是在觀察，有沒有一個女孩像這尊一樣，這麼漂亮又發出金色的光芒，

這樣就可以許配給這個迦葉。 

後來果真，這個車子繞了印度一大圈，真的有一個女孩，人長得非常的莊嚴，她就

跟著同伴們一起來看遊街的這個金色的雕塑的美女。來看的時候，在旁邊一站，唉呀！

她的光華勝過這一尊假的，她是真的，「果真金色女如迦葉」，好開心，就說媒，因為迦

葉是富豪之家，他也是長者子，家裡有錢，那這個很麻煩了。 

這個迦葉尊者不得已，真的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孩，而且說媒也說成了，兩個要結

婚的那個晚上，這個女孩就坐在那裡一直掉淚，就一直哭。這個迦葉尊者他也不想碰她，

就看她一直哭，他就問她說，妳為什麼哭？這個女孩就說，都是你，都是你們要尋找，

都是因為你要娶妻，我根本就不想嫁，我只想求道，我的父母就貪財你們家的錢，這個

地位，把我許配了給你。意思說我完了，我不能求道了，我一心要向道。 

這個迦葉尊者聽了之後，那大迦葉他聽了好開心，他說妳不要哭，妳不要哭，我也

是一心求道，我就是用了這個刁鑽的辦法，讓他們找不到漂亮的美女，誰叫妳長這麼好

看，我們倆個約好，我們倆個約好，我們都要一起求道，所以我們就好好修行。兩個就

開心起來了，很開心，就兩個沒有男女那種意念。然後好久了，就沒生出個子來，就是

他們沒有男女慾。他這個父母親，因為是富豪之家，就有人進他們的房裡去打掃，就看

到怎麼是兩張床，就很生氣，很生氣，原來他們倆個就沒有成為夫婦。這父母親很生氣，

就把一張床搬出去，就只留一張床。 

這個迦葉尊者就跟他名義上的妻子說，只剩一張床，這樣子的話，上半夜下半夜我

們輪流睡，然後妳睡的時候，我修行我打坐，我睡的時候妳精進。兩個就這樣約著，約

著這樣子，是不是很精進？不為美色所誘惑。話說又這樣過了，這父母親真是生氣，老

是得不到一點點好消息，可是他們一直表達的，他們想要好好的修行。 

話說有一天，有一天，換到他那個妻子在床上睡，迦葉尊者是在地上，在印度有一

種黑色的毒蛇，這黑色的毒蛇，下雨天就跑進了屋子裡，迦葉尊者還在經行用功，他們

都約好，彼此不能夠碰到對方的肌膚。這個毒蛇，竄啊竄啊，竄啊竄啊，這個床可能矮

矮的吧，就從這個床的一邊，這樣爬上來了，就快要靠近他的妻子這個手臂，她手是這

樣放著，這個蛇就往這邊。這個迦葉尊者一驚慌，他就用衣袖，就是一個布，遮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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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因為約好不能碰到的，他遮著自己的手，就把這個蛇給這樣弄掉。這個弄掉的時

候，就碰到他太太臂膀的手，她就驚醒過來，就跟他說，你幹麼動我？你怎麼可以摸到

我？他就跟她說，我不是要摸妳，我毫無男女這個慾念，是因為毒蛇牠快要咬到妳了，

有一個不小心給動了，這樣，所以兩個人就為了還不能好好去修行，很是煩惱。 

後來他的父母親亡故，亡故之後，這個迦葉尊者跟他的妻子兩個就講好，我們可以

放心的去修行了。他的妻子說，那你要去哪裡修行？迦葉尊者說，他先出發吧，如果他

安居下來，找到良師的時候，他就回來接她，因為家裡蠻富有的。這個妻子就說好，於

是她就在家裡等著。 

迦葉尊者很精進用功，可是他開始在學習的時候，是在外道，靠近外道的地方學習，

然後還沒有認識世尊。那中間他的妻子在故鄉，一直等著等著，可是他沒有安定下來，

找到良師。她等著，迦葉尊者又沒有捎來訊息，過去又不像現在，不方便，沒有捎來訊

息，她就心裡很焦慮的在等著，到底迦葉你哪裡去了？怎麼都沒有回來接我？ 

有一天就是婢女、侍女，她們到一個季節，就要擠那個麻油，要擠那麻油，因為她

一心向佛，很慈悲，擠這個麻油的時候，這麻籽上面還有很多小蟲，擠麻油的時候一定

要有加熱，這個油才能滲出來。於是這些婢女們侍女們，她們在擠油的時候，擠完了之

後就對談，說我們的主人，就是指他的妻子，我們主人說一心向道，這麼慈悲，光這麻

油裡面有多少蟲，你看，這殺生，殺生。她聽了之後，她心裡好難過好難過，你看留在

世俗裡，還要為這個生活生存這些，去耕田，然後還要做很多很多的這些事情，無非都

只是為了果腹，無非就是為了要經營家產，還殺業這麼重。 

她一心就想，我什麼都不要了，我要出家去了，我不要等你了，迦葉你不回來，那

我不就一輩子都不能修行。她就把家產賣一賣，把錢分給這些下人，就分一分，自己就

帶了簡單的行囊也就走了，去投身到外道的座下，也去修行了。 

因為她長得非常好看，所以她在外道那邊修行的時候，遭受到很多的性騷擾，現代

言詞是這樣，當然這上面還經過了一些苦難，她長得太好看了。迦葉在中間呢？他後來

皈依到釋迦牟尼佛的座下，成為弟子，他就一心想著他的妻子，故鄉的妻子，要趕快速

速的接過來這邊好好修行，所以他就回故鄉去接她，殊不知人去樓空，也不知道去向，

所以很辛苦的，要去把已經投在外道座下去修行的這個女子，也就是他的妻子找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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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時間才找到，找到之後，就帶回到僧團，皈依在世尊的座下，在比丘尼的僧團裡

面好好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