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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0》 

             印可法師宣講          

話說迦葉尊者在僧團裡面，他不喜跟人家很多的攀談，他是一個比較安靜的人，他

修苦行。他常常就是去托鉢的時候，比較慈悲的，就去希望給貧者能夠植福，所以他都

去比較貧民窟的地方去托鉢，為貧窮的人說法。 

因為他的妻子到僧團裡，非常的美貌，美若天仙，所以出家還是很莊嚴。常常迦葉

尊者跟他的應該是比丘尼，托鉢完之後，就會一起坐在樹下用齋，這個大眾就譏嫌了，

這以前是夫妻 你看，中午就要在一起吃飯，眾生的嘴巴，就是喜歡有些揣測，臆測的

言詞。這個迦葉尊者聽到之後，他認為這樣有損僧團，比丘的尊嚴也沒有，比丘尼也被

人家汙衊，不好，他就跟她約好，我們再也不見面，妳好生修行吧，以後不要在一起吃

飯了。迦葉尊者他常常也就是修苦行，在樹下、塚邊頭陀行，世尊是非常讚歎他的，這

個是講的一個故事。 

後來迦葉尊者，當然在僧團裡面他是長老，僧團裡面，因為有僧團的制度，阿難是

世尊的侍者，阿難是非常熱情的一個年輕人，所以阿難看迦葉尊者常常髒兮兮的，修苦

行，髒兮兮的、臭臭的，不在僧團裡面。然後這個迦葉尊者常常臭罵阿難，你攀緣，他

女人緣特好的，就覺得他不夠精進，他就會跟阿難講，你不應該這樣；那阿難覺得你在

制度下，為什麼不住在僧團中，為什麼要出去這樣，那你也不夠莊嚴，髒兮兮的。這兩

個不甚合，其實就是種性不同，所做的事不一樣。迦葉尊者是看阿難，你如果不好好修，

虛度光陰，這樣子。 

後來世尊入滅的時候，阿難在場，迦葉尊者不在場，他在外面弘法。然後他看到天

人，天人有下來，當然迦葉尊者有證神通了，他看到天人就從天下來，再往那個地方去，

有一些奇特的景象，他就知道世尊要入滅。因為世尊之前有跟他講，多久之後我就要入

滅了。這個迦葉就急急的趕快回僧團去看世尊，回去的時候，果真世尊入滅了，而且世

尊，大家都已經處理好了，裹兜羅棉，然後在棺裡面注滿了油，也要荼毗了，栴檀木這

個都堆好了。迦葉尊者就跟大家說，讓我看一看世尊，瞻仰遺容，大家都不許，不許他

這麼做，因為都處理好了，然後迦葉尊者非常非常的傷心，他就去推，推這個棺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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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迦葉就推，這棺木動了，世尊有一足伸出來，就是你要步我的足跡，要繼續走，那迦

葉當然他就懂了世尊的意思，然後世尊再把足一腳收回去，這第一祖摩訶迦葉。 

當然過程裡面，世尊有曾經跟迦葉講，正法付之，囑付迦葉，勿令斷絕，而且有授

他金縷袈裟，有用金縷衣作為傳法的證明。然後跟他說，以後這件金縷衣，要轉付彌勒，

等到彌勒下生成佛的時候，要轉付彌勒，這個就是摩訶迦葉尊者他的一點小故事。我都

是挑那個比較輕鬆的說給同學聽，他就說他多嚴格的修行，多麼的自我很嚴苛的這些，

就留著大家好好精進去讀。 

迦葉尊者在佛滅度之後，有集合大眾，這要結集經典，當時有五百位阿羅漢，證阿

羅漢果，可是阿難就沒有，阿難沒有開悟，阿難有證須陀洹果，沒錯，可是他沒有證得

漏盡阿羅漢。這個迦葉尊者他就不准阿難進去，因為你沒有悟到那個地方，你所說出來

的佛法，一定帶著你的知見，一定會有偏差，因為你相應的部分，要不然就是什麼，都

會偏頗，他就不准，又罵了阿難好幾件事，給他好好的臭罵。阿難聽了，很傷心，很傷

心，然後又不能參加，可是他記憶力超好的，佛所說過的話他都記得，大家記憶力沒那

麼好。 

後來那一夜，阿難「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就是天要亮的時候，開悟了，他

開悟了，這門又進不去，進不去，這有個鑰匙孔，天人就跟他說，你開悟了，有神通，

你就變成一隻小小的蟲飛進去。這個阿難果真如此，就變成一隻小小的小翅膀會飛的小

蟲飛進去，後來大家看到阿難，他能進得了這個門，就表示他真的得證阿羅漢果。大迦

葉當然就很開心，他就問阿難，我這麼罵你，你恨不恨我？阿難說，我不恨你，沒有你

好好的把我罵一頓，我還醒不過來。所以同學你欠罵，我們有些時候不能醒，要抗拒人

家給我們的指導。對不對？然後迦葉尊者跟阿難講，我不是刻意要罵你的，我就是要切

斷你攀緣的心，要你把心收回來，這樣。 

當時阿難就登座，登座就如是我聞，一部經一部經一部經，就這樣流出。當時在場

的這些長老，在世尊圓寂的時候，入滅的時候，都哭得死去活來，看到阿難坐在那裡，

如是我聞，阿難長得跟世尊好像，他是祂的從弟，看到阿難又不一樣，然後他突然之間

又想說，是世尊又活過來了嗎？是魔變成世尊的樣子嗎？還是阿難成佛了？長老憍陳如

他心裡對於世尊是如此如此的遵從，思念著世尊，看到阿難如是我聞，一時，什麽什麼

就這樣誦出來，經，實在心裡太惻動了，哭到暈過去了，就昏倒了。當然這故事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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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另外有一番思惟，導師還在，他們又有依怙。 

這在講後來阿難證果了，迦葉尊者看著阿難一天一天的成熟，然後他就要傳法給阿

難，因為阿難證果了，他要入雞足山去入定，等待彌勒，彌勒在世間成佛，再把這個金

縷袈裟傳承下去。當然他傳阿難法的時候，他也有偈，他的偈是：「法法本來法，無法

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這個是迦葉尊者的傳法偈。後來阿難他就在僧團

裡繼承了世尊教法的這個模式，把僧團好好的再整頓，這是初祖迦葉尊者。 

現在介紹二祖阿難，說到這個阿難尊者，他是王舍城的人，剎帝利斛飯王之子，也

就是釋迦如來的從弟，就是堂弟的意思。他開始的名字叫阿難陀，也叫慶喜，因為世尊

成道之日，阿難就那一天出生，整個王宮貴族，就是王宮裡面，大家都好開心好開心，

就慶祝一番，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慶喜。阿難出生的時候，非常的莊嚴，而且非常聰明，

跟這個一般人不大一樣。因為他出生的時候，其實沒有看到世尊，因為世尊成道，世尊

是後來好幾年才回到王舍城來，他小時候就一直聽說，一直聽說釋迦如來，悉達多太子

祂成就，他其實一直心中有一種很憧憬的想法，釋迦族有成大聖者，然後我也是釋迦族

的人，我想要去找釋迦如來，當祂的弟子，我也要去學佛，我也要成佛。 

有一天，阿難才十幾歲，這釋迦如來就回來了。世尊回來，那回來，當時好多這個

從弟，就是這些堂兄弟，大家都一心想要跟著世尊去修行，阿難的父王就斛飯王，他就

很擔心阿難也跑掉了。於是那一天，世尊要回來的日子，他就把阿難調到很遠的地方去，

不給他跟世尊見面。陰錯陽差，世尊走的時候，阿難又回來，世尊又回來，就住在隔壁

房間，就湊巧的，這因緣，就在隔壁這樣子。那一天晚上，就世尊跟阿難有一番對話，

這個阿難一心就想學佛，中間還經過了一些波折，跟很多的這些王子們，才如願的去皈

依世尊座下當弟子。 

話說這個阿難進入僧團之後，他很聰明，而且阿難很熱情，很善良，對於僧團裡面，

就是尼師團，比丘尼僧團，都會特別的照顧。當時世尊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因為世尊

出生之後七日，祂的母親摩耶夫人就往生了，所以由祂的姨母，就是母親的妹妹來扶養

祂。祂母親這一層，她們總共有八位公主，然後淨飯王他有四位兄弟，他把天臂城，也

就是一樣是眷屬裡面，天臂城八位公主，都娶到王宮來，淨飯王自己娶兩個，老大就是

摩耶，最小的小妹、么妹就是摩訶波闍波提，所以他娶大的跟小的。剩下還有六位公主，

就分給他其他三位弟弟，所以他們整個大家族，都是兄弟姐妹，都不會吵架，所以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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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祂的姨母養育長大的。 

當時這個阿難已經出家了，摩訶波闍波提在淨飯王往生之後，就帶了五百位釋迦族

的侍女也要去出家，這世尊就不許，所以世尊就跑給她追。就是她們知道世尊在這個地

方，就往這個地方來，世尊就再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她們到了，世尊不在，世尊又走到

那裡去了，她們就沿路一直追一直追，好辛苦，千里尋佛，就是要皈依，弄得很狼狽。

因為妳在王宮裡，就是享受著那種尊貴夫人的生活，可是她們要去依止於佛座下，要出

家的時候，她們自己都先把衣裳給換了，打著赤腳，卸下她那些華麗的衣裳，把頭髮也

剃了，披上袈裟，用出家人的規格那個樣子慢慢走的，追呀追，追不到世尊。 

這個阿難看了很心疼，他就跟世尊有一番對話。他跟世尊說：「祢怎麼這麼無情？

她是祢的姨母，她養育祢，祢怎麼能夠這樣拒絕她，不讓她修行，不幫她剃度？」世尊

就說：「這女人有太多的惡習氣，如果不修行的話，僧團裡面有比丘尼，她不修行的話，

正法會減五百年。」這個阿難就認為世尊祢這樣不對，那沒有什麼辦法好挽回嗎？不可

能嗎？祂說：「如果修八敬法，正法可恢復一千年。」就好辦了，就有辦法了。 

這個阿難就去跟摩訶波闍波提講，世尊會制定一些戒律，妳們能不能持？他為她說

情，幾番的說情，這個摩訶波闍波提，她就是尼師團的第一位，她當然就遵守，所以到

現在我們都有八敬法，就要尊敬比丘，後來就尼師團，比丘尼僧團。 

說到阿難，中間有很多故事。這個阿難女人緣比較好，所以每個月都有半月半月誦

戒，半月半月要教誡。比丘尼僧團要去請比丘來說法，每次阿難到的時候，這些比丘尼

都會跟他說話說得比較多，態度也可能比較親切，因為他為她們關說，他為她們爭取多

次，她們才能夠落髮的，所以對阿難，有一種特別特別的，那種特別特別的感恩。阿難

就是很慈悲，用多情，又不能講多情，所以常常就有一些是非出來。 

還有一個很重大的緣由，所以有《楞嚴經》，這《楞嚴經》就是摩登伽女看到阿難

的時候，真的是得了單相思，被阿難的這個威儀外相給迷惑了。所以她就請她的母親，

請那個邪咒，把阿難給迷惑了，差點破戒。這過程當然也是一個因緣，後來世尊要文殊

師利菩薩去喚醒阿難的覺性，再把阿難帶回來，就說了《楞嚴經》。 

阿難的故事，就是他那一輩子，跟眾生結的緣都很親切。在市集裡面，也為了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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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有一些外道的女眾，分餅的時候，阿難沒有分得很清楚，有個餅黏在一起兩塊，夾

給人家。結果人家是一人一塊，這個阿難分餅的時候，那個餅就剛好分到那個女孩的時

候，那個餅就沒有切得很乾淨，於是在快速當中，就是把餅給了對方，就閒言閒語跑出

來了，就說阿難特別照顧女孩，就給她兩塊餅，別人就只有一塊。回來也被世尊罵得臭

頭，世尊不是所謂就是那種責備的罵，就跟他說，阿難你在這上面，要懂得去避開這種

緣。這個阿難的故事很多。 

話說這個阿難，後來他的弟子叫做商那和修。這個阿難要入滅的時候，又有一齣非

常特殊的神通的展現，因為阿難當時在僧團裡的時間，算來算去是很長很長的，因為他

非常年輕就出家，然後就跟在世尊身邊，所有的國王，當時印度是小國小國制的，區域

性的小國，這些王跟阿難的關係都很好。所以阿難要入滅的時候，大家就搶著，一定會

搶著他的舍利；所以阿難後來他入滅的時候是，就是凌空，騰空到恆河的中央，自己以

三昧真火燒，讓自己這樣入滅的。這樣子在河中央，就是大家都分得到，這樣子，大家

再來平均分得阿難的舍利，造塔，因為他關係很好。阿難的傳法偈，阿難付法給商那和

修，他的傳法偈是：「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是不是

都在講這個法？這個是二祖阿難尊者的簡短故事。 

接下來就要介紹天竺的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這個商那和修尊者，他是摩突羅國的

人，另外一個名號叫舍那婆斯，姓毗舍多，他是處胎六年才生的，他在母親的肚子裡六

年。而出生的時候，身上就有穿著衣服，他不是像我們裸露的，就身上有衣，胎衣，這

個衣呢？隨著他長大的時候，這個衣也就會跟著他長大，就是有遮掩，梵語稱他叫商諾

迦猶，也就是自然服。他出生的時候，就自然身上有這種衣服，這個衣服又跟著他這樣

子去長大。像那個烏龜的殼也是自己長的，是不是？很多動物是自己出生就有殼，海裡

的寄生蟹那種也是一樣，那個是動物的，這個是聖人的。 

這個商那和修開始他是去依止雪山的仙者，去學道，這個雪山的仙者後來知道阿難

成就，於是就去請求阿難度化他，這個阿難當然就接受了。所以當時的這個商那和修，

就跟著他的師父，也就是這個仙人，雪山的仙人，一起皈依到阿難的座下，這個時候尊

者阿難就允許他跟他的師父一起落髮。當他給他落髮的時候，他就證得阿羅漢果，它這

個胎衣就變成九條法服，這世間的衣服，變成出家的袈裟，非常奇特，那個是與生俱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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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在摩突羅國，有一天就走走走，走到一個樹林子，那裡樹木很茂盛，然後祂就

跟阿難講：「這個地方在我滅度百年，會有一個比丘叫商那和修，會在這個地方說法度

人。」所以後來商那和修跟著他的師父皈依阿難的時候，阿難就知道商那和修就是他下

一棒付法的這個人，因為他有天然的自然服，胎衣，這是聖者出世，這非常人。阿難後

來傳法給商那和修，他的傳法偈是這樣的：「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是不是都是法？ 

然後接下來再講到這個商那和修。說到這個商那和修，在阿難入滅之後，他就往罽

賓之象白山，罽賓國的象白山這裡。有一天他在修習禪定，他在修習禪定的時候，就看

到有一個修行人他的弟子非常的高慢而不恭敬，他看到這個，有五百個弟子很不恭敬，

他就想要去教化他們。 去到那裡的時候，因為他在罽賓國這個地方，商那和修在那裡

說法等等，沒有把自己打理得很光鮮，所以身上有一點汙垢。他去到那裡，一去的時候，

就坐上他的那個領導者，他們這五百個弟子的師父的位子，就坐上去了。 

他這一些弟子本來就很邪慢了，他的師父不在，他的師父叫優波毱多，就是四祖優

波毱多。他一看，喔！你這個人身上還有一點汙垢，怎麼坐上我們家師父的法座，很憤

然，都對他不恭敬。然後這個優波毱多他不在，他們就趕快去找他，跟他報告，報告說，

有一個人，師父！他很過分，從外地來的，然後就坐上你的法座。因為這些弟子都邪慢，

他不恭敬的。然後這個優波毱多回來，看到這個商那和修，他就很赤誠很恭敬的給他禮

拜。人家坐你的椅子，你來還要跟他禮拜，然後這些弟子一看，怎麼會這樣？心裡的那

個憤然還在，那個慢意，就是那種高慢的那個心沒有調伏。 

然後這個時候商那和修，他就用右手這樣一指，這樣一指，就有香乳，有香乳從空

中，就這樣，有香乳就從空中這樣注下來。然後這商那和修就問優波毱多，他說：「這

個你認識嗎？」他這樣一指，就有乳這樣出來，他說這個你懂嗎？他說我不知道，我不

知道。然後說那你看看，你能懂嗎？這個毱多他就入三昧，要來觀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怎麼有辦法一指，就有那個乳這樣出來。他還是沒有辦法知道，下面的人看上面，

是永遠看不懂的，他不能曉。然後他就問他，這是哪種三昧？商那和修就說，這個叫龍

奮迅三昧。他就是用這個三昧來降伏毱多的，這叫龍奮迅三昧。他說還有五百三昧，你

根本都不知道，你可能也沒聽過。這個毱多真的是不可思議，這境界問題，這個商那和

修就再跟他說，他說：「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

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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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來佛的三昧，辟支佛是不可能懂的，祂的禪定的境界，你怎麼可能懂？辟支

佛的三昧，羅漢你也不可能懂，我的師父阿難的三昧，我也不懂，我今天的三昧，你怎

麼可能懂？他就這樣度了，降伏了優波毱多。 

商那和修尊者他出生的時候，自己身上就已經有了胎衣，也就是身上有著這個衣

服，這個衣裳直到他出家受戒，自然這件衣裳就轉成九條衣，就是我們出家人的九衣、

法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事件。這當然是有因有緣的，所以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三

祖商那和修尊者，他為什麼會出生的時候就有這件衣。 

是因為他在過去世是一個商主，就是一個生意人，路過看到辟支佛，有一個修行者

得道的辟支佛，「身嬰重病」，生了很重的病，他就趕快的就是幫這個辟支佛，這個修行

者去求藥治療。他看到這個修行人他的衣服已經破了舊了，所以他的衣「極弊惡」，然

後就是看起來很糟很惡，他就趕快用一件新的好的布料，做了一件衣服，然後要供養給

這個辟支佛。這個辟支佛就跟他說：「此商那衣」，就是這件商那衣，這是我出家成道的

衣。 

這出家人的衣裳，跟在家人是不一樣的，他說我這件衣服，是我出家落髮才穿的，

而我是因為穿著這件衣服，所以成道了，因為我真實在修行，所以我這件衣不應該換掉。

他就不會去追求這所謂世俗裡面的姣好的，好的材質，好的樣子。這個商那和修，他這

個商人一聽很感動，他非常的感動，想到一個出家人他所謂憂道不憂貧，出家人不會在

乎外界這些物質，各方面這些做文章。於是當時的這個辟支佛，也已經到了緣滅的時候，

所以他在要入滅的時候，有一些神通變化，然後就入涅槃。 

這個商主非常的悲哀，所以他就把香木疊好，把這個辟支佛的身體，當然就荼毘，

取得舍利，起塔供養。然後自己發了一個很大的願，他說：「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

衣服，如今無異」，我要修到跟現在我看到這個辟支佛沒有兩樣，而且我也要有這樣的

功德衣，我也要有這樣出家的袈裟，這樣的衣服。 

為什麼那件衣叫商那呢？因為西域它有一種草，那種草在淨地之上才生的，就是很

乾淨的地方，才有那種草。出家人的衣服，就是用那種草去編織，去做成的，表示是清

淨的法衣法服。後來因為他的願力是非常非常的強，這包括什麼？包括自己的修行嗎？

對不對？包括自己的外貌，也不再想要有世間的相狀，所以他的願力達到多強？他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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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中陰身，都穿著那件商那衣，他五百世，那意識裡面植很強，都跟那個辟支佛的那

件商那衣是一樣的；所以最後他連出生的時候，連那件衣裳都變現成那個商那衣的樣

子，而同時出生。 

出生之後，這件衣服又隨著他慢慢長大而長大，這樣子，這就是願力不可思議。所

以他恆服此商那衣，「這個衣身，從胎俱出，隨身增長」，然後出家之後就變為法服，然

後受具足戒之後，就變成九條衣。後來商那和修他入滅的時候，這件衣服有留下來，最

終它還是可以脫下來的，這件衣服有留，袈裟。他有跟弟子講：「法盡之後，方乃變壞」，

如果這個佛法都沒有了，這件衣服也就自然壞了。大家一定會想現在這件衣服怎麼樣？

是不是？他說：「今已少損矣。」顏色有點褪，這個是商那和修。 

商那和修他在傳法給優波毱多尊者，這上次有跟大家介紹到，這個補述一下。這個

優波毱多尊者，其實他在很早的時候就見過商那和修，他幾歲見的呢？他十七歲，十七

歲的時候，他就見過商那和修。商那和修看他是非常的有智慧，是個道器，所以他那個

時候就從商那和修出家了。出家當然他有開師子吼，很有智慧，二十歲的時候得證阿羅

漢果，所以他說法就是很多眾生都來聽法。商那和修傳給四祖，就是優波毱多尊者，他

的傳法偈在這裡有給同學介紹，他講的是：「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這是商那和修的付法偈。 

談到這個優波毱多他跟商那和修的這個關係，就是當時他是怎麼度他的？這過去，

就是講到優波毱多尊者，他的父親叫善意，當時他只有十七歲，就看到了商那和修，商

那和修有到他家，有到他家去開導他，所以他非常的尊敬商那和修。後來他就大開法筵，

所說法的時候，大眾都聚集來聽法，而且還感得天雨，就是感得諸天雨華，就是諸天都

來供養這個花。然後魔波旬就害怕了，波旬就害怕，諸天都來供養這個優波毱多，這個

時候優波毱多還並不是四祖，他只是依三祖而出家，所以他看到哇！這麼多人來，這是

很恐怖，那我就沒有魔子魔兵魔將，所以他就一直來干擾，干擾說法會上。 

他怎麼干擾呢？這個波旬他就變現成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子，然後騎著白象，很富

貴，大陣仗，然後坐在象上，象是很高的，所以她就很莊嚴，很漂亮的樣子，婀娜多姿。

然後大眾聽法的時候，眼睛就不聽話，就往那個美女身上飄，於是心就浮動了。然後這

個優波毱多尊者，他看到這個是魔，你來干擾大眾的。有一天這個優波毱多尊者他就入

禪定，這個魔又變化了，又變化了，就好像天人一樣要來供養這個優波毱多尊者，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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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瓔珞，他就弄瓔珞，然後就套上這個優波毱多尊者的頸項，然後這個瓔珞就緊束起來，

就這樣緊緊把他掐住，這樣子。然後這個優波毱多尊者他出定之後他知道，這是魔你所

做的。 

於是他就去取了三個東西，人、狗、蛇，去取人的屍體、狗的屍體跟蛇的屍體，然

後變，因為有神通，他就把它變成花鬘，就是變成花串起來的，這個是印度特殊的那種

裝飾品；然後他就用軟語跟波旬說，謝謝你送我的瓔珞，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我沒有

什麼好還報於你，所以我做了花鬘來酬謝你。這個波旬很開心，他說好好好，就把脖子

伸長長的，這伸出去，這個優波毱多尊者，就把這個花鬘套上他，套上之後，這個花鬘

馬上就變成人狗蛇的屍體盤在身上。他就好臭，臭得受不了，這個魔就很生氣說，你為

什麼用這種東西，用這種屍體來加在我身上？ 

尊者說：「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眾，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 

你在擾亂大眾聽法，所以你這個心腸也不好，我今天是用這個物，來還你這個不好

的心，所以你為什麼還要討厭它？它跟你是很相應的，意思是這樣。這個魔使盡了所有

的神力，都不能把他變現的這個花鬘給取出來。他就跑到六欲天去告諸天王，就去打報

告投訴，然後請這些梵天王幫忙，幫幫我把我身上這些屍體拿掉。 

這所有的天主就跟他說：「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他說這個

是證果的得道高僧，他是三界之主了，他不是我們天界的人可以動得了；況且他已經是

世尊所代代相傳嫡傳的弟子，他這個上面所有的神變在我們之上，我怎麼可能幫你去

除。這個波旬是使盡了全身的力量，神力，也是沒有辦法把這個人狗蛇的屍體給退下來。 

然後這梵王就跟他說，只有一個辦法，「汝可歸心尊者」，你歸依他吧，你心悅誠服

吧，他一定會幫你除去的。所以他就說了一個偈：「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你在哪裡跌倒，就得從哪裡起來，你是栽在他手上，你就得從他手上去幫

你解套。這個波旬很生氣，這個波旬沒辦法了，他只好就去找他。 

先聖命我降汝，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 

他就很懇切的慚愧懺悔，然後尊者就跟他說：「先聖命我降汝」，因為你障礙正法，

對不對？你障道，所以所有的聖賢都是一樣會支持我的，我本來就是應該降伏你這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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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如果你從今以後改變，而做正確的事情，

那麼你還不至於會墮到惡趣去，否則你障道，這是要墮惡趣的，你要重新改過。 

然後他就說，唉喲尊者！你大慈悲，幫我除去這腐屍吧，我這好臭好臭的腐屍，我

在這個正法裡面，不會再惱害了。就是伏地，然後禮拜。然後這個優波毱多尊者，當然

就幫他解套，這個腐屍就褪去了。退去之後，優波毱多尊者他畢竟是第四祖，他沒有看

過世尊，他就跟天魔波旬說，你見過世尊，對不對？因為天界的壽命很長，他說你見過

世尊，那麼你變化一下世尊的樣子讓我看，真的如佛在前，這樣去感受一下。 

這個魔說，叫我變化成世尊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你不要給我禮拜，你不要拜我，

你不要拜我。然後他就跑到林子裡去，當然他有神通，天界，他就化為如來的樣子，「奇

相儼如」，就是一模一樣，然後又有這個常隨眾，然後就出來了，從這個林子出來。這

個優波毱多一看，他就忘了，他一看，這個心非常的忻然，就是很愉快，就感覺到真的

親睹如來，他就不自主的，不自覺的就禮拜下去。這禮拜下去，魔不勝其禮，這個魔沒

功德力，這是一個得道高僧，對不對？這個魔就一直發抖，就現出原形，魔的這個相狀

就馬上現出來了。他本來就叫他不要禮的，對不對？然後等這個尊者拜完，起來的時候，

魔就現出原形。這個波旬才知道，真的修行者，得道者，你不可以用你的想法去汙衊他。

所以他很赤誠的就講到：「稽首三昧尊，十力大慈足，我今願迴向，勿令有劣弱。」他

才懂得。 

話說這個四祖優波毱多，他是非常非常殊勝的，當時雖然前面有聖者，後面也有聖

者，但是中間，每個聖者都有他跡化的事實，就是化跡大眾，他在行度化眾生的時候，

會有一些歷史的記載。當時他所度的眾生，得道的眾最多，因為他大開師子吼。他每度

一個，每度一個，他就放一個籌，籌就是計算數目的器具，人家說籌碼籌碼，就是一個

小小的東西，他就放一個籌在一間石頭蓋起來的石室裡面，今天度化一個開悟了，他就

放一個進去，再度化一個開悟的，放一個進去。這個石室，這個屋子有多大？縱十八肘，

肘是世尊的肘，廣十二肘，然後慢慢的他就放放放，最後等他要入滅的時候，那間石室

是滿的，整個是滿的，你看他度化多少得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