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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1》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前面有講到，講到說這個中間，三祖為什麼去度化四祖優波毱多？是因為優波

毱多他有很多弟子，因為他很會弘法。他有很多弟子，這些弟子就推求，就是認為說我

的師父最厲害，因為他弘法利生。可是他年輕，這五百個弟子很高傲，因為師父說的法

很精湛，那自己學得有沒有很精湛，或是模仿得很精湛，那是不大一樣的。有的總是會

把主題拿出來說說，然後自己以為自己的修行就達到這樣，其實是兩碼子事。 

當時這個優波毱多其實他有看到，看到這些五百個弟子，其實很高傲，他們不是真

的修行到那個程度，所以他心裡想，可是度化他們，他們聽法是有法緣，可是度化他們

的緣，讓他們徹悟的緣，卻是我師父商那和修。所以他在內心裡就祈求著師父商那和修，

你來度化度化這五百個在我座下學法的這些。 

上次有講到商那和修就看到優波毱多他的這些弟子沒降伏，所以他從空中神通，來

坐他的法座，這些弟子後來才降伏。因為他有講，他有三昧，然後讓他們知道，哇！真

的是不得了，之後這個優波毱多對於商那和修他所現的神通這些，非常的心悅誠服，好

好修行，也得證了，得證菩提。這個三祖就把這個衣法傳給四祖，四祖的這個優波毱多。 

現在開始要講到的是四祖跟五祖的關係。五祖叫提多迦尊者，這個提多迦尊者是有

故事的。有一個長者子，這個長者子叫香眾，這個香眾他很小的時候，也有見過這個優

波毱多，有見過優波毱多，在摩突國那一邊度化眾生，所以他想出家，他就去跟他對話，

然後這個尊者他就接引他，為什麼他叫這個名字呢？這是有故事的。 

因為這個尊者，也就是五祖，他要出生的時候，他的爸爸夢到他們家有金日，就是

金色的太陽，從他的家這樣出來，然後這個陽光，這個太陽的顏色非常的光明，照耀整

個大地都很明亮。他家的對面有一座寶山，這個寶山跟這個日，就剛好照在一起，然後

山的上面有流泉四注，就是有四條溪流，泉水這樣流下來。他這個父親就問毱多尊者，

說這個到底我要生這個兒子的時候，作了這個夢，這是什麼意思？這個毱多尊者他當時

就跟他說，這個寶山就是我，這個流注，這個流泉，這泉水這樣流下來，那個就是講法

無盡，就是法會流傳下來；日從屋，這個太陽，這個日從你家跑出來，那個就是這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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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是法器，這個是他的入道之相。 

所以他就跟香眾，就是提多迦尊者，他就跟他說，他原來的名字叫香眾，他就跟他

說以後你的智慧一定會發揚光大，佛法會在這個地方大為盛行，所以你改個名字叫做提

多迦吧。提多迦的梵語的意思叫通真量，就是你通達佛性，真量，所以就是取這個意思，

之後他就用這樣的名號。 

當時他們的對話裡面有一段，就是這個五祖提多迦尊者他聽到原來他父親生他的時

候，有這個夢境，原來他是一定要來承接佛法的，所以他說：「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

泉，迴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就是要用佛法來度所有的有情眾生。這個毱多尊者他

也是用偈來回答他：「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這是他

們中間的過程。 

像修行裡面，你一定要有這種大願力，一定要有大願力是，我要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我有這個願心，我開始學習當然是做護法，然後當佛子，對不對？學佛，到最後是

要荷擔如來家業，這是一個次第的。你如果說我學佛，只是為了自己日子比較好過，思

想比較透徹，這個是自受用的部分。那其餘的呢？還有他受用，今天我當外護的話，我

是不是要護持三寶，正法永流傳？對不對？自己要好好修行，能夠成為三寶，最後弘揚

正法，這是他們之間的一種提攜。話說這個五祖提多迦尊者，後來四祖就把這個法傳給

他。優波毱多尊者他的付法偈是：「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法。」這個就是他的傳法偈。 

再接下來就馬上再講到下一個尊者，下一個尊者他的名號叫做彌遮迦尊者。對不

對？我們還是從提多迦尊者，到彌遮迦尊者中間，會有一些他們相遇的過程，這些都是

非泛泛之輩。對不對？這個尊者他得受這個法之後，就慢慢把荷擔如來家業，看成是自

己的工作。其實所有的出家人都是這樣的，他們一定會想到弘法度生，不是說只是為了

自己得一個自在，不是。所以他就慢慢走走走，走到中印度。 

他就到了中印度，這個中印度這邊就有個故事，這裡有大仙，那裡有很多學仙術的

人，好多人，有八千人。這裡有一個大仙，八千人裡面有一個頭頭，他的頭頭叫彌遮迦。

彌遮迦就聽到這個五祖，提多迦尊者到這裡來，他就率他的這個仙眾去到那裡，去頂禮

他，去頂禮他。然後他的仙眾這些，就是什麼仙班的人就覺得我們這頭頭為什麼要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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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提多迦尊者？他禮他，然後他就說，因為學仙術的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其實是可以

查得到的，這畢竟是神通得之一，宿世通，他沒得漏盡通，可是宿世通一定有的。 

所以他就說：「念昔與尊者同生梵天」，我過去跟你曾經是同學，我們一起生到梵天

去，我後來遇到阿私陀仙，他授我仙術，你呢？走的是學佛的這個道路，所以你證得聖

果，那我學得不死的仙術，當時我們就分離了，我們同樣是在梵天裡面。我們分離，分

開了到現在，有六劫的時間，有六劫這麼長，因為這個提多尊者他也是開悟的，當然知

道我們過去的因緣。他就反問他：「汝之務仙，終何所詣？」你好好的當個仙人，請問

你最後的宗旨，你得到什麼東西？ 

他就說：「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者嘗記之曰」，我沒有碰到聖者來教導我佛法，

但是當時的阿私陀仙他有跟我講，「卻後六劫」，我之後六劫，我會因為我的同學，他得

無漏果，然後他會度我。意思說我在等你度我，他會度我的。然後這個尊者，五祖提多

迦尊者就跟他說：「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他就說你既然

自己都知道了，你有同學會得道，那就是我，對不對？因為他們已經分開六劫了，那你

一直在學這個仙法，仙法小道不能夠讓人解脫的，那個只是能夠有一些作用沒錯，但是

不能畢竟解脫。 

「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我度化眾生，也差不多差不多的時間了，我應該要休

息了。如果你想要趣大法的話，你想要趣向學習大法的話，「豈宜自遲」，你就不應該再

拖延時間了，因為我老了。所以這個彌遮迦他就很開心的，這個時候他就真的追隨他，

然後他就出家。出家之後，這八千個仙班，這個仙人就心裡很慨嘆，你就是我們的頭頭，

你就是一個很有仙術的這個頭，你為什麼最後還去禮拜這個所謂的他們說的聖者，這個

尊者提多迦？五祖提多迦他就知道這些人心裡還是很不服氣的，還有一些齷齪的想法，

他就想要讓他們相信，於是他就放光明，整身放光明，然後步太虛，就是到空中去，若

履平地，就在空中裡這樣慢慢的走步，走路這樣子，然後以他自己的神力化一個寶蓋，

把這些人，仙眾都蓋起來，化一個寶蓋，這個仙眾怎麼突然之間，有這個眾寶聚集的一

個寶蓋，把我們給匡住了，這個時候還有香乳，這個香乳自這個聖者的手指端，然後就

流注下來，這個乳白色的乳汁流下來的時候，上面還有蓮花，每一朵每一朵蓮花上面還

有一尊化佛。這個仙班的這些眾仙看到這個神變，不是我們辦得到的，這不是我們辦得

到，於是大家也就求出家，尊者就真的接受他們，為他們落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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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後來這個五祖的尊者他就跟彌遮迦講：「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

轉而至於我」，展轉傳到我這裡來，「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你就好好的把正法弘

揚下去。所以五祖要傳六祖的時候他就有個付法偈：「通達本心法，無法無非法，悟了

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完之後，他就用三昧真火自焚，就是有法傳下去了，這個是

五祖跟六祖中間的一段。 

同學！這個有沒有都很有趣？這個都是史實記錄下來。你可能會想說這個神通到底

有沒有？神通當然不現給我們一般的，這使用神通那是在度化眾生或是降伏或是交棒的

時候，這當然是不在話下，自有其不可思議的因緣。 

現在再講到這個六祖，六祖這彌遮迦尊者，他也是有一些故事的。這個六祖要見七

祖的時候，又有一段記載。這個在講，得道之後的六祖，叫彌遮迦尊者，他就度化眾生，

慢慢走走走，走到北天竺國，就北印度，然後他走到那裡的時候，看到城牆上面，城牆

上面不是都有矮牆？看到上面有瑞雲如金色，就是雲飄在這城牆上面，然後發亮，然後

他就看一看附近，他說，嗯！這大乘氣也，這是有大乘的菩薩，他有這種氣度，所以這

個城，當會有人來承接法脈，他就這樣說，然後慢慢的看了之後他就這樣說。 

然後到這個城中，這個國裡面的城中，在走動的時候，就有一個人來了。這有一個

人，他就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就有一個人，他穿

著是蠻整齊的，可是就拿著酒器，酒器就是酒瓶，這個拿著酒器，然後裝得有點顛瘋顛

瘋的樣子，他就面對著彌遮迦尊者直接衝過來，他就說尊者你是何方而來？你要到哪裡

去？這個尊者就回答他：「從自心來，欲往無處。」你從哪裡來？我們思考的都是地點，

可是他是在講法身，「從自心來，欲往無處。」 

這個人就拿起手中的這個酒瓶：「識我手中物否？」你認不認識我這個？當然這裡

面裝著的是酒，這個彌遮迦尊者非一般人，他回答不是說，你這個酒鬼，你這是狂什麼

樣，他都不是，他說：「此是觸器，而負淨者。」他說拿著酒器，這個是一個物品，你

拿的這個人是清淨的，你雖然拿的是一個就是說會染汙心性的酒，其實拿的人是清淨

的。然後他馬上就問：「尊者其識我否？」那你認得我嗎？你說我是清淨的，你認得我

嗎？然後這個尊者，彌遮迦尊者：「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這個我，我是不認識的，

連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我會認識什麼叫你，什麼叫我，那又不是我了。是不是？我、人、

你我他的這個我是假名，真正不會去執著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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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彌遮迦尊者就直接跟他說：「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他說你自

己報出你的名號，你叫什麼名字，你說完之後，我再跟你說佛法的根本是什麼道理。這

個人他降伏了，他就說：「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日，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婆

須蜜就是七祖，他說我是婆須蜜，我的名字叫婆須蜜。 

然後這個尊者彌遮迦他就直接跟他說，他是跟婆須蜜說：「吾師提多迦」，我的師父

提多迦尊者，他有跟我說，「如來昔遊北天竺」，有跟阿難說過話，跟阿難說，「吾滅後

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 ，名婆須多」，我就在找這個人，「出為禪祖當第七世」，

第七世的名字叫做婆須多，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所以他就趕快把這個酒器放在旁邊，就禮拜尊者。然後他其實也是有修為的人，他

裡面其實他自己有記憶，他只是做著好像瘋瘋癲癲，瘋瘋癲癲的樣子，因為眾人不知他

所體悟的事情，這些人都是會有一點小小的異相。他就自己說。 

我思往劫，嘗為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為

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 

他說我自己記得，在過去生過去世我有布施，布施獻一個如來的寶座，當時那尊如

來那個世尊就跟我授記，說我爾後在賢劫的時候，當得佛法傳承是第七祖，今天碰到你，

這是我的機緣，因為你也可以說出來，我也可以說出來，是一致的，而且你還說世尊有

說過，婆須蜜，我的名字就叫婆須蜜。是不是吻合？所以他就很恭敬的要求落髮，尊者

六祖彌遮迦就為他落髮。 

然後就跟他說，我已經老邁了 我要般涅槃了，我把如來的正法眼藏交付於你，你

要傳之，勿使斷絕，不可以讓它斷絕了。所以六祖傳七祖的付法偈：「無心無可得，說

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這是六祖傳七祖的，所以這些都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對不對？ 

現在再來瞭解七祖傳八祖，話說這個婆須蜜他等到七祖彌遮迦入滅之後，他就廣化

一方。到迦摩羅國的時候，就碰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很有智慧，他就上前，就跟他說，

我叫佛馱難提，我今天要跟你辯論，辯論佛法，直接就來挑戰。然後這個婆須蜜多就是

七祖，他就跟他說：「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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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仁者，你要跟我來論論這個佛法，能夠拿出來討論的，就不是佛法真實的義理，

真實的義理是沒有辦法拿來討論的。如果你內心想要來跟我論述這個佛法的義理，終究

我們論述的都不是佛法，因為他是直接要來跟他論述佛法的，問難踢館的，對不對？這

個難提，佛馱難提一聽之後，心悅誠服，「甘心服之」，所以就直接跟他說：「我願求道」，

像這種人不容易降伏去願意拜師的，因為自己都找不到對手，誰來降伏你。對不對？ 

他說我願求道，然後尊者就給他剃度，然後特別「命四果聖人為他受戒」，沒多久

之後就付正法眼藏，就是傳他，衣法傳給他，他就是八祖，這樣。所以這也是有修，對

不對？你敢直接來跟七祖說，我跟你論論佛法，對不對？可論的不可論，所以七祖傳八

祖的付法偈是：「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這個是七祖

婆須蜜多尊者跟八祖的一段故事。 

然後我們還是對於八祖佛馱難提有一些比較全面的介紹。這個佛馱難提，他是迦摩

羅國的人，姓瞿曇波，這個人長得很奇怪，他生出來的時候，「頂有肉髻」，他頂上面就

有一塊肉髻，這個「光彩外發」，就整個人是很亮的，很聰明，很聰明，「文字一覽悉記」，

就是看過，過目不忘，什麼都記得起來。十四歲的時候，他就想要出家，因為因緣，還

沒有碰到佛法的高僧，所以他就用「梵行自修」，他就是對於自己生活的點滴很節制，

他用清淨行來自己修持，一直碰到婆須蜜尊者來這個地方，他們對談之後，他是不是降

伏了？對不對？他降伏之後，後來他是受法，他就等於是八祖。 

然後他就慢慢弘法，一直走到提伽國，這個提伽國裡面有一個長者生了一個孩子，

叫伏馱蜜多。伏馱蜜多這個孩子才奇怪，生了這個孩子，五十年都不會講話，他五十歲

了，不會講話，「足未曾履」，也不能走路，就是像我們現在講的有一點智能上面，生下

來不齊全，這孩子也不會講話，也不能走路，五十歲了。這個父親他真的是很傷腦筋，

這個父母「不測其緣」，不知道到底怎麼了，這個孩子是這樣，所以很憂慮，所以就常

常問國內有在修習禪定的一些仙人，大家都不能正面的回答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就生

了一個這樣的業障，你就好好的報，一般都是這樣子，但是他這一個非常特殊的。裡面

有一個習定的人就跟他說：「有大士傳佛心印」，就是有真正佛法裡面的接棒的八祖佛馱

難提，這個佛馱難提他都四處有在弘法，很快就會到我們這裡來了，那你可以去問他，

如果他不知道的話，大概就沒人解了。 

話說這個八祖佛馱難提，他果真就是走到這兒來，經過他家的時候，佛馱難提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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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家，就是伏馱蜜多的家的時候，就發現他家有現那個光，它的屋頂有發光，白光在

這個裡面這樣發射出來，他就跟隨從的人講，這個地方有大聖人。說完這個話之後，他

就安靜下來。他這個父親就從裡面出來，就看到這個聖者佛馱難提，這個佛馱難提就跟

他說，我想要來你家，求人，我想要跟你家要個人。他的父親說，你如果說要什麼物品，

那勉勉強強我是可以給，你要求人，他就說我們家也沒有什麼奇人可以給你，除了我有

一個兒子，既不會講話，也不能走路，而且現在五十歲了。你要不要？對不對？ 

我們一般聽了會怎麼樣？嚇都嚇死了，是不是？要個麻煩，要個大麻煩，然後「尊

者欲之，固亦不吝。」如果你要的話，我一點都不會吝嗇。這個難提尊者他說：「汝之

言者，正吾所求。」你所說的這個，就是我要的人，他就快快的把這個兒子趕快給他，

就把這個兒子趕快給他。這個佛馱難提尊者八祖就把這個孩子帶回到精舍去，帶回去，

他突然之間就開始說話，他就說話，然後就起來走了七步，是不是有夠奇怪？是吧，不

可思議，然後他就走了七步，合掌，就對著尊者說： 

「父母非我親，誰為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 

父母親不是我要親的人，誰才是最親的？諸佛。除了諸佛的佛道，其他都非我的道，

非我要走的路。他就自己開口說了這個話，這個八祖就回答他： 

「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他就跟他說了，你的心想要親近的不是父母，父母沒有辦法給你這個；你想要這個

道，就是要合諸佛的心才是。那你在外相上看到的所有一切有相的佛，都不是你要的，

所以你要真正去知道，要識你的本心，這個也沒有所謂合也沒有離的問題，意思就你本

來就是。這蜜多聽了之後，非常非常的歡喜，慇懃的致禮，在那邊一直禮拜，一直禮拜，

一直禮拜，就跟著他出家。後來八祖就是傳法給他，傳法偈就是： 

「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 

他傳法給他，所以這個伏馱蜜多，有沒有非常非常的奇特？是不是？這每一祖，他

不想在這個世間裡，有那麼多閒雜語言，他曾經發過願，這裡面是有故事的。是說八祖

看到孩子，因為他這個孩子，不能走路又不能語言，他的父母親就跟他說，這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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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這個孩子很奇怪，意思是說智能不足，或是行動不便。這個八祖跟他說，這個孩

子「往世明達」，他過去生過去世是有修行的人。 

「彼於佛法中，欲為大饒益，悲濟群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為父母恩愛所

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 

這個他過去有發大願，他發大願說，他一定要饒益眾生，他一定要救度眾生，所以

他自己發了願：「若我生處，當不為父母恩愛所纏」，我不要被父母，這種世間的情感所

綁著，「隨其善緣，即得解脫」，所以我要碰到好的因緣，這個父母親的緣馬上就會斷，

他不會眷顧，不是不孝，知道意思？因為他想要救度眾生，這才是大孝。「其口不言者」，

他不想說話，「表道之空寂也」，這佛道它是空寂，它不是世間的言詞。「其足不履者，

表法無去來也。」他腳不走，因為法是沒有來去的。當然後來孩子帶回去，果真好了。

是嗎？這裡是講到九祖。 

就是伏馱蜜多他受法之後，就開始遊化，遊化走到中印土，也就是中印度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一個長者，他的名字叫香蓋，他的兒子 名字叫難生，就困難的生出來，叫

難生。因為他住在他媽媽的肚子裡，住非常非常之久，很久，然後有記錄是說他住十六

年，就是他母親懷他十六年，他都沒有出生，有的記錄寫六十年，反正就是很久，很難

出生的意思。 

然後他出生之後就是很特別，吃了食物沒有渣，這個香蓋他的父親，知道這個孩子

非同凡響，知道這個尊者走到這個中印度，就帶著他的孩子來給這個尊者看。然後他這

個父親說，他要出生的時候，有一個很奇特的夢，這個夢是這樣子的，就是有一頭白色

的象，然後這個象背負著一個寶座，就是金剛座，說法的座，然後這個座上有一顆明珠，

這樣來到他家。所以有一頭象，有個寶座，上面有一顆明珠；然後他夢到這個珠，就從

家裡這樣照出去，就出去，就是這樣珠現前，然後在一個法會上面，這個珠光明照耀這

個大眾，夢到這裡的時候，突然就不見了，他就醒過來。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他家真的

很亮，都沒有燈燭，然後很亮很亮，這個孩子就出生了。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身上非

常的香，有特殊的香味，這樣子。 

所以他跟這個伏馱蜜多尊者講到這個故事，所以帶著他的孩子來給這個尊者，然後

跟他說，我這個孩子會碰到菩薩。當然這個孩子看到這個九祖伏馱蜜多，他自己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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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出家之後，伏馱蜜多就要七個羅漢為他受具足戒，也就是聖者為聖者受戒，他才

願意臣服。之後他非常非常的精進，話說他在受戒的壇上，受戒一定有受戒的壇上，這

個壇上也出現了瑞相，空中自然掉下來舍利二十一粒，就是三七粒，就是掉下來二十一

粒的舍利子。 

這個尊者，也就是脇尊者，也就是難生，他出家之後非常的精進，從來不睡覺，「未

嘗寢寐」，他從不睡覺，「晝夜都脇不至席」，他沒有把身子靠到床鋪上，從來沒有，所

以他得號叫脇尊者。這很精進吧？我們現在每天怎樣？喔！我要趕快去睡覺，這個是習

氣使然。修行裡面，修行愈精進，成就道果，睡愈少，世尊就是中夜，就是中夜有休息。

話說這個脇尊者，後來伏馱蜜多傳法給他，因為他非常的精進。九祖傳十祖的傳法偈：

「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 

接下來就講到這個脇尊者，得法之後就遊化，就是要弘法，遊化走走，走到一個花

氏國，在這個樹下稍做休息。看到這個樹，這個樹下這個地，他手一碰到的時候，這個

地就變成金色的發亮，然後這個脇尊者他就知道，這個地方會有聖人出世，因為這個地

是金色的，那非比尋常。果真沒有很久就有一個長者之子，就有一個年輕人跑到這裡來，

他的名字叫富那夜奢，他就跑到這個尊者的跟前。 

脇尊者就問他：「汝從何來？」你從哪裡來？夜奢就回答：「我心非往」，我的心沒

有我要去哪裡，我不去哪裡。尊者又問他：「汝從何住？」他回答：「我心非止。」我的

心也沒有在哪裡要停止。尊者就跟他說：「汝不定耶？」你的心不安定嗎？你沒有辦法

定下來嗎？然後這個孩子，富那夜奢他回答：「諸佛亦然」，佛也是一樣，沒有定不定的

問題，我沒有心要不要定。尊者說：「汝非諸佛」，你不是諸佛，你不可以用諸佛的話這

樣回答，他就回答：「諸佛亦非。」諸佛也不是這樣說。另外有的人是這樣說，他說：「諸

佛亦非尊者」，他說你不是諸佛，你不可以說諸佛也一樣沒有定不定的問題。他回答：「諸

佛亦非尊者」，諸佛也不是尊者你，這很厲害，是不是很厲害？很是根器。 

當然這個富那夜奢他知道會對他這些話，這個尊者一定是有修為的，所以他說：「我

今願師尊者」，我今天想要成為尊者你的弟子，我願意請你當我的師父，「幸與出家」，

然後脇尊者聽到之後，就為他落髮。沒有多久之後，就把這個法傳給他。十祖脇尊者傳

十一祖是：「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因為他們的對話

裡面，是不是你要往哪裡去，你在哪裡止？是不是有來去問題？那他沒有這個問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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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沒有行也無止。 

現在介紹富那夜奢尊者，他是花氏國人，姓瞿曇，他的父親叫寶身，他這個父親很

有錢，在這個國是大長者。他有七個兒子，七個兒子每個都不一樣的愛好，只有第七個

就富那夜奢，第七個這個孩子很特別，他「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

就是他的心性，對於好壞他都很淡然，他不會起波動，他的心也不會動盪，那也不是不

能運作，看起來也不是凡人，但是也還不是聖者。 

這個孩子自己就說如果我果真可以遇到大士的話，我會到那個地方去親近他，他自

己有這樣發過願，所以尊者在樹下的時候，他會去靠近。然後他靠近的時候，他有說，

我並沒有要來不來的心，因為那是一個很自然，會走向那裡的，他就自然走到那裡去。

有沒有？他剛剛在樹下，他說這個地方有聖人出世，因為地變黃金色。所以沒有多久，

這個孩子就走到這裡來。他說你要到哪裡去？他說我沒有要到哪裡去的心，那意思我還

是來了，因為他之前就有這樣，富那夜奢他的心就是這樣。所以他看到脇尊者的時候，

馬上就能夠應對，脇尊者果然知道這個就是再來的，他是歸隊的，他就是要承接法脈的。 

講到富那夜奢他得了法之後，一樣，傳法，傳法到波羅柰國。到波羅柰國的時候，

看到一個長者，他到這個地方來，然後他就看到這個人，他就跟旁邊的人說，大家認不

認識這個人？大家都不知道，他就說，佛在過去的時候有授記，說祂滅後六百年，有一

個聖者叫馬鳴，出生在波羅柰（ㄋㄚˋ）國，有的講波羅柰（ㄋㄞˋ）國，因為他到波

羅柰國，而且這個馬鳴會在花氏城這地方說法，度人無量。因為他有看到一個長者過來，

他就跟大家說，大家認不認識他，大家說不認識，他又說佛有授記，有說過，以後有一

個馬鳴，會在這個地方出現，就是那個人，「今其人也」，就是那個人，而且我以昨天也

作了一個夢。大家一聽，這個馬鳴，原來是佛有授記，將來是所謂的十二祖，十二祖是

馬鳴大士。 

這個馬鳴於是就走過來，然後向富那夜奢尊者致禮，然後就問他說：「我欲識佛，

何者即是？」我想要知道佛，因為佛當時有講有一個馬鳴，對不對？我想知道佛，什麼

是佛？這個尊者就跟他說：「汝欲識佛，不識者是。」你想要知道佛，認識佛，現在不

認識佛的那個人就是。然後馬鳴就回答：「佛既不識，焉知是乎？」佛既然不知道，怎

麼知道自己還是佛？尊者就回答他：「既不識佛，焉知不是。」你既然不知道佛，怎麼

知道你不是佛。佛你不認識，你既不認識佛，你當然也不知道自己就是佛。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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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間又有一些對話，馬鳴就知道這殊勝的義理，於是就忻然的求出家，「忻然

求出家」，這裡面是有故事的。先說這個富那夜奢尊者後來付法給馬鳴，說這個傳法偈

是這樣的，這個傳法偈是：「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馬鳴菩薩，說這個馬鳴大士，他因為「宿有功德殊勝」，他宿世

是有功德，而且非常殊勝的。他開始見到富那夜奢尊者，因為他們問答之間，他降伏了，

然後出家受戒，這個時候富那夜奢有跟他說一個故事，說他前生的故事，說馬鳴的前生。

他說你過去生是在梵天，你是梵天裡面的修行人，但是你因為心中有所執著，有一些愛

戀，梵天是不是應該是修清淨行？應該沒有這些染汙心，可是你就是留有那個愛染的

心，所以你就降到毘舍離國這個地方來。 

這個國家，毘舍離國它有三種人，它有三類的眾生。在比較殊勝上者，他身上都會

有光明，然後衣食自然得，就是衣服食物這些，很自然就可以得的到；中等的人，身上

是沒有光明的，想要有衣服食物的話，要去工作，求之乃得；比較下等的人呢？裸形如

馬，他們就沒有衣服穿，就跟馬一樣，長得像馬。你呢？因為從梵天生到這個毘舍離國，

你看到這一類的很可憐，吃也沒得吃，也沒衣服穿，所以你用你的神力，因為你是梵天

下來的，你用你的神力分身為蠶，蠶寶寶那個蠶，你就把自己化成很多的蠶，讓這些下

等的這種人服。因為你的這個慈悲心，你可以把自己化掉，來供養眾生，所以你的功德

使然，所以讓你今天生在中國，也就是有佛法的地方。 

那你呢？當時要離開那個國的時候，人總是有因緣，緣滅要離開的時候，當時的那

裡馬人，也就像馬一樣的那種眾生，他們「感戀汝德」，就是非常的感佩，然後也很感

恩你的德行，所以他們共悲鳴，就大家都一起會鳴叫、哭，所以你到此生的時候，你自

然不管是什麼樣的因緣，最後你的名字就叫馬鳴。這種聖者的名字，是有特殊的意涵在

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