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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2》 

             印可法師宣講          

現在講十二祖見十三祖的故事，十二祖見十三祖的故事，可有趣了。話說這個馬鳴

他就慢慢的在弘法，走到花氏國，因為剛剛十一祖有說，以後這個人會在花氏國大開法

筵，會度很多人的，你們認識他嗎？大家說不知道，就是那個人，那個人就叫馬鳴。果

真馬鳴自己走過來了。對不對？ 

現在馬鳴得了法之後，他就弘法，一直走到花氏國，只要是有來碰到馬鳴大士的，

自然就能心開意解，就能得這個法義。有一天，很奇怪的，有一天有一個老叟，就是有

一個老者，看起來就是一個有病的老人，有病的老人就走走走，走到馬鳴的前面，然後

突然之間就坐下，然後就趴在地上了，因為他生病，他坐下來然後趴在地上，大士就說：

「此非常也」，這不正常，「將有異相」，一定有奇特事發生。因為他走過來，看很生病

的樣子，然後坐下去，就趴下去，然後再趴在地上，就消失了，這個人就不見了。 

然後沒隔一下子，這個馬鳴大士就一直看，這不正常，然後沒隔一下子，這個地湧

出一個美女，就變成一個漂亮，赩如金色，就是色澤都很鮮麗的一個美女出來，然後這

個手就指著馬鳴大士，說了一個偈，她就說：「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眾。」她說我今天給你頂禮，長老，你是受如來授記，所以你傳法，那你今天

就在這個地方，你是要來度生死眾的，我跟你頂禮，這個女眾，之後這個女眾又不見了。

然後這個馬鳴大士就說，這個是魔，要跟我較量較量，「此魔來欲與吾較」，他說這要跟

我較量的，先用一個老者，後來用一個美女，然後又先好禮，先給你禮拜。 

沒錯，果然一下子之後，唉呀！就是暴風雨，那「天地忽冥」，這個天地之間昏天

暗地的，然後這個馬鳴就說：「魔之信至矣，吾當除之。」這個魔兵魔將都來了，這個

魔已經要發展出他的大作用力了，所以馬鳴菩薩就用手揮空，在空中這樣一揮，「遂現

一千尺金龍」，這好像在看戲，就天空裡出現了一條金龍，「其威神奪張」，就是牠非常

有威神力，「雖山丘為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因為這馬鳴菩薩他的神力更勝一籌，所

以他現的是金龍，這些剛剛的那個魔沒敢張揚了，他是降伏了，於是就沒有再發生什麼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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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七天之後，又有小技倆出來了。過了七天，有一隻小蟲非常非常的小，像蚊螟

之類的，像小蚊子那種很小的蟲，「狀類蟭螟，潛其座下」，就是在馬鳴菩薩的座下，就

在那邊躲著。這馬鳴菩薩，馬鳴大士他知道，他就把牠抓起來，一條蟲，一隻小蟲，他

就抓起來，他說：「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這是魔所變的，這是來盜聽的，「尋縱之，

令其自為。」他說，這個拿起來了，這個是魔所變的，看著辦，看著辦，放著。這個小

蟲，因為這個魔變的，「終懼而不能動」，就在那裡什麼都不敢動了。馬鳴大士就安慰他：

「吾非害汝」，我不是要害你的，「汝但復其本形」，你就恢復你的樣子，變回來，別假

裝，這樣子，於是他這個「魔就現其正體」，就把自己的樣子現出來，終於降伏了，所

以「作禮而懺悔」，就禮拜懺悔。 

馬鳴大士就問他：「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多少魔眷屬？

他說：「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我的名字叫迦毘摩羅，我有三千個眷屬。馬鳴大

士就問他，你的神通，你的神力能夠變變變，有多少變？他就回答他：「我化大海，不

為難事。」要我化一個大海，都不困難的。馬鳴大士就問他：「汝化性海得耶？」你化

大海可以，你化性海可以嗎？這個魔愣住了，什麼叫性海？「此言非我所知」，你說的

我聽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然後這個馬鳴大士就回答：「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所謂定的功夫，三昧六通，六

神通，是由這個性海所發的，是佛性，得大菩提的時候所發的。因為他前面看過，你再

怎麼會變，馬鳴菩薩神通變化金龍，就降伏你了。人家問你性海，你根本都不知道，對

不對？然後他說由這個而發的。這魔聽聞之後，就發了信心，於是就帶了他三千個徒眾

就皈依，求出家，馬鳴大士為他剃度。 

所以說實在這祖師大德他不會去挑人、挑鬼、挑什麼，不會，就是要懂得法性，這

要懂得佛性。你徹見本性，不是鬼不能，魔不能，不是眾生不能，對不對？這個第十三

祖原來是個魔，他有魔法。對不對？ 

「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

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即為剃度。」 

後來因為他有三千人，這馬鳴大士就召五百個應真，也就是有證果的羅漢，來為他

們受戒，然後就直接跟他說，直接跟他說：「汝趣菩提，當即成聖道。」你如果發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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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向菩提，不要用這個魔法，你一定會得聖道的，還是有修，只是走歪了而已。這個時

候迦毘摩羅真的證道果，他證道果，當下戒體發光明，受戒的時候，整個人發亮，而異

香普熏，身上散發出不可思議的香味。當然馬鳴大士就知道你得道了，所以後來他就付

法給他。他的付法偈是：「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這

是在講佛性，你在隱顯變來變去，變來變去，其實最主要是要悟得你的佛性，從這個基

礎點，這樣子，每一祖都有相當有趣可讀的東西。 

那我們再來由十三祖講到十四祖。這個十三祖得法之後，就開始遊化，就遊化走到

西天竺，那就是西印度的地方，西天竺有一個國的太子，他的名叫做雲自在。這個太子

的名號雲自在，他很有德，他非常有德行，他來請迦毘摩羅大士就十三祖，到他的宮中

去受供養，這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他就推辭，他開始是不是魔？可是他出家之後，你就

會接受佛制，就是佛的戒律，你就知道那才是正的，其他的，自己說的。 

所以他就回答，他說：「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我們出家

人是不可以想要攀這個國王、大臣，這種有勢力的家，不能這樣子去攀緣的，所以我不

敢從命，我不敢接受你的邀約去受供。這個太子就跟他說，那你如果沒有辦法來，那我

們城之北，我們這個城池，就是在北的有一個大山，那山裡有一個石窟，清靜絕俗，可

以禪棲，也就說你可以在那裡坐禪，可以棲息。但是那個地方，它那個地方石窟是非常

非常幽靜；但是還沒到那個地方，有龍蛇異物所護，有龍蛇異物會在那裡保護，那個地

方不容易讓人家，去到那個地方，而尊者你至德，你有這樣子的德行，那些龍蛇一定會

被你順化的，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你如果不願意到皇宮來接受我們的供養。 

這個時候迦毘摩羅大士當然就不怕了，他為什麼怕，他自己都很會變，是不是？一

定有神通的，所以他就去。去到那裡呢？看到有一條蛇好長，長可一里，這蛇好長，可

是這大士一點都不怕，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這個蛇瞋目相視，就是眼睛很瞋恚的

樣子，很尖銳的樣子一直瞪著他，這個大士十三祖他都不怕，一直走走走，走過去，然

後大士他的隨從，他本來不是有三千嗎？沒有一個留下來。然後他於是就在一個地方，

平坦的地方就坐下來，這條蛇長有一里，牠就在他身邊繞起來。然後這個大士都不理牠，

他就不顧牠，這個蟒蛇捆了很久，這大士都沒動，也沒有趕牠走，也不搭理牠，這個蛇

須臾之間自己就離開了。 

大士看蛇離開了，就四處看一看，果真這個地方很清幽，旁邊就有一個石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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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有一個老人跑出來，就有一個老人穿著很樸素的衣服就這樣出來，「素服而出，然

後合掌致敬」，就給他禮拜。然後就問他：「汝何所居？」這個大士就問他說，你在哪裡

居住？你從哪兒來？然後這個老人就說，他說：「我嘗為比丘」，就是我過去曾經是一個

出家的比丘，「甚好寂靜」，我很喜歡安安靜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

墮為蟒身，止於此窟。」他說我出家之後，我喜歡寂靜，很多人，初學者是不是一直問

一直問？就問很多問題，我又好煩，他們一直問，我好煩，結果我就起了瞋心，所以到

最後因為瞋心之故，我就墮在蟒身，然後我就住在這個山窟，就這個山洞裡面，我在這

裡，已經住了一千年以上，大蟒蛇。「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今天碰到尊者您的聖

德，所以我來禮拜，我很恭敬。這大師知道過去他是比丘，現在是蟒，可是蟒蛇又能現

老人身，表示已經成精了，是不是成精了？ 

大師就問了，就問他說：「是山復有何人所居？其務道乎？汝示我知之。」他說這

裡面山還有誰住？因為牠這個蛇是不是在守著這個山洞？他說這個山還有誰住？他們

在做些什麼事？你能告訴我嗎？然後這個大士的徒眾都跑掉了，牠已經現出一個老人，

又沒問題了，他就招呼那些人，當然要有神通，可能千里傳音吧，他們就又回來，就成

為一個整體，這樣子。這個老人說，他說這個地方還有誰住？老人就說，「去此北十里

有巨樹」，從這裡開始走，向北走，有一棵很大很大很大的樹，那棵樹有多大呢？能蔭

五百大龍，就那棵樹好大，可以庇蔭五百大龍，就五百條大蛇的意思。那個樹之王，叫

龍樹，叫龍樹，他常為龍眾說法，我也要去聽。因為他也是蛇，他也想去聽，所以就一

起出發了。對不對？ 

現在就要講到龍樹，講到這個龍樹，他是西天竺國人，因為他是在往西，前面那邊，

他有講他往西的山那邊有一個山。話說這個龍樹，他出生梵志之族，也是修行人，他非

常非常的聰明，「才慧卓越，殆非凡器」，不是一般人。很年輕很小的時候，就能誦四吠

陀典，也就是他們的經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他所知道

的，跟那些神都不相上下，意思他已經有神通了。 

他知道有一個山，叫做龍勝，是龍所棲的地方，山有一棵樹很大，能庇蔭眾龍，所

以叫龍樹。就是他知道有一個山，裡面有一棵樹很大，那裡有很多龍，那棵樹會說法，

這樣子，所以這個龍樹他就到那裡去，沒有說他本姓是什麼，因為後來他在這個地方，

所以叫龍樹。經典裡沒有講他本來的姓氏，所以他就到這個山修行，然後就靠著這個樹

這邊，在這邊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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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自己「三藏奧義，亦自洞曉已」，也就是三藏十二部的這些奧義，宇宙人生

的真理，他自己都能夠自然的曉了。龍樹本來不是這個樹神嗎？那樹神也能為龍說法。

可是他是個人，龍樹大士是個人，所以他自己那個佛法會湧現，會湧現，所以他到這個

地方來，也為龍來說法，所以大家因為他去到這個地方，那裡有一棵樹叫龍樹，所以大

家也稱他為龍樹。 

這個地方講到摩羅尊者，也就是剛剛講的十三袓，十三袓到的這個山，然後這個龍

樹大士看到他，就跟這個眾龍一起來禮拜他，一起來禮拜他。因為他當然知道你能夠通

過那個大蛇，而且那個蛇還帶著他一起來這個地方，自然有一番不可說不可說的因緣，

所以他們有一些奇特的因緣，後來他就拜這個十三祖為師。 

那要剃度的時候，要剃度的時候，就是國王跟帝釋梵王，也就是帝釋天梵王，都一

起來參加這個盛會。因為這非我們一般泛泛之輩，所以他剃度的時候，就這麼大的場面，

受戒的時候，他就得大羅漢果，成聖道，得六神通，這樣子。當然馬上他落髮，受戒的

時候就得道了，於是這十三祖就把法傳給他。所以這個十三祖傳十四祖龍樹菩薩的法，

付法偈是：「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這個是授法偈。 

接下來要講十四祖見十五祖的故事，說這個十四祖龍樹大士受了法之後，他就開始

遊化傳法，到南天竺國，這地方是不是隱藏了某些故事？話說我們修行一定會有一段這

是自修的部分，還沒有見佛性，所以自修這個部分是非常珍貴的，每個人如何好好的修

持是重要的。所以龍樹大士他開始的時候，是不是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好好修持？當他得

這個法要之後，他是不是就一定會出來弘揚佛法？所以他就不會躲在山裡頭了，他就出

來遊化到南天竺國，他本來在西，然後到南，南的這個地方，南印度。 

這個國呢？這個國的人好修福業，就很善良，大家都會去做一些好的事情。這個龍

樹大士他到這個地方就要說佛法，說這個法要。這個地方的人就跟他說，我們這個地方

最殊勝的事就是興福，就是做一些有福報的事情，所以這個是最殊勝的，那你說的那些

東西，跟我們不合。「佛法之說，何可見耶？」你要說的佛，到底誰知道了呢？你要說

的東西，我們不相應。這個龍樹大士就跟他說：「汝眾欲見佛性，必除我慢，乃可至之。」

你說佛法之說、佛性之說不可見，你們也不知道怎麼去獲得，你們只想要看到有現象的

所謂福報，福報因緣，譬如說你有名有利，你有錢，有家宅，這些好的享受，我說的佛

性，你說拿不到，那你除你的我慢，你想要徹見你的佛性，你就必須先除你的我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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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知道，才可能到達。 

然後他又問：「佛性大小？」龍樹大士回答：「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

生不死。」這個跟福報不一樣，完全不同，福報有大有小，有廣有狹，你有大一點小一

點，那他說佛性無福無報，不談福報，也不生不死；眾人一聽，真的是不一樣，所以好

吧！好吧！就大家起了歡喜心，要跟他學佛。 

所以這個時候龍樹大士他就坐上了法座，坐上法座，把自己化作一輪明月，一個月

輪，大家只是一心的在聽他說法，看不到他化的這個月輪的形相。這個時候有一個長者

子叫做迦那提婆，因為他有清淨心，迦那提婆他就看到龍樹大士化的是一個滿月，大家

都不懂，只是在聽這個聲音，可是他看到這個，他就心裡能夠瞭解，這個就是在講佛性

的圓滿，就獨獨他知道這個意涵，當然裡面就有一段對話了。 

龍樹菩薩就問大家說：「大家知道這輪明月，代表什麼意思？」只有這個人，就迦

那提婆他就說，他說：「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這就是你想要讓

我們知道，佛性是如滿月，圓滿，「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他說這個是無相三昧，你要告訴我們的就是佛性的飽滿，只有他一個人聽得懂。這個時

候龍樹大士他就把這個輪相忽隱，就再化掉，然後自己又坐在那裡。 

就說了一個偈：「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就是說

你要真實用清淨心去看，不是用聲音跟人的外形，這樣去分辨於佛法，也不是語言文字。

大家聽到之後，都是很讚歎的，因為大家都不懂，只有這個人懂。他聽了之後，感悟在

心，於是就要求龍樹大士為他落髮，這個大士就滿他的願，就落髮。後來呢？後來付法

給他，這個是迦那提婆。這個付法偈是：「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

瞋亦無喜。」這個是龍樹菩薩付佛法給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的付法偈。 

同學！我們現在介紹到第十五祖了，對不對？雖然介紹得很快，有的同學可能會讀

到《龍樹菩薩傳》，裡面的描述跟這個傳記裡面，略有不一樣，當然這個是在整體說他

見他的師父的一段過程。當然每個人修行裡面，也有一些小小不一樣的歷程。在經論裡

面講到龍樹菩薩他有神通，他會有隱身術，他會隱身術，後來這個龍樹大士到龍宮去取

出《華嚴經》。因為那裡龍嘛，龍很多，所謂的龍宮，就是以陸上來講就叫蛇，以水裡

的話，牠是水裡的龍宮，這樣子。所以龍樹菩薩另外的傳記，跟他付法的時候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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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重疊了，這樣跟大家介紹，大家要好好修行，其實你發了大願之後，就會不一樣，

來生來世走的路，碰的人，就會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要瞭解，天竺也就是西天的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也就是迦那提婆

尊者。這個龍樹菩薩呢？就是龍樹大士，他傳法給這個迦那提婆之後，當然這個迦那提

婆就開始會弘法。慢慢走啊走就走到了這個迦毘羅國，這個國有一個很有錢的長者，這

長者名字叫做梵摩淨德，他有兩個兒子，他的大兒子，名字叫羅睺羅琰，第二個兒子叫

做羅睺羅多，這個羅睺羅多也就是十六祖。他們是怎麼相見的呢？話說這個淨德，也就

是這個長者，他非常喜好種植，就是在家裡有花草，還有種植食物。 

有一天，在他家的樹林果園裡面，忽然長了好大好大的木耳，就是蕈類，這個耳大

於車輪，就是跟車輪一樣的很大，味道非常的甜美，就一直長一直長。話說才奇怪，只

有這個淨德，跟他的第二個兒子羅睺羅多，要夾這個木耳來吃的時候，夾了就可以吃。

其他的人呢？要來取這個耳來吃，那個耳就不見了，怎麼這麼奇怪？他們就一直想說，

這個是非常事，應該要找一個能人，有一個有智慧者，來為我們解釋，怎麼我們家的這

個木耳，只供給兩個人吃？其他的人都吃不著。 

這個時候迦那提婆，也就是十五祖，他就慢慢的弘法，走到這個國度來，這個淨德

父子聽到之後，就很歡喜的去禮拜他。然後就請問十五祖說，為什麼我們家的這個木耳，

只供給我們兩個吃，其他的人都吃不著？他就跟他說，你過去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你曾

經供養一個比丘，當然四事供養，衣服、飲食、醫藥跟臥具。這個比丘雖小有戒行，而

法眼未明，心不詣理，所以他是有持戒的，但是他智慧沒有開。他的感受上呢？虛受汝

惠，眾生一粒米，重如須彌山，如果你不好好修行，你怎麼能堪？所以這個修行人，都

懂得這個道理，然後後來因為他還是有在修行，死後沒有落到惡趣，所以他心中一直掛

念著，你曾經這樣供養他，所以他就有了一些福報，還報的心，所以你也感得這個福報，

所以你家會長這個木耳。 

那為什麼只有你跟你的第二個兒子吃呢？因為當時全家人都非常反對去供養這個

比丘，只有你跟你的第二個兒子，非常的歡喜去供養他，所以你的心對三寶是清淨的。

當然這個之後，這個羅睺羅多，他知道了這個故事之後，就親近這個迦那提婆尊者，直

到迦那提婆尊者要入滅之前，他就傳法給這個羅睺羅多。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他授

法偈就是：「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這是十五祖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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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傳法偈。 

再來瞭解這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這個羅睺羅多尊者，他就跟著提婆大士，也就是

迦那提婆出家，然後好好的修行，之後這個十五祖入滅之後，他就廣行教化。走啊走！

就走到了室羅筏城的南方。這個南方有一條河，叫金水河，他在那裡弘法，弘法的時候

看到五佛，就是有五尊佛的影像倒現，就是現在這個河水的中央，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

跡象，所以當時，大家其實都是河水井水這樣，沒有像現在還有過濾自來水，這是後來

的整理才有這種。所以他就勺這個水喝，就感覺到這個水，非常的殊勝甘美，當然他是

一個得道的高僧，一定有神通，所以他就往上看，這條河發源，在上游五百里當有人居

住，而這個人一定是非為常人，因為有五尊佛的影像映現在河中。而且他這樣往上推有

五百里。 

於是他就帶著他的徒眾，就弟子們，就是逆河，逆這條河，往上去找找、找找找，

果真在很深山的地方，有一個修行者在修行，那個人名號叫僧伽難提。這個僧伽難提，

他還是端坐，進入深深的禪定中，大家等他等多久呢？雖然是十六祖到了，可是他進入

深深的禪定，在旁邊等了二十一天，這個相當有修行。我們如果有人來，大概就坐不住。

他這個真的深深的禪定，他出定之後，當然這個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就跟僧伽難提尊

者，對於禪定有一番非常深入的對話，對禪的這些體悟等等，慢慢的談說，之後他降伏

了。 

這個修行有些時候是有些盲點的，不是在個別的境界中以為，這些盲點被這個十六

祖給點明了，所以這個十七祖他就皈依在他的座下，十六祖入滅的時候，就傳法給僧伽

難提尊者。這個傳法偈就是：「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就是在講對於佛法的解釋。 

我們接下來就瞭解十七祖僧伽難提，當然我們剛剛的故事，只是瞭解他見到十六

祖，他本身是有歷史的。這個人是剎帝利種，他的父親名叫寶莊嚴，其實就是國王，也

是一國之君。這個僧伽難提出生，一生下來就會講話，這個就沒有隔陰之迷，他出生就

會講話，然後他就跟他的媽媽說，跟他的母親說：「唯稱佛事」，我只做佛事，所以其他

的我都沒興趣，其他的世間的行業等等這些，他都不會想要去從事。因為他出生畢竟，

照這樣排下來的話，會是儲君，以後就是要當國王的，所以他就講明白了，我不做別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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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爸爸當然就有點小緊張，就請國師來，那問他，問他說我這個孩子，他說他只

要學佛，做弘法利生的事，只做佛事，其他都不要。這個國師當然一定有某一些的能耐，

這個國師就跟他說，你這個孩子，是過去的娑羅王佛，他不是普通人，他因為要化度眾

生，所以出生在王家，七歲的時候就會入道，這是這個十七祖的出生的故事。這個父母

親非常的疼愛他，就擔憂到時候真的七歲就要走了，那怎麼辦？ 

果真不管你多麼疼愛，用世間情去綁他，他到七歲的時候，就跟他的父母說，讓我

離開吧！我一定要去修行的。那父母不從，他苦苦的哀求，這個時候王就想了，他是一

國之君，何必讓你去出家呢？我就找個出家人，來宮裡為你落髮，你就留在宮裡出家，

這是自己自私的心，對不對？父母親就是這樣。這個王就命一個沙門，叫禪利多，來幫

他落髮，然後當他的老師，留在宮中九年，這個九年事實上他並不快樂，出家人有出家

人你自己想要懂了的東西。後來當然就是有前面講的那段因緣，之後他就是十七祖。這

十七祖的傳法偈是：「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再講到這個十七祖，十七祖後來當然有見到十八祖，這個十八祖跟十七祖當中，也

有一些故事，這都是很奇特的。要出生為一代的祖師，他一定不是我們泛泛之輩，帶著

很多的業障，他一定是累世修，而能夠代代相傳，傳為法中王，那一定是累世修到某一

種果位。 

話說這個十八祖，叫做伽耶舍多，這個伽耶舍多是摩提國的人，他的父親名字叫天

蓋，母親的名字叫方聖。這個母親她懷孕的那個時候，有一天晚上，她就夢到有一個小

孩，拿著一面銅鏡，古時候當然就是銅做的，不會像我們現在鏡子這麼亮。她就夢到有

一個小孩，拿一個銅鏡，然後就進來了，就跟她說我來了。她醒了之後就覺得，她的身

體跟往常不一樣，而且滿屋子裡，都有奇特的香味，有異香，然後光芒這樣，一閃一閃

一閃的，「祥光數現」，七天之後他就出生了。真快！她懷孕七天就生了。 

然後生了才奇怪，他的身體「瑩然若淨琉璃」，他的身體非常非常的乾淨，透明透

明的。我們出生的時候，身上是不是都還有一些泥濘的胞胎裡面的那些廢物？對不對？

他身上好乾淨，像淨琉璃，然後生下來的之後的樣子，就差不多一下就長十二歲的樣子，

都不用把屎把尿，是不是？這真的是很奇特。「也不浴而常潔」，他都不需要你特別去幫

他洗澡，他就常常都身上是乾乾淨淨的，然後他自己都很安靜的自處，他就不喜歡跟人

家有那些攀談。這個當時因為他這個特殊嘛，這十七祖他在弘法的過程裡面，看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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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特殊的紫雲，就是有祥雲，於是這個十七祖就主動到他家，主動到他家來探探到

底是有什麼樣特殊的人出生，這樣子，當然這個一定是非一般凡夫，當然是法器，所以

最後十七祖把法脈傳給這個伽耶舍多。 

再講到這個十八祖，這個十八祖，當然得法之後，一樣就要弘化。其實我們在讀古

大德跟諸佛的這些記載來講，諸佛都是一樣遊化，弘法利生，祂不是綁在一個地方，對

不對？祂就是眾生有求，菩薩有應，所以因緣和合的時候，他就會到四處去弘法。 

這個十八祖是怎麼見到十九祖的呢？是話說他慢慢走，慢慢走，然後到月支國，這

個月支國裡面有一個婆羅門，他的名字叫鳩摩羅多。很奇怪的，他家有一條狗，這條狗

不是他家養的，這條狗呢？就是在外面吃一吃之後，就會到他家來守住，就會一直在他

家的屋簷下，怎麼趕都趕不走，下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這條狗就是一直在屋簷下，牠

都不離開這個地方，十年。這個鳩摩羅多他就趕牠，牠就不肯走，他覺得很奇怪。那個

時候鳩摩羅多已經三十歲了，就是很豪放，意氣勇壯，然後他就問了一些外道，說奇怪！

我這條狗，為什麼會這樣？外道就跟他說了很多理由，他都沒辦法聽進去，沒辦法說服

他。 

當這個十八祖伽耶舍多走走走，走到這裡的時候，他就看到這個地方，略略有一些

不一樣，人家說地靈人傑，也有大乘之氣，於是他就走走走，走到這個屋子，就走到屋

子，沒有錯就是這個地方，就這戶人家。然後他就叩叩叩，就敲門，然後就有一個人出

來，差不多三十歲，其實就是鳩摩羅多自己本人，差不多三十歲，然後他就出來。出來

之後，鳩摩羅多就問這個旁邊的人說，你們是來做什麼？你的師父是誰？這個侍者就回

答他，我們都是佛弟子，就是學佛的。 

這個鳩摩羅多他一聽，他就進門去把門關起來。這個十八祖伽耶舍多，他就覺得怎

麼那麼奇怪，他剛才來開的人，明明就是這個家子的人，可是這個祥瑞之氣，明明就是

發生在這一家，他就再敲一次門，然後裡面的這個鳩摩羅多就回答他：「此舍無人」，我

家沒人，他說此舍無人。然後十八祖就問他：「答無者誰」，回答你家沒有人的人是誰？

鳩摩羅多他一聽，這個答話不是一般人，很理性的跳開現象而答，他覺得這個回答話的

人，問我的人，其實思緒各方面，不是可隨便誑騙，於是他就開門讓他進去。 

然後就請問他，他問他說，那我請問你，因為他本來有侍外道，有外道的一些人跟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不吝提出。 

11      六祖壇經 11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他說，你家的狗這回事，他都沒辦法得到答案。他就問他說，那我請問你，我家的這條

狗，牠到底怎麼了，一直這樣？這個十八祖就跟他說，我告訴你因緣，如果你求證是對

了的話，那你有什麼想法？他說如果你能夠解我疑心，我就拜你為老師，我就拜你為師。 

然後他就說，好！這條狗就是你父親，因為他有造作一些業，所以他墮到畜生道。

過去你父親他有積蓄一些黃金，他就用一個盒子裝起來，然後埋在你們家屋簷下那個地

方，他死的時候你剛好不在，沒有把這個遺言交代出來，所以之後他成為狗，牠就戀著

牠的金子，因為沒有交到你手上，所以牠每天就一定會回來守著，守著牠的黃金。這個

時候鳩摩羅多就心裡想，是真的嗎？如果佛弟子你真的比我那些外道的師父都來得厲

害，求證看看，於是就命人去挖掘，真的在屋角的地方，找出了這一盒的金子。 

當然自己剛剛承諾了，如果你真的能夠解我的疑惑，我就拜你為師，於是他就跟著

他落髮了。當然他是很利的，很利根器，對於這個師父，對於十八祖也是恭敬有加，這

個十八祖也就命聖眾來給他受戒，後來他得道果，也就是有開悟證果，十八祖就傳法給

十九祖。傳法偈是：「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這個是

十八祖傳十九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