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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3》 

             印可法師宣講          

那十九祖怎麼傳二十祖呢？當然略略介紹，話說這個二十祖「素有道識」，其實他

最早的名字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二十祖叫做闍耶多尊者。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認識他，

他是北天竺的人，就北印度的人，他跟這個鳩摩羅多尊者有一些對話。鳩摩羅多尊者就

告訴他三世，業通三世，你如果說你不肯相信的話，那你自己去體會到你自己生命裡面

的一些現象，因為他裡面有一些所謂因果因果的疑惑，果真他最後對於這個因緣因果，

真的去肯定於十九祖鳩摩羅多所說的，所以他就求要出家；但是這個十九祖沒有馬上答

應他，他就跟他說，你回去，回去告知、告白於你的父母，你的父母說好了之後，我再

度你為比丘。 

這個羅多知道，其實他是大法器，如果你沒有真的降伏他，他沒有真的在這上面有

真實的體會，是不會所謂誠心誠意的學佛。其實這個反映在我們現實世界也是這樣，如

果你個人對於因緣業果有深深的體會，然後你對於佛法所說的業通三世，你由自己的生

命的經驗去證實，佛所說的是真理，這個時候你才會降伏。你如果有某一些衝動，就是

在某一些小小的因緣之下，對於某一些道理，有一些肯定，還不盡然，不盡然能夠無疑

惑的，專心的、赤誠的這樣去學習。所以後來他真的去稟白他的父母，那中間有因果的

故事，之後他再回來，回來之後，闍耶多尊者也就是真的成為十九祖鳩摩羅多的弟子。 

鳩摩羅多傳法偈：「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這個

地方當然他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因為他當時的內心，並不是非常決定的，

一定要懇切到某一種程度，這個弟子他才收。像這種現在跟過去收弟子是不一樣的，現

在的弟子，師父！我要出家。嗯！真好！多一個。過去不是這樣，過去不是這樣，你要

真的要參，你真的要有出離心，你真的是要依止這個師父，這個真的是你心中的和尚，

你才收。對不對？所以弟子要在身邊觀察，好久。就像六祖惠能大師去到五祖忍和尚的

地方，是不是也是踏碓？他也沒給他落髮，後面當然還是會有一些故事，就說如果你沒

有真心誠意有出離心，你想要學習的時候，只是一時的衝動，難保你不還俗，難保你的

心沒有再驛動，因為他並不真切。這個過程，當然是跟現代的一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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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六祖壇經 11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話說二十祖要見二十一祖，剛剛不是闍耶多尊者？闍耶多尊者他就開始弘化了。弘

化，他很會說法，有一個比丘，他有一天他犯罪，就是自己有犯了一些不對，不如法如

律的事情，他感覺到非常的懊悔，然後他就跑來跟闍耶多尊者，他跑來跟他求懺悔，這

個二十祖就跟他說：「能順我語，罪可消滅。」你如果願意照著我說的這個話去做，你

的罪是可以消滅的，因為他內心深深的感覺到慚愧懺悔，可是不知怎麼辦。這個比丘呢？

這個比丘他說：好！我就順和尚您所說的，就是闍耶多尊者，你說什麼我照做。 

然後這個二十祖，他就化一個火坑在前面，他說，你跳下去，你如果你現在罪業很

重，這裡有一個火坑，你跳下去，你跳下去罪就消。這個比丘就自念，心中就念道，我

要滅罪，我這個罪我沒有辦法消除，我的內心是不安的，這裡有一個火坑，然後這個尊

者說如果我跳下去，我的罪就可消。他就真的跳下去，「舉身投之，火成清流」，這個火

就化成一池水，因為他不懷疑。然後耶多也就是二十祖就跟他說：「汝至誠悔過，罪今

已滅。」你剛剛很至誠的，真的想要悔過，任何的方法，任何的辦法，你都沒有懷疑，

所以你的罪已經消，然後就為他說法，他就成就，證得阿羅漢果。 

當然同學只聽這個片段，小小一段故事，一定很難以去接受。他這個人，他自己對

於犯罪這件事情，自己有過錯，有犯戒這件事情，他一定想盡了所有辦法去懺悔，但是

他罪的那個感受一定還在，沒有人有辦法用任何的想法讓他扭轉他對罪業的這種自我苛

責。當他見到這個二十祖的時候，他把自己交出去，和尚你怎麼說，尊者你怎麼說，我

相信，說實在也沒路走，跳下去就跳下去，如果罪真可滅的話。當他信心如此，跳下去

轉為清流的時候，他也知道，罪是幻，罪是幻，無明虛幻；火焰，人家說化紅蓮，這是

火坑變清流，當然他就皈依在他的座下。罪業已消，頓時之間，瞭解心性裡面本自清淨。 

這個放不掉自己的罪業，也放不過別人的罪業，人都是這樣。我們並不是縱容自己，

犯了錯之後，還一錯再錯，一直錯下去。但如果自己錯，能夠真的去懂得無明是虛幻，

我們前面的一百多堂課也都講到了，我們要懂得有那個勇氣去承擔，但實相中當時是無

明的，心性本清淨，現在是應該讓自己的光明清淨現前，而不是掉舉。對不對？當這個

之後，他一直在闍耶多尊者座下，後來就是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我們還是介紹一下這個婆修盤頭尊者，也就是二十一祖。這個二十一祖他父親叫光

蓋，母親叫嚴一，他跟弟弟兩個是雙胞胎。生下來的時候，哇！這是有瑞相，這個大士

尤勝，也就是這個哥哥，這個哥哥就是婆修盤頭，他就是尤其的莊嚴殊勝。那為什麼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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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同時生下來？是因為他父親跟他母親，就結婚多年都沒有養育孩子，這個光蓋他家

非常非常的有錢，他就帶了他的妻子嚴一去求子，城北有一個佛塔，他就在那邊祝禱，

然後求佛能夠讓他有後代。嚴一也就是他這個媽媽，晚上睡覺的時候，就夢到有兩顆珠

子，有兩顆珠子，有一顆很亮很亮很亮，有一顆一閃一閃，有時候亮，有時候暗，這個

她就吞下去了，後來她就有了身孕，生出來就是兩個孩子。 

這個大士也就是婆修盤頭，他是哥哥，他很好養，這個哥哥很好養，然後長大的時

候又聰慧，志氣又很高，十五歲的時候就自己說他要去出家，因為他有這個前面的故事。

他爸爸媽媽知道，這是求佛塔的時候求來的，這種孩子你留不住的。你果真是這樣求來

的，這孩子一定是來修行的，佛祖難道會給你一塊餅，變成一個孩子，不可能的，對不

對？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精進，大家都稱他為遍行頭陀。遍行，就是所有的應該修行的

點點滴滴，他都真的、真實的去修持，沒有世間的那種氣息，這個就是他的故事。 

當然他一個很想修行的人，自己到底是有意還是不小心犯了過錯之後，是不是自責

很深？他就是因為這樣，他自己的期許很高，自責也就會很深，這個是對己好，如果對

別人的話，那可就錯了方向。有的人是自己的理想很高，自己辦不到，專門在要求別人，

這個棒子往外打的，其實自己要求，自己做不好。有的是自責很深，是因為他自我要求

很高，所以他自己容不得自己犯一點錯，這樣子。這個就是二十祖傳給二十一祖婆修盤

頭。剛剛講的闍耶多尊者傳法偈：「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

竟。」這個就是二十祖傳給二十一祖的傳法偈。 

剛剛二十一祖我們也瞭解，現在再瞭解二十二祖，叫做摩拏羅大士。這個摩拏羅尊

者是剎帝利種，父親的名字叫常自在，也是國王，這個摩拏羅是第二個孩子，生出來的

時候，就非常非常的奇特，這個國王他就不敢用俗人的那種想法，想要保有這個孩子，

他自己就覺得這孩子不同凡響，所以當他知道這個婆修盤頭尊者他已經是二十一祖的時

候，他就把這個孩子帶去，希望他跟著婆修盤頭尊者出家。 

當然中間他這個王為什麼對佛法這麼這麼的肯定，有一番對話。這個王他有問，問

佛法的大意，當時的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就有回答。他的問題他說，王就說：「願聞

佛法，其可學乎？」我想請問佛法要怎麼修學？這個二十一祖他就回答他：「佛法者，

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你如果要學佛的話，你要具備七件事情，那你要去除

三種物，如果這樣你辦得到，你就可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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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王就問他，事跟物是什麼？「事物何者耶？」你要我具足的是什麼？要我去除

的是什麼？這個尊者就回答他：「一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

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

無此三七者也。」他說人，你到底會不會修證，在佛法上面，你能不能真的學到，基礎

上就這十個條件，就是你要去貪瞋癡，這個貪跟愛跟癡。他是用去愛，就是你要去貪，

你要去你的愛，你要去你的癡，這三個一定要去的。 

那要具足什麼？具足大慈，你真的要拔度眾生，你能夠慈悲的看眾生。第二具歡喜，

你要有歡喜平靜的心。第三具無我，一天到晚在強調我，根本就是我相很重，你怎麼可

能見空性。第四具勇猛，勇猛精進。第五具饒益，你要真實的利益眾生，這不是說在嘴

巴裡而已，你真的饒益眾生。第六降魔，這個魔內裡面有自己的煩惱魔，種種的魔，對

不對？還有對外上面呢？如果有一些不如法的魔，你也有這個勇氣。七具無證，也就是

你沒有所謂的得證什麼之後的法執，也就是慢慢到最後呢？你要知道無所得心。 

如果你最後能不能明瞭佛法，都是這三七，也就是這三物要去，這個七事要具足。

當然他這一番對話之後，對佛法是非常肯定的，把兒子交給他，當然再也不會懷疑。這

個是王跟這個尊者的一番對話。這個摩拏羅尊者後來，他很利嘛，也就是得了法。婆修

盤頭尊者他的傳法偈：「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這個

佛法沒有時間空間的差異。 

再說這個摩拏羅尊者要見到二十三祖，現在介紹二十三祖。這個二十三祖叫做鶴勒

那，他是月支國的人，是婆羅門，他的父親叫千勝，母親叫金光。又是沒有孩子，還是

沒有孩子，這個千勝沒有孩子，所以他就去七佛，「七佛真幢求之」，也就是有畫那個過

去七佛的這種畫像的地方，因為他不可能見到七佛的塔，對不對？有七佛畫像的地方，

他就在那邊禮拜，求諸佛菩薩慈悲加被，讓他有子嗣，這故事這樣寫。大家都會想要去

求子，當然這還是要有福報因緣。 

他回來很開心，他就跟他的太太金光，就跟她說：我已經去七佛幢這個地方，我有

去求子，我真的有去求子，希望我們有這個福分，有這個福報，能夠養得有一兒，可以

來傳宗接代。那天晚上，他這個妻子叫金光，她就夢到一個夢，她就夢到有一個童子，

有一個小孩，站在須彌山的旁邊，手上拿一個玉環，然後就跟這個金光說，我來了！這

個金光醒來之後就覺得身體有異樣，自己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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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隔幾日，沒隔幾日就有一個出家人，不知道哪來的一個出家人，就跑到她家裡，

然後跟她說：「護汝孕，慎勿汙之。」妳要好好的保護妳所孕育的這個孩子，千萬不要

給他汙染了，因為「其將為大法祖」，他以後是傳承法脈的人，是所謂祖師。他這個母

親聽了之後，當然也不敢等閒視之，這去佛塔那邊，佛幢那邊求的孩子，果真我來了，

然後又有一個僧人來跟她說，妳不可以隨便把妳這個小孩染汙了。她一定會謹慎的教育

他。對不對？ 

之後到二十歲的時候，這個鶴勒那真的就求要出家，中間其實有發生一些事情。這

個中間有發生一件事情，因為他呢？他在這個地方很聰明，當時社會上有一些事件，有

一些事件，大家都會有一些邪知邪見，這個孩子也就是鶴勒那，他小的時候就能夠瞭解

這個不是正法，然後這個所謂外道的廟宇，都會有一些奇特，吸引人家的一些做法，就

是怪力亂神，他就會慨嘆說：「三界微劣，寡得正法之人，而邪魅恣作。」這三界實在

是不是所謂殊勝的地方，那要得到、碰得到有正法的這種有道的修持人，其實是很少的，

任憑這些邪魅的人、外道，在那邊做這些事。 

然後他就跑到外道的這個廟去，站在那邊很生氣，他去到那邊的時候，這個外道的

廟就毀了。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有一些奇特的事件發生，因為他的內心就認為你這是不

對的，那念力夠強，外道的這個廟宇就墮。大家也知道，哇！他這個正念，這個邪不勝

正。 

話說他到二十歲的時候，就從一個羅漢比丘出家。這個羅漢比丘，就是他的師父，

就專門叫他誦持《大品般若經》，這樣誦持三十年，誦持三十年，他就安住在月支國的

樹林子裡面。因為他一天到晚都是誦持《大品般若經》，感得好多好多的鶴都跑來這裡，

所以他叫鶴勒那，好多的鶴都跑來這邊跟他一起作伴，後來他才碰到摩拏羅尊者。 

這個鶴勒那尊者因為感得了這麼多的鶴在林間跟他作伴，他也覺得很奇怪，因為他

的名號就是鶴勒那。這個鶴勒那尊者為什麼會有這樣子感得這些鶴來跟他作伴，是有故

事的。因為在過去大家都會去宰殺，對不對？在過去各地的風俗民情就是這樣，他會宰

殺這個牲畜來犒賞，拜、祭祀這樣子。這個鶴勒那尊者他小小的時候，他就對於這件事，

很不以為然，他不認為說你應該宰殺這些禽、獸來做祭祀的，這樣子，所以他就常常會

救助眾生，就是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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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六祖壇經 11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然後他遇到摩拏羅尊者的時候，也就他遇到二十二祖的時候，二十二祖有跟他講，

他說你過去也是個修行人，你有五百個弟子，但是那五百個弟子福薄，他們沒有真正好

好的修行，所以他們都投生到羽族，就是有羽毛的，禽獸、禽類的。因為你的慈悲，然

後過去跟他們的關係，所以你現在在修行，你的心又是慈悲的，牠們是入了鶴族，牠們

入了鶴族，所以你到的地方，牠們就過來，依止過來了，所以這些鶴就常常會到林子來，

跟你相處在一起。這個鶴勒那尊者他才知道，原來這些都是有它的因緣的。 

這個鶴勒那尊者，剛剛有講得了這個法，後來摩拏羅尊者就傳法給他，傳法偈：「心

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這是二十二祖傳二十三祖鶴勒那

尊者的偈。 

接下我們來就來瞭解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他傳法給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師子尊者

在前面我們有略略介紹過，講到這國王砍他的頭之後，白乳湧高數尺，記得嗎？所以在

這個地方我們不會講太多。 

先講到這個師子尊者，他是中天竺，也就是中印度的人，他出生的時候，就非常非

常的聰明，年輕的時候，「依止婆羅門僧，出家習定」，也就是他是出家的，到晚年才碰

到鶴勒那尊者，鶴勒那尊者就是傳法給他。傳法偈是：「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

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師子尊者跟這個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中間有一些對話，鶴勒那尊者有跟他講：「我

滅後五十年，北印度有難，你要特別小心，這個難應該發生在你身上。」師子尊者因為

得法了，他就問他說，那我應該特別注意什麼？他說：「你要早早付法」，你要早一些把

這個佛法的法脈傳下去，不要等到你很老了，差不多差不多了你才傳法。在歷代祖師，

他們的傳法是這樣，他傳承到下一個的時候，就會舉火自焚，會示現神通，然後入滅，

他不會這個祖還在，就有了另外一祖，他沒有這樣。但是二十四祖這個師子尊者，他的

師父鶴勒那尊者特別交代他，你不能等到你差不多的差不多，才傳法，因為你有難，這

樣子。 

現在我們就瞭解師子尊者的一點點，就是為什麼他會有難。這二十四祖在見二十五

祖的時候，中間有發生一些故事，那時候二十五祖叫做婆舍斯多，他只有二十歲，初次

見面的時候，他只有二十歲。這個孩子呢？他很麻煩，他左手都一直握緊緊的，好像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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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東西，可是怎麼打開都打不開。我們現代人還會以為說中風，有沒有？或是殘疾？

這個手都打不開。 

有一天他的爸爸，也是斯多這個孩子他的爸爸就夢到一個夢，就有一個好像天神一

樣，就跟他說：「你要送你的孩子去給師子醫」，就師子尊者醫。第二天他醒過來之後，

因為知道師子尊者已經是二十四祖了，他的爸爸就帶著他兒子去找這個師子尊者，然後

他就跟那個師子尊者說，我是夢到有一個天神，神人叫我送我的孩子來給你醫，他的左

手都一直這樣捏著。他心裡就在想著，他這爸爸心裡想著，如果我的兒子病，果真你可

以幫他醫好，我會讓他出家，我會讓他出家。他也表明了，如果你能夠把我的兒子的手

醫好，他出生的時候就捏緊緊的，我們都沒他辦法，怎麼拔都拔不開，如果你能夠讓他

拔開，然後我就讓他出家，跟你走。 

這個師子尊者就跟大家說，因為很多人都在看，他就說這個孩子手中握的是一顆明

珠，是一顆寶珠。這個為什麼他會握這顆寶珠？是因為我過去生過去世，也就師子尊者

他自己，他說我過去生過去世在一個國土裡面，曾經是一個比丘，我常常在誦《龍王經》，

我有一顆寶珠，是龍宮龍王供養我的。這個孩子呢？他是跟著我出家的，就是婆舍斯多，

他過去生過去世就是我的弟子，然後之後我就把這個珠給他。然後從那個時候，他就把

這個珠緊緊緊緊的捏在手上，到我圓寂，我走了之後，他都還捏著這個珠子。因為這師

父給他的，那我們的師徒的緣沒有斷絕，你心中還是要依止他為師，這樣子。 

他對於這個弟子，也是很真心的在教導，所以我們今天還會相見，他手上握的那個

就是珠，你們不信的話，我叫他打開給你們看。於是他就跟婆舍斯多說，你把手打開吧！

只有他講的他才肯聽，於是他就手打開，果然是一顆寶珠，非常燦爛的在手中，就是認

到找到自己的師父了。於是這師子尊者就為他落髮，這個斯多，婆舍斯多，就再度成為

他的弟子，因為他出家前的名字叫斯多，這個師父他跟他說，你過去叫婆舍，所以你過

去就是我的弟子，叫婆舍，那你現在叫斯多，所以你的名字就叫婆舍斯多吧，就是這樣

來的。 

這個師子尊者呢？他就跟這個婆舍斯多說，我已經老邁了，那我把大法傳給你，你

要好好的護持佛法，弘揚佛法，那你離開我，你好好的去傳化，不要在我身邊，因為他

會有難，他自己知道，他師父鶴勒那尊者跟他講。如果有人懷疑，懷疑你是不是真正受

法的第二十五祖，我把這個僧伽梨衣，就是袈裟跟鉢給你，僧伽梨衣為證為信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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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後人家就不會懷疑。因為過去他是傳法之後，這個僧伽梨就給了，給了之後他就坐

化。這個婆舍斯多就奉命離去，他就離開他的師父。 

這中間是有一些故事的，就是說這個師子尊者他為什麼會有難？他就是在這個國裡

面弘法，這個國裡面有兩個兄弟，他是外道，然後他們隱居在山林當中，學外道法。這

個弟弟叫做都落遮，都落遮他先學成了，然後他跟他的哥哥說，他跟哥哥說，我想要作

法隱身去王宮，然後我把王殺掉，奪他的王位，因為他是有這個道術。哥哥就跟他說，

因為哥哥他道法沒有學成，哥哥就跟他說，你不要害了我們，你不要連累我們，也不要

連累我們整個家族，所以你最好易形改裝。所以這個弟弟都落遮，就想說那我們改成什

麼樣子，讓人家最不會起疑，好，我會改成出家人的形象，於是他們就改成出家人穿著

袈裟這樣，然後要去王宮把王殺掉，要篡奪王位。 

殊不知這件事敗漏了，這個國王當然就下令要去追索這個盜賊，要刺殺的這個人是

誰？哇！是沙門。這個國王就非常非常生氣，就詔告全國把所有的沙門都殺掉，師子尊

者就是在那個地方。這個師子尊者呢？事實上他是有修為的，這個國王要殺他的時候，

就是我們前面談過的故事，他就問他：你是不是五蘊空？他說，我五蘊空。他知道他有

難。可是大家也知道，他不會去做這種事，但是國王就是非常非常的氣憤，於是最後他

說，那你施給我頭，他說，身體就不是我有的，五蘊皆空，施給你頭有什麼問題。於是

他就卡嚓，一刀把他頭斬掉了。斬掉之後這血液就噴出來，不是血，是白乳，這個王七

天殞命，就是暴斃，手臂也是斷了。這個前面講過，這個師子尊者。 

這個時候婆舍斯多，當時師子尊者已老了嘛，他跟他說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你趕快

離開，因為這裡有難，而這個難會發生在我身上。其實是別人嫁禍給沙門，並不是師子

尊者他自己做錯什麼事。我們先把師子尊者的傳法偈瞭解一下，「正說知見時，知見俱

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這是師子尊者的付法偈。 

這個婆舍斯多，也就是二十五祖，他是罽賓國的人，他為什麼出生呢？因為有一天

他媽媽，母親的名字叫常安樂，她有一天作了一個夢，夢到有一個人，就送給她一把寶

劍，她收了這個寶劍之後，就不一樣了，她就感受到她好像有懷孕，然後屋子裡都有異

香，而且常常這個天都會有供花，雨花。 

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左手就是一直這樣子把握著，就是前面的故事。到十一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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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也很奇怪的，有僧人來到她的家，然後就跟她說，妳這個孩子到二十歲的時候，

就會得大法寶；他手上所握的這個東西，也會顯現出來，講完之後這個僧就不見了。這

個就是後來他的父親，就夢到有一個天神跟他說，你帶著這個孩子去見師子尊者，那是

二十歲的時候，這是前面有的。 

話說這個婆舍斯多，就是二十五祖，他受了這個法脈之後，得法之後，他就開始去

弘化。走到中天竺國，也就是中印度，走到中印度之後，又慢慢的再走到南印度，到有

一個國家去，當時印度就是小小的版圖，一小國一小國一小國，那個小國的國王叫天德，

天德也是崇尚佛法，所以他也是對他有恭敬。 

他有一個兒子也很崇尚佛法，也很喜歡佛法，但是常常就會生病，身體不怎麼好。

這個國王就問婆舍斯多二十五祖，他就問他說：「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

應將如之何？」他說我的兒子很善良，而且也學佛，心裡就是有這種慈悲，可是他為什

麼都一直生病不會好，這善惡的報應又怎麼來解釋？這個尊者他就回答他：「王子之疾，

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他說這個王子的病是因為他的功德，所以

才有這個病，你好好的聽我解釋。同學！這樣聽了會不會害怕？唉喲！有功德有病，沒

功德就沒病，這個病的道理，不是我們一般的。 

他說，佛就有說到，有病的不一樣相狀，「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

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佛有說有一種人他有造作重業，他造作重業，然後如果身體

裡面的病，就好像身體裡面有重病一樣，人造作的業很重，就好像身體裡面有病，你吃

什麼藥都不會好，如果他要死之前，這個病又會發作得很強烈，就是都沒藥醫，你的病

很重的人，沒藥醫，那個病就是造業才有的病，叫做因果病。有第二種人，「病之在淺，

遇藥即動，動而後較。」有一種人他病比較淺，他造惡比較少，他碰到藥的時候，這個

病就會變化，就會愈來愈輕 愈來愈輕。 

這個時候再比喻，他說：「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

他說如果業報很重很重的人，他雖然有功德，可是這個功德不夠；他這個功德是現在才

結的，他過去的重報，是不是過去的重報？所以這個功德沒有辦法補足他現在，就是翻

過他過去的業報，而他要死的時候，還是呈現業報的樣子。因為他問他，我的孩子明明

這麼有善根，怎麼還是學佛那麼多年，業障病還是沒改變？他說要死的時候，業報還是

會現的。這種沒有辦法，那你有功德就是來生來世，不是不報，時日未到，來生來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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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那個果報。 

「業之輕也，資於功德 其報即現，後乃清淨。」如果你業比較輕的人，你業不是

很重，你這個心，各方面做好的事，有功德的時候，這個功德在你呈現業報的時候，它

也會現。因為他的兒子是非常有善根，這個功德也是會現，這個業報也就馬上現，但是

報完了就好了，「後乃清淨」，馬上報完了就沒事了。 

「今王之子，為善久疾，必其所為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 後當永寧。」他說，

國王你的兒子這麼有善根，而且他積善很久了，生病也很久，他這個病其實是重報輕受

了，因為有他的功德，所以他的病提前來報得，雖然有小小的苦，你不要擔憂，之後就

不會有問題。這因果論其實是很複雜，重重重重中間，有一些不一樣的報法。你很重的

人，他受用，還是要等到來生來世，因為最強最急的先現前。那你如果業報也很薄的人，

你大做功德之事，那你還在活著的狀態，他可能在比較尾端的時候，就已經呈現他的果

報，善功德，你沒有業報重疊的狀態之下，就是顯功德出來了，病就沒有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尊者又跟他說：「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

王何疑乎。」他說如果他到三惡道去，應該受業報，那今生呢？今生因為他有做的功德，

他不會受到三惡道去，在此生此世快一點快一點，都現前報了，因為他要受三惡道，其

實來生來世，可是他的緣，現在就已經大做功德之事，所以重報輕受，所以你又何必懷

疑，他之後就會好的。果真王信其說，這個國王相信了，後來果真這個孩子的病，就慢

慢好轉好轉好轉，就好了。 

因為這個國王身邊，一定是有這些咒師，這些咒師聽到這尊者所說，這個確實有好，

確實這個王子的病有好，他就很嫉妒，這前面我們好像有講過，他就用毒藥要毒害這個

尊者，這個尊者知道，知道你要毒害我，他還是把食物吃下去。把食物吃下去，這個外

道就是「咒師自己反受其報」，這個尊者沒有事。 

沒有過多久，這個王天德就亡故了，他的兒子叫德勝，德勝即位，因為當時的王，

他不是只有一個兒子。這個德勝更喜歡咒術，更喜歡咒術，所以這個咒師就進了一些不

是很正確的話，就跟他說，婆舍斯多他不是師子的弟子，因為師子是明正言順的二十四

祖，這個婆舍斯多說他是師子的弟子，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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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這個德勝他已經生了兒子，他的兒子，太子叫不如蜜多，不如蜜多就是二

十六祖。這個不如蜜多就聽到這個咒師跟他的爸爸在這個對話，他就跟他說，前面那個

咒師，就是祖父那個時代那個咒師，都不能夠害這個婆舍斯多尊者，你現在不要自討苦

吃，自造業，不要「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就是不要再造作錯事了，國王你不要試，

你不要試。這個國王很生氣，就把太子關起來，就把不如蜜多關起來。這我們好像前面

有介紹過，他把他關起來。 

然後這個國王因為聽到咒師的讒言，他就跟他說，「師子戮死」，你說你是師子尊者

的弟子第二十五祖，可是師子他是被砍頭的，「如何他以法來相傳？」你如果是真的話，

讓我驗驗看，你什麼來證明。於是他就把他這件僧伽梨交出來了，然後用火燒，用火燒

呢？火燼，灰燼的時候，這件衣服還是沒有任何的損傷。後來國王才知道，這不是所謂

世間人可思可議的，就把兒子放出來，不如蜜多。 

這個不如蜜多當然就跟父王稟告，他要出家去，要追隨這個婆舍斯多尊者，也就是

二十五祖。這個二十五祖呢？後來就是接受不如蜜多，就是這個弟子，這樣，這個故事，

最後他付法給他，這個是不如蜜多跟婆舍斯多中間的故事。這二十五祖的付法偈：「聖

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