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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4》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介紹二十六祖不如蜜多，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不如蜜多他是王子，得法之

後呢？他就遊化到東天竺，也就是東印度，這個國國王是剎帝利種的，他非常的聽信長

爪外道梵志。尊者入國的時候，也就是不如蜜多入這個國境的時候，這個外道的人知道

不如蜜多來了，因為還是有風聲，正統法脈，所以他們就心中很憂患，他想說他們來了，

那我們還有什麼戲唱，信徒們都會去聽聞佛法，比所謂的神通又比不過，所以他要提前

把他給加害，讓他不要進國來。 

所以他就跟國王講，這個外道他就跟國王講，有一天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後就

西望，往西看，因為他這是在東印度，他是從那邊走過來，他就往西看，這個外道就跟

國王講，西邊有一團妖氣，慢慢慢慢的要入我們的國境，國王你到底有沒有看到？這國

王說，我怎麼都看不到什麼妖氣？這個外道說，這個是魔，這是大魔王，如果他到我們

國家，我們國家一定會衰敗，我為了王你著想，為我們的國家著想，應該要把他誅之，

把他砍頭。那個王就說，人家又沒犯什麼罪，哪有說人家有什麼人來，就直接給他砍頭。

那個外道就跟他說，你要聽我的話，一定要禦魔，就是要防禦這魔的侵入，你如果不這

麼做，我們國家會亡的。其實他為了自我保護而已。 

尊者他要入這個國的時候，不如蜜多要入這個國，他知道，他自己知道，他就跟他

的徒眾說，我到這個地方會有災難的，你們不要害怕。就怕說一有什麼小小的事情，然

後下面的人就一直動盪不安，他就說你們不要害怕，這是一定有的過程。大家就跟他說，

那你就不要去吧。他說不行！度化眾生不可以這樣子。你度化眾生，就是愈是邪知邪見

的，你愈要穩住的去度他，度化眾生是平等的。 

他就進了這個國，這個國王就跟他說：「師來何為？」你來做什麼？尊者就回答：「我

來欲度眾生。」我是來要度化眾生的。國王就問他：「當以何法，度何類眾生？」你用

什麼辦法，要度哪一類的眾生？尊者就回答：「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我就隨他的根器，

用適應他的辦法這樣來度他。 

然後這個國王就說：「苟有術者，師敢敵乎？」你小心，我們這裡是有那個道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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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你敢跟他兩個比較看看嗎？然後這個尊者他就回答：「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

降之，安有妖術而不敢當耶？」他說，我佛法是正的，雖然有天魔的存在，他都動不了

我，他都不可能對我有怎麼樣，怎麼可能有什麼妖術，我不敢跟他較量較量。 

這些外道一聽更加生氣，喔！你怎麼這麼囂張，你怎麼敢說這個大話，你根本都不

知道我們的功力。這個外道，這一群聽了很生氣，於是就化一座大山在空中，這一座大

山在空中，就要把這個尊者壓下來，就從空中這樣，一座山要壓下來。 

這個尊者以指按地，他就用指頭按到地上，這個地就搖動。他們化山，山是在空中，

可是他們是站在地上，這個五百個外道就站不住，就「天搖地動，皆不能立」。這個時

候這個尊者就把這個山移過去，就壓到這個外道的頭上，這個外道群黨好害怕，四處要

流竄。這個尊者再壓一次地，這個地就安靜下來，他們化的這個山，也消失無形，這個

外道才降伏。真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他們才禮拜悔過，這個王也才求懺悔。他

說：「吾不識大士」，我兩眼無珠，不知道您是真正的大士。這些外道就是一點點，兩燭

光三燭光的火，想要跟你這個日月來爭光，不像話，這個是不如蜜多他降伏外道的過程。 

當然之後就會有圓滿的結局，這圓滿結局，他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因為這是一個不

是很正法的地方。這個時候尊者就跟王說，我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有一件奇特的事情

發生，也就是我有作一個夢，有一個很奇怪的孩子，持了一個寶蓋往我這裡來，所以這

個地方一定是有聖人出世，一定有聖人出世的，這個是不如蜜多他跟王說的。 

後來果真走在馬路上，有一個孩子他就跑到國王跟這個不如蜜多駕前，這應該是他

的車子的前面。這個尊者就跟王說，所謂王我剛剛跟你講，你這個地方會有聖人，就是

這個人，這個人就是叫做瓔珞。這故事很好聽，這個人叫做瓔珞。然後這個尊者就直接

跟這個童子說，有一個人他就跟他說，你記不記得往事？這個瓔珞說，我記得我們過去

的因緣，因為他主動來的，知道嗎？這種因緣，不用懷疑，它自然會匯集，那是願力。 

他說：「我念昔同法會」，我記得！這個瓔珞他就說了，他說我記得我們的因緣。在

過去尊者你就開演《摩訶般若波羅蜜》，當時我們是同在一個地方學法的同參道友，當

時你就專說《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呢？轉甚深修多羅，而我是在講甚深的經，修多

羅，那我們一定會再碰面的，所以我們今天會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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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個不如蜜多就跟國王講，所以我跟你講，你這個地方有聖人出世，這個名字

叫瓔珞的這個，是大勢至菩薩祂降跡來的。我們在過去是有因緣的，我們共同發願，那

我們呢？以不同的法來度化眾生，他中間就是同參道友的身分。同學你們會不會這樣？

這裡有一對同修，你們會不會這樣？我專持咒，你專念佛，是不是？我對哪一部經，我

在這上面有研究，那我以這樣來跟眾生結緣，那我用什麼辦法來跟眾生結緣，這是多麼

契合的同參道友，不是那種爭鋒相對的嫉妒，不是。是多麼赤誠的，我們一起來度眾生。

我們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對不對？法門不同，法不同，沒有關係，你看人家這大

勢至菩薩，當然另外一個大概就是觀世音菩薩。對不對？ 

然後這個尊者，因為這個瓔珞，這個瓔珞他是比較年輕，他們中間有時差，他比較

年輕，所以瓔珞就跟他說，我總要完成我落髮，歸隊吧！成為一個修行人，出家人。所

以尊者就幫他落髮，然後就跟瓔珞講，以前我都在說般若，你說修多羅，那我們今天又

再次見面了，那你的名字叫般若多羅，因為我叫般若，我講的是《般若波羅蜜》，你就

專門就講修多羅，所以你的名字，我傳給你，你就叫般若多羅，所以他的名號就這樣來

的，師父給的。然後最後他把法傳給他，傳法偈，不如蜜多傳的：「真性心地藏，無頭

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這是二十六祖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的這個偈。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般若多羅，剛剛只是他成長之後，就是傳法的過程，從他的小

時候開始說。說般若多羅尊者，他是東印度的人，因為他不是來這個東印度嗎？他幼年

父母就雙雙亡故，所以「幼喪父母，孑然胸食自養」，就是他自己一個人要養活自己，

所以在這個街道村莊裡面，就這樣遊蕩遊蕩，當時的人都叫他瓔珞童子，就叫他瓔珞童

子。有人就需要他服勞役的時候，他都不辭辛勞，但是不論價錢，他是「不辭勞，不論

值」，也就是因為他沒有受教育，他也沒有父母栽培，也沒有家，所以遊蕩在街頭裡面，

人家如果叫他搬個東西，提個什麼東西，做做苦役，他都不辭辛勞就去做，都沒有先跟

人家講價錢。 

然後大家都問他，你什麼姓氏？他就說我跟你同姓。如果有人說，那你走路幹麼那

麼急？他就跟人家回答，那你幹麼走路那麼慢。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可能就不

瞭解，因為他實在深不可測。後來就是碰到這個王，國王跟不如蜜多共駕乘車，他碰到，

他就自己向前走去，自說過去的因緣，就自己說，我就在等著師父您來，這樣，我在等

你，他當這個童子，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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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講到般若多羅，他得這個法之後，就從東印度出發了，一直走到南天竺國。

所以佛法是不是這樣？在這個地方，他本來在這裡得法，北，他就走到南，再走到東，。

東呢？傳法之後，他就走到南或是走到西，是不是都這樣？所以整片是不是都弘揚佛

法？所以佛法它是不脛而走。過去是沒有像現在有媒體傳播的平臺，所以過去是不是都

要靠著弟子，就是常隨眾，跟這個師父這樣一路一路，這樣子慢慢去弘法？只要走到的

地方，佛法就殊勝了，就有弘揚起來，弘揚開來。 

這個尊者他就走到南天竺國，這是二十七袓要傳二十八袓達磨袓師的故事了，達磨

袓師其實我們在開堂的時候有介紹過。這個達磨袓師，他是國王的第三個兒子。國王有

三個兒子，這個大兒子，叫月淨多羅，喜歡念佛，所以好修念佛三昧。第二個兒子，叫

功德多羅，好俢福業，都做善事。第三個叫菩提多羅，他喜歡佛理，以出世為務，就是

他喜歡出世間的這些事情，他不喜歡世間的東西，他叫菩提多羅，這他原來的名字。 

這個菩提多羅，就是後來拜這個般若多羅為師。般若多羅剃之後，後來就付法給他。

這個中間他為什麼會拜他為師？是跟他父親有關係的。因為般若多羅到這個國，這個菩

提多羅，就是第三個孩子，就是達磨袓師，他不是好佛理嗎？好佛理，所以他常常會親

近。有一天，有一天他看到他父親要往生之前，手在空中，在空中這樣一直在抓東西，

「以手覽空」，就在空中，好像不知道在拿什麼東西，然後都不能停止。 

這個菩提多羅他就問尊者，他說，怎麼這麼奇怪？我的父親「務善興福」，我的父

親都是做一些善事，都做一些有福德的事情，他的心也沒有過不好的，今天為什麼到臨

危的時候，然後精神又恍惚，那手在空中，「手覽虛空」，手在空中這樣亂抓，亂抓，「恐

非善終」，看起來好像不好，「何其報之相反耶？」怎麼他的果報，跟他所做的反而是不

一樣，我感到非常的困惑，願尊者你來告訴我。你如果能解我這個惑，我願從出家。因

為如果這樣子因果就不對。 

尊者就回答他：「此其業之所應也。」這個是他業報所感應的，沒有錯。「然物皆有

業」，眾生其實都是有業報的，他又講：「雖三乘聖人 亦不能免之」，雖然修行，沒有證

果，或是有證果的三乘聖人，還是有餘業。你沒有到某一個程度，還是有果報的，是不

能免的。這個業是有善跟惡的分野沒有錯，你也不要懷疑說，你父親平常都做這麼好的

事，為什麼到往生之前，還手抓虛空，好像不是善終，他還是在因緣果報當中，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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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就有講：人有為善之至，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經綵，欲其終

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 

這樣聽不懂，解釋。他說有一種人他是做這個善事，是做得很徹底的，他要死的時

候，他一定會報得生天。當然這個天要來接引他的時候，他會從這個天上垂下一條引經

綵，就上面寫著經文的一條綵帶下來，然後會讓要亡故的這個善人，先讀過這上面寫的

經文，然後你慢慢讀慢慢讀，你的心就不會在世俗，然後你的神識就會隨著它，這個綵

會拉，你的神識就會隨著它這個綵，引經綵，這樣一直讀一直讀一直讀，神識就跟著這

樣上飄，就這樣子。「其光或五色互發者」，他這個時候會有光，往生天界的人，其實他

身邊會有發光，沒有錯，這個光，或是一個顏色，或是五個顏色，他會有一些光彩出現，

就表示這個人他「往生天界」。 

我們一般世俗來講，人家說 生病病到最後，中醫典籍裡面也是有，一直抓一直抓，

有沒有？那種都是惡道。但是他這個手要抓虛空，他是在抓那個引經綵，他身邊會出現

光，如果他身邊出現光，他是往生天界，你父親是往生天界，他不是所謂惡，就是不是

非善終，你不要害怕。這個菩提多羅，就是菩提達磨，他心裡還是沒有辦法肯定，因為

他的相狀，就是在空中抓，雖然他父親身邊是有光彩，就是有光線，他就想要好好入定，

來觀察他父親到底哪裡去。其他的兩個哥哥就很傷痛，就很傷痛，父親往生了，只有菩

提多羅，就是菩提達磨他都不講話，他都不講話，哪裡也不去，然後就入定坐在那裡。 

他兩個哥哥好生氣，老爸往生了，你怎麼都不動，你一動就不動，也不做一些該做

的事，他就入定七天，他就入定七天。七天之後他就出定，他就跟兩位兄長說，「我欲

觀父何往」，我入定，我不是說不負責任，就父親的後事都你們辦，我都無動於衷，是

我想要知道他哪裡去，所以我入定觀察，「而無所睹」，但是我什麼都沒看到，真是失望，

說我什麼都沒看到，就是沒有看到父親到底哪裡去。「但見一日照明天地」，但是我就看

到好大好大的一個日，太陽，它那光亮好亮好亮，「照得天地洞澈」，都很明亮這樣子，

然後之後他父親就出殯了，就圓滿了。 

這個菩提多羅他就跟兩位兄長說，我想要跟著尊者出家去，他想要跟般若多羅出

家。這兩個兄長也不會留他，因為他們三個都是好樂佛法的，一個念佛三昧，一個是專

門做善事，他是喜歡佛理，所以他就跟著尊者。尊者知道他的法緣已經到了，他的心各

方面，已經達到這個程度，人要出家你心沒有達到那個程度，難保不變異。知道？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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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大德他的心，都是非常非常堅固而肯定的，所以他就為他落髮，沒有多久之後就

傳法給他。他的傳法偈呢？般若多羅的傳法偈：「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

圓，華開世界起。」 

這中間，這個般若多羅他跟菩提達磨有非常非常長的一段對話，接下來我們就要瞭

解菩提達磨。其實他跟在師父的身邊有四十多年，他跟在身邊四十多年，師父才把法脈

傳給他。因為看到他的時候，他還是王子，他不是跟著他出家嗎？跟著他出家，就在身

邊四十多年，到這個師父要入滅之前，才把法傳給他，所以他不是馬上就傳。雖然我們

故事在講說最後他傳給他，你不要以為見面的那一天就傳，不是這樣，這中間都還是要

有一些開發、一些修行、一些肯定、一些開發。 

這個般若多羅他有跟他講，「汝且化此國」，你還是留在我們印度，好好的度化眾生。

「你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你在震旦，就是中國，「然須我滅後六十七載，乃可

東之。」你不可以馬上去，你還要在我們印度六十七年，我走了之後六十七年，你才可

以去。「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如果你現在就去，佛法反而不會興盛。不是時候，沒

有那個法緣，所以不要馬上。說實在也還沒成熟，也還沒成熟，時間呢？這法緣也還沒

到。 

然後尊者他就再請問般若，他說：「若我東往，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他說，

我如果到震旦去，會不會有大災難？「得大法器，繼吾道乎？」會有真的大法器，來傳

承世尊所傳的這個法嗎？般若多羅就說：「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葦，不可

勝數。」他說你到震旦去，這個法會往那邊走，然後那邊真的想要聽聞佛法的人，就如

同稻麻竹葦那麼那麼多，「不可勝數」，那數量沒辦法算。 

「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為，恐不信汝。」我這樣交代你，你

到南方去之後，你不要馬上就停住在你去的地方，你一定會轉移你的地方。因為那個時

候，你剛去的時候，那裡的王，他對有為法比較好樂福德之事，所以他不會信你所說的

這種佛法。當然後來他不是跟梁武帝有一番對話？對不對？中間還發生了很多事情，所

以有一葦過江，有一葦過江，他後來到少林寺去面壁，叫壁觀婆羅門。這中間就不再談

了。 

這個二祖叫慧可，他最早其實名字不叫慧可，他叫神光。這個二祖慧可是虎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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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少的時候，讀書各方面很聰慧，所以也自己閱覽佛經，超然自得，也就是會有體會，

有體會之後，他才出家的。他有體會，然後出家，依止龍門香山寶靜禪師，然後在那裡

落髮，受具足戒。然後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入定，就是有修行，入定的時候，

有一個神就跟他說：「將證聖果，無滯於此」，他說你是會證聖果的人，你不要在這裡停

留。因為你的師父寶靜禪師沒有辦法再給你你要的東西，他就跟他說你不需要停留。 

那沒有多久之後，他就覺得頭很痛很痛很痛，「頭痛如刺，欲行求治」，他想要去找

醫生來看他的頭。空中又有一個聲音說：「此換骨耳」，這是在換你的骨，在換你的骨，

「非常痛也」，它不是一般的痛。然後「因以告師視其頂」，他就說，那你自己看看你的

頭頂好了，於是他就去找個鏡子，來看看自己的頂，頭頂有「五峰隆起」，就是頭頂上

面，就有不一樣隆起的一塊，這樣子。所以這就「神既助汝，可行求道」，神都幫你，

你出發吧，你去求道。這個是有他的法脈，有他的契機因緣，所以他就聽說天竺的達磨

到少林，於是他就出發往少林去，就在那裡跟達磨祖師，有了一番的對話，最後得法。 

這裡還是把慧可大師的一些故事補充一下，這個慧可大師他是南北朝的時代，出生

是西元 483 年到 593 年當中，是河南的洛陽人，俗姓是姬。前面有講到他有一些特殊的

際遇，在去參訪達磨祖師，也就是達磨祖師是在嵩山少林寺，那一年是北魏的正光元年，

也就是五百二十年的時候，這樣算起來，慧可大師當時三十多歲，他去參謁嵩山少林寺

達磨祖師，裡面當然有一些記載。 

在《景德傳燈錄》裡面講到，這個慧可當時叫神光，他去訪達磨的時候，終夜立於

雪中，就是達磨祖師他面壁，所以他並不搭理他，於是他就在雪中，在那邊跪著，直到

第二天早上，他還是沒有搭理他，這個時候這個神光，也就是慧可他自斷左臂，來表達

他求道的至誠之心，當然達磨祖師就有跟他一番對話，終於就是開悟。在達磨祖師身邊，

他有六年的時間，也就是在接受師父的指導有六年。之後達磨祖師西歸之後，也就是在

北齊天保三年，是五百五十二年的時候，後來改名字叫慧可。 

這個慧可傳法給弟子，叫僧璨，這個中間他怎麼碰到僧璨的，當然是還有另外一段

故事。我們針對於慧可大師，他把這個衣鉢傳給僧璨之後，他自己就到河南的鄴都，去

演說《楞伽經》。這個中間有一段，就是他告訴僧璨說，你好好弘法，我有一些宿業要

去償。就修行到某個程度，你知道你有一些累生累劫的一些關係法，此生此世你勢必得

圓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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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就到河南這個地方去說《楞伽經》，其實那個時候他年齡並不是很大，所以

在那邊講經有三十多年，這裡面他非常的低調，所以「韜光晦跡，人莫能識」，他有很

多行徑他都不表達，也不說他是二祖，因為他法脈已經傳下去，給三祖僧璨。後來有一

次他在筦城匡救寺，在那邊就是說佛法，當時來聽的人很多，那邊有一個沙門，也是出

家人，叫辯和，兩個就針對於佛法的一些見解上面有一些辯論，這個「辯和不能勝」。

當時的這個辯和他心中就有不甘，這個就是慧可要還的宿世的債，所以當時他就去跟縣

令叫翟仲侃，去跟縣令說道，這個慧可的一些點點滴滴。這個縣令就是相信了這個辯和

所說的，所以就迫害這個慧可，所以慧可他在開皇十三年示寂，當時他世壽一百零七歲，

這個是慧可的故事。所以縱使他已經是我們東土的二祖，還是一樣有一些累世的因緣果

報。 

這在我們上一次課程裡面有講到，這個一祖一祖相傳的時候，有一些也是呈現了有

一些業報的狀態。他就講明白，縱使你是得道高僧，你還是有一些餘業的。我們一般來

講，會有一個很奇特的想法，你不是悟境很好，你就沒病，眼睛不痛，牙齒不痛，肚子

不痛，就把他一下子神格化，你的金剛不壞之身。事實不然，像世尊還是依然有背痛，

還有一些所謂小小的因緣果報，以前的餘業，但是這一些呢？都不會影響，祂是很明白

的。祖師大德裡面，還是有這些示現，那就是慧可。 

在講到這個僧璨，就慧可傳給僧璨。這個僧璨他在見到二祖慧可大師的時候，其實

他尚是白衣，也就是他不是一個出家人。當時他去參見二祖的時候，他就請法，他說：

「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這前面我們有提過，就是他有一些疾病，這個風疾，其

實它有好幾種系統，有的講這個風疾，就是像是古時候都有提煉仙丹，就屬於重金屬中

毒的那種病，也叫風疾，很多皇帝都有這種疾病，因為大家都要用那個長生不老的仙丹，

讓這個皇帝能夠服用，所以有的是吃那些之後，產生了一些中毒現象；那有的地方講這

個風疾，就有一點像我們腦血管的疾病，像中風、嘴角歪斜、還有顫抖等等，這種也叫

風疾。 

這裡面講到了這個風疾，就沒有講它那個相狀，因為出家人不在身體髮膚上面，有

太多的著墨，修行人在這上面，也是淡然處之；總是還有這個事實存在，所以他就去請

師懺罪，我一定是有累世的業報，所以我才有感得這樣的疾病，這是一個內心的自我解

讀。這個二祖就跟他說：「將罪來，與汝懺。」你把罪拋出來，我幫你懺掉，那個三祖

當時僧璨是個白衣，「覓罪了不可得」，找不到，所以這是一種自我覺受，自我定論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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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然後二祖就跟他說：「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懺罪清淨了，你拿出來，你拿

不出來，那你的罪其實是沒有了，然後他跟他說，你宜依佛法僧。然後這個僧璨，他看

到二祖慧可是僧，他說：「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他就問他，那我知

道你是僧，那什麼是佛跟法。二祖跟他說：「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

然。」就是佛法僧其實是一體的。 

這個裡面三祖僧璨他說：「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

二祖慧可一聽，他對這上面的體解，既是明白，這個種性當然是很利的，所以二祖就非

常的器重他，看重他，於是就讓他剃髮，然後受戒，這樣子，最後二祖慧可就把這個衣

鉢傳給僧璨。傳給僧璨之後，就剛剛所說的，他自己就到河南去了，這個是三祖僧璨。 

三祖他當時見二祖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字，他也沒有說，他的名

號是二祖慧可給他的。這個裡面有講到三祖他去見二祖的時候，自己已經是四十多歲

了，所以他是四十多歲，見了二祖以後他才落髮的。之後他有先隱居在司空山，隱居一

段時間，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有一些毀佛事件，所以當時的修行人，幾乎都隱居起來。後

來又到皖公山三十年，然後很多人都到這裡來參學，畢竟有開悟的這些高僧大德，他不

是泛泛之輩，所說的佛法大概也不是一般的所謂善法，自有一番不一樣的內涵。之後就

碰到了道信，這個道信是我國禪宗的第四祖。 

這個道信他是出生在公元 580 年到 651 年當中，講到這個二祖慧可傳三祖的傳法

偈，先跟大家介紹，上次介紹過。二祖慧可傳三祖是：「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

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三祖僧璨他看到道信，這個道信就有一番不一樣的故事了。道信俗姓司馬，他很小

很小的時候，他就對於所謂空宗，空，我們很多人都是執著在世間的有，可是這個道信

他對於空的道理跟解脫，這個上面非常非常的景仰，非常的有興趣，所以他就很小的時

候就出家。在開皇十二年，其實才十四歲而已，他就到皖公山去參謁僧璨，僧璨跟他一

番對話，他就開悟了。十四歲的小孩，十四歲，所以言下大悟，就在僧璨的身邊侍奉了

九年，就在師父的身邊，好好的調教九年，得他的衣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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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七年，才領徒眾，領徒眾就是要到吉州的廬陵這

個地方。他有開悟，他到廬陵這個地方，剛好有強盜，有一大群的強盜，把這個城給圍

起來了，圍了七旬，七十天，圍了很久；這裡面城，因為大家都不能夠出城去，城裡面

的食物等等都乾涸，都沒有了，都用光了，大家都非常的憂惱害怕，這個時候道信他就

勸城中的道俗，就是出家跟在家人，就一起念《摩訶般若》，就一起念《摩訶般若》。 

那盜賊他圍城，圍城的時候，這盜賊的首領就遠望這個城，上面好像有很多神兵，

天兵天將在這上面在守護著。這個盜賊的頭頭心裡就想，「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

這城裡面，一定有那種特殊特殊的人，所以不要攻進去，這後果不堪設想，這有業報的，

所以就離開，他們就解危了。這就講一代高僧，他不是隨便你要怎麼殺戮他，就像六祖

惠能大師當時命如懸絲，不是很多人追殺嗎？這個中間很多過程，也都不會怎麼樣，當

然是有一些所謂世俗人的這種嫉妒的心態，追殺，為了要拿這個衣鉢，但是對他其實是

無傷的。 

那話說到唐武德七年，就是公元六百二十四年，這個道信就回到蘄州，因為他原來

是蘄州的人。蘄州就是在湖北，湖北廣濟這個地方的人，他是蘄州廣濟的人，他就回到

那邊去，住在破頭山有三十年，破頭山我們前面有介紹過，後來他又傳法給弘忍。另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支脈，叫做法融，牛頭法融，他有去度牛頭法融，另外還有一個牛頭禪。

到晚年的時候，因為他在破頭山這裡住了三十年，破頭山後來又改成雙峰山，有的人就

稱他為雙峰道信。到最後，在永徽二年潤九月，他坐化，坐化世壽七十二，他的塔是建

在東山黃梅寺。 

他的弟子弘忍，就在黃梅這個地方傳禪法，因為他的師父的塔建在這裡，所以他就

在那裡弘法，所以世人後來稱這個道信跟弘忍，他的傳法，他的道法，叫東山法門，就

是黃梅，黃梅東山就是這樣來的。這個三祖僧璨傳四祖道信的傳法偈：「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接下來我們就瞭解一下這個弘忍，這弘忍大師前面其實有講過，我們不用花很多的

時間，裡面還有一段給同學補充，就是四祖道信。這四祖道信因為他很早就受這個衣法，

就是成為四祖，當時他的弟子很多，四祖道信的弟子是非常多，各種各種宗裡面都有。

當時的皇帝就三次下詔令，請他赴京師，可是他不願意，我們在前面有介紹過，皇帝就

講到，就跟這個使者講，去的人講，如果他不起來，他不來的話，你就取其首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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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信他就好吧，就把頭伸得長長的，這個人當然他也沒有真的砍下他的這個頭，回去就

稟告皇帝，皇帝更加的敬重他。這個就是所謂憂道不憂貧，你再多的這種名利，這吸引

不了這些人的。這是他是以道法嘛，這個法身慧命，不是在講這個環境裡面優渥的情形。 

接下來介紹的五祖弘忍法師。這個弘忍大師他是出生在西元 602 年，一直到 675 年。

他是七歲的時候，你看是不是都很年輕？他七歲的時候就從道信出家，七歲，當然這裡

面有一個短短的故事，就是他的母親懷他，族人跟村子裡的人都嫌惡，因為不清不白，

事實上其實是再來人，他只是藉這個因緣；所以他的母親跟他就是在城市當中乞討為生。 

他看到這個道信的時候，道信有問他，問他一些對話，他回答的實在是非同凡人，

後來他就要求出家。他的母親也知道這個小孩來處非凡，於是就捨他，讓他跟著道信出

家，這個弘忍法師他七歲就出家。在唐永徽二年，道信入寂的時候，他才繼承師席，所

以當時他五十一歲，他成為五祖的時候，他其實是五十一歲，所以這個法脈不是我們一

般人的想像。有的那麼年輕就得法脈，傳法是在比較後面，有的是很早，有的是比較晚。 

說起這弘忍法師，他生有殊相，他長得非常的殊勝，他有七種相不如如來，其他都

如如來一般。前面在西天也有一個祖師大德，他就是弘法利生，他度很多很多的人，上

次不是講他有一個小室？每度一個人，就放一個籌進去。他那個大德，那個祖師他也是

一樣，有一些不如如來的相，可是他所度的眾生很多很多，所以叫無相如來，大家稱他

為無相佛。 

這弘忍法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他只有七種不如世尊，那也是再來人。當然因為他

跟著道信住在破頭山，也就是雙峰，教化大乘，到高宗上元二年入滅，世壽七十四歲。

七十四歲距離他正式繼承師席，五十一歲到七十四歲，其實短短二十幾年，時間並不頂

長，這是弘忍大師。五祖弘忍法師傳法給六祖惠能大師的傳法偈：「有情來下種，因地

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