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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禪文化 

「文化」之用語，依照中國古籍的記載，是指和「武功」相對的文治、教化之意。例

如︰西漢劉向《說苑‧指武》云：「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晉

朝束廣微《補亡詩‧由儀》云：「文化內輯，武功外誅」。元代耶律楚材《太陽十六題》

詩中也有「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優遊致太平」的詩句。1 在西方，“Culture”（文化）

一詞起源於拉丁文的動詞「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2 後引申為培養一個人的興趣、

精神和智能。3 近代的文化概念是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1832－1917）於《原始

文化》(1871 年)提出的。他將文化定義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習俗

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性的複合體」。在日本，禪宗（臨濟宗）於 1964
年設立「禪文化研究所」4，則是以「從思想、歷史、文化與實踐等各方面，綜合性研

究禪，探究禪以及禪文化的本質與現代意義，將此成果普及，對世界精神文化貢獻」為

宗旨。他們認為︰禪經過很長的歷史，在文學、哲學、教育、美術等方面，成為東洋精

神文明的骨幹，創造出獨特的東洋文化。特別，在日本到現代，其傳統仍然繼續維持，

為全世界所注目。所以，日本「禪文化研究所」結合禪學專家、禪師等，定期舉行各種

研究會（例如︰禪宗典籍、禪書畫、禪庭園……）以培養人才，收集與刊行禪學文獻，

推廣禪文化以普及，並進行國際交流。 

                                           
1 《漢語大辭典》繁體 2.0 版光盤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2 年。 
2 〔13th century. Via French from Latin cultura “tillage,” from cult , the past participle stem of 

colere “to inhabit, cultivate, worship.” Originally in English “piece of tilled land.”〕Microsoft  

Encarta  Reference Library 2005. c 1993-2004 Microsoft Corporation.  
3 維基百科 
4 http://www.zenbunka.or.j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8%B1%E5%BE%B7%E5%8D%8E%C2%B7%E6%B3%B0%E5%8B%92&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B%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A%E6%9C%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8E%E4%BF%97&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8E%E4%BF%97&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


 

 

   然而，禪宗的源流是印度的菩提達摩禪師（被尊為初祖），北魏時（約西元 500 年）

傳來中國而發展成的。達摩的禪法到四祖道信（580～651 年）而興盛起來，又經五祖弘

忍(602～675 年)，六祖慧能（638~713 年）的先後弘揚，禪風大盛。慧能下第三傳的百

丈懷海（720~814 年），藥山惟儼（751~828 年），天皇道悟（748~807 年），乃至唐武宗

的會昌法難（約 845 年前後），約有 350 年，正是達摩禪的不斷發展，逐漸適應而成為

中國禪的時代。5  
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1971)論證︰會昌法難以後的中國禪宗，是達摩禪的中國

化，主要是老莊化，玄學化。慧能的簡易，直指現前一念本來解脫自在（「無住」），

為達摩禪的中國化開闢了通路。完成這一傾向的，是洪州（馬祖道一；709～788），特

別是石頭（石頭希遷；700～709）門下。達摩門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經教，（不重他力），

是禪者的一般傾向。「即心即佛」，「無修無證」，是大乘經的常談。荷澤下的「無住

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見性」，也還是印度禪者的方便。達摩禪一直保持其印度禪的

特性，而終於中國化，主要是通過了，融攝了牛頭禪學（主張︰「道本虛空」、「無心為

道」）。6《中國禪宗史》（p. 339）又說：「見性成佛」，「即心是佛」，「即心即佛」，

為慧能及門下一致的，南宗的核心問題。由於洪州、石頭門下，傾向於「不立言說」（其

實是離不了言說，而只是不用經論固有的言說），這才在接引學人的方便上，有了形式

上的不同。而且，《中國禪宗史》（p. 414）也說明這些禪者的不同風範：「洪州與石

頭門下的作風，都是無可表示中的方便表示。除上所說的打、喝而外，主要的還是語言。

不過所使用的語言，是反詰的，暗示的，意在言外的，或是無義味話，都不宜依言取義。

此外，是身體動作的表示：如以手托出，用手指撥虛空，前進又後退，向左又向右走，

身體繞一個圈子，站起，坐下，放下腳，禮拜等，都可以用作表示。附帶物件的，如拿

起拂子，放下拂子，把拄杖丟向後面，頭上的笠子，腳下的鞋子，信手拈來，都可以應

用。日常的生活中，如種菜，鋤草，採茶，喫飯，泡茶，一切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用為

當前表達的方法。這些，可說是石頭與洪州門下共通的方便。」可見他們的禪法主張︰

各種食、衣、住、行等日常作務、一切之起心動念、揚眉瞬目等日常生活皆是佛性之顯

現。這種禪思想也容易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各領域，進而形成各類具有特色的能力、儀

式與習俗的文化複合體。 
禪宗以不立文字、不依經典，直傳佛之心印為宗旨，故又稱「佛心宗」。7所謂「牧

                                           
5 印順(1971)。《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自序（pp. 1-2）。 
6 印順(1971)。《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自序（pp. 8-9）。 
7 《注大乘入楞伽經》卷 1：「注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一并序(〔宋、時〕)東都沙門(寶臣)述︰……..
達磨西來，本自不立文字。楞伽東付，以印傳佛心宗。」(T39, no. 1791, p. 433, b25-c1)；《楞伽

阿跋多羅寶經》卷 1：「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

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

(T16, no. 670, p. 479, c10-13)；《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15：「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

無門為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爾如今語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

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太殺老婆拕泥涉水，若一舉便透，猶較些子，或窮研義理，卒摸索不著。」

(T47, no. 1997, p. 784, a5-10) 



 

 

心」如「牧牛」，所以與禪宗相關的文化發展，有「牧牛圖頌」（又作十牛圖頌）的禪

詩（頌古詩 8，有時也含序文）與禪畫的流行。從宋代之後，這類作品很多，牧牛禪詩

頌有二百三十首左右，9牧牛圖也流傳多樣，根據宋代正覺（1091～1157）拈古、元代

行秀（1166～1246）評唱《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 2 就提到如下三類

型，「清居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

禪師，頌牧牛圖八章」10。 

其中，清居皓昇禪師（約北宋仁宗皇祐二年；西元 1050 前後)是洞山良价六世的法

孫，清居皓昇的「頌牧牛圖一十二章」由宋代廓庵師遠（約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西元

1150）改寫為十頌，流傳至今。11 太白山普明（約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 12）禪師的「十

牛圖頌」至今也有流傳。13佛國惟白禪師的頌牧牛圖八章似乎已失傳。總之，從北宋中

期至南宋初期，以牧牛為主題，並各附自序及偈頌，以闡示修禪之方法與順序之「牧牛

圖頌」盛行。 
本論文將比較中國禪宗不同類型「牧牛圖頌」的特色，探究其源流與開展，並且與印

度「九心住」禪法教學傳統以及西藏的之「修止喻圖」之調象圖比較，依此追溯佛教修

行次第的基本意義以及不同類型修行者的差別，借此反省禪宗發展的利弊，以作為禪文

化在未來推展的借鏡。  

 

二、普明禪師與廓庵禪師之「牧牛圖頌」 

其中，普明禪師的「牧牛圖頌」如下所示︰14 

                                           
8
《佛光大辭典》(p. 5705)︰禪宗將古人指導弟子所開示之公案（古則），以簡潔的偈頌表示之，

稱為頌古。其本意即在諷詠吟頌之間，體會古則之意，本為一種禪文學，係以汾陽善昭語錄中所

收頌古為始例，而盛行於宋代以降之叢林，例如︰雪竇重顯、宏智正覺、無門慧開等禪師均以頌

古集而名重天下。 
9 杜松柏(1983)。 
10 X67, no. 1307, p. 488, c13-15 // Z 2:22, p. 433, d1-3 // R117, p. 866, b1-3 
11吳永猛(1980)。《十牛圖頌》卷 1：「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間有清居禪

師，觀眾生之根器，應病施方，作牧牛以為圖，隨機設教。初從漸白，顯力量之未充。次至純

真，表根機之漸照。乃至人牛不見故，標心法雙亡。其理也，已盡根源。其法也，尚存莎笠。

遂使淺根疑悞，中下紛紜。或疑之落空亡也，或喚作墮常見。今觀則公禪師，擬前賢之模範，

出自己之胷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如救飢渴。」(X64, no. 

1269, p. 773, b14-20 // Z 2:18, p. 459, a8-14 // R113, p. 917, a8-14) 
12 吳永猛(1980)。 
13 《十牛圖頌》 (X64, no. 1270, p. 775ff. // Z 2:18, p. 461ff. // R113, p. 921ff.)；《十牛圖和頌》 (X64, 

no. 1271, p. 777ff.// Z 2:18, p. 462ff.// R113, p. 924ff.)。 
14 明嘉興大藏經 128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pp. 347-348）; 另有 129「牧牛圖頌」（pp. 358-362） 



 

 

  

  



 

 

  

  



 

 

  
 

 
與廓庵禪師之「牧牛頌」相應的「牧牛圖」在現存的漢文藏經中沒有收錄，但是在

日本與韓國佛教界頗為流傳，如下所示〔（圖引用自山田無文《十牛圖》（京都︰禪文化

研究所 1996 年）〕︰ 
 

1.尋牛 

 

尋牛 

忙忙撥草去追尋， 

水闊山遙路更深； 

力盡神疲無處覓， 

但聞楓樹晚蟬吟。 

 

 

 



 

 

2.見跡 

 

見跡 15 

水邊林下跡偏多， 

芳草離披見也麼，  

縱是深山更深處， 

遼天鼻孔怎藏他。 

 

 

 
 
 
 

 
3.見牛 

 

見牛 

黃鶯枝上一聲聲， 

日暖風和岸柳青，  

只此更無回避處， 

森森頭角畫難成。 

 

 

 

 
4.得牛 

 

得牛 

竭盡精神獲得渠，  

心強力壯卒難除， 

有時纔到高原上，   

又入煙雲深處居。 

 

 

 

 
 
 
 
 
 

 

                                           
15見跡是指見到牛跡。牛跡喻為「經教」。因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首先須靠經教(如標月指)，

即聽經聞法。故此過程是指聽經聞法之過程。 



 

 

5.牧牛 

 

    牧牛      

鞭索時時不離身，  

恐伊縱步惹埃塵， 

相將牧得純和也， 

羈鎖無拘自逐人。 

 

 

 

 
6.騎牛歸家 

 

騎牛歸家 

騎牛迤邐 16欲還家，  

羌笛聲聲送晚霞， 

一拍一歌無限意， 

知音何必鼓唇牙。 

 

 

 
 

 
7.忘牛存人 

 

    忘牛存人             

騎牛已得到家山， 

牛也空兮人也閑， 

紅日三竿猶作夢， 

鞭繩空頓草堂間。 

 

 

 
 
 
 

 

                                           
16 騎牛迤(ㄧˊ)邐(ㄌㄧˇ)是很輕鬆地騎著牛之意。 



 

 

8.人牛俱忘 

 

人牛俱忘 

鞭索人牛盡屬空， 

碧天寥廓信難通， 

紅爐燄上爭容雪， 

到此方能合袓宗。 

 

 
 
 
 
 

 
9.返本還源 

 

返本還源 

返本還源已費功，  

爭如直下若盲聾， 

庵中不見庵前物， 

水自茫茫花自紅。 

 

 

 

 
10.入廛垂手 

 

入廛垂手 

露胸跣足入廛來， 17  

抹土塗灰笑滿腮， 

不用神仙真秘訣， 

直教枯木放花開。 

 

 
 
 
 
 

 
根據《十牛圖頌》卷 1〈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間有清居

禪師，觀眾生之根器，應病施方，作牧牛以為圖，隨機設教。初從漸白，顯力量之未充。

次至純真，表根機之漸照。乃至人牛不見故，標心法雙亡。其理也，已盡根源。其法也，

尚存莎笠。遂使淺根疑悞，中下紛紜。或疑之落空亡也，或喚作墮常見。今觀則公禪師，

                                           
17 「露胸跣足入廛(ㄔㄢˊ)來」，到都市垂手度化眾生。 



 

 

擬前賢之模範，出自己之胷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

如救飢渴。」18其中，清居皓昇禪師（約北宋仁宗皇祐二年；西元 1050 前後)是洞

山良价六世的法孫，清居皓昇的「頌牧牛圖一十二章」由宋代廓庵師遠（約南宋

高宗紹興二十年；西元 1150）改寫為十頌，流傳至今。19 清居皓昇的「頌牧牛

圖一十二章」的各別階段的名稱與內容不詳，若根據《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

頌古從容庵錄》卷 2，20可知︰清居皓昇禪師之牧牛圖至第六章云︰ 
6. 信位漸熟。邪境覺疎(白黑相半) 

信位漸熟，邪境覺疎，雖辨淨穢，如劍利泥，猶存鼻索，未可憑信，故白黑

相半。 
頌曰︰野牧雖云久，牽繩手漸離。行持非暗昧，進習不依隨。淨地于于樂。

長鞭每每持。青山香草細。一味日充飢。 
12. 人位本空。身心無著 
至十二章︰人位本空，身心無著。得失淨盡，玄玄道路。邈無分別，向上一

句，擬議即墮。 
頌曰︰妄起勞看牧。牛非人亦非。正中妄想像。向上有玄微。大海纖塵起。

洪鑪片雪飛。相逢求解會。不墮汝心機。 
 

 

三、兩種「牧牛圖頌」的比較︰禪定、禪宗 

如上所引，漢傳佛教以牧牛為圖例談調心的圖頌，主要有二個體系現存流行：第一

是廓庵禪師的體系 21，（編號A），是從「尋牛」、「見跡」，然後逐漸到「入廛垂手」，共

十個。第二是普明禪師的體系 22，（編號B），直接從「未牧」開始說，所以著重點不太

一樣。若將兩種「牧牛圖頌」的比較異同點，如下圖所示︰ 

 

                                           
18 X64, no. 1269, p. 773, b14-20 // Z 2:18, p. 459, a8-14 // R113, p. 917, a8-14 
19 吳永猛(1980)。 
20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 2：「清居皓昇禪師。牧牛圖

至第六章云。信位漸熟。邪境覺疎。雖辨淨穢。如劍利泥。猶存鼻索。未

可憑信。故白黑相半。頌曰。野牧雖云久。牽繩手漸離。行持非暗昧。進

習不依隨。淨地于于樂。長鞭每每持。青山香草細。一味日充飢。至十二

章。人位本空。身心無著。得失淨盡。玄玄道路。邈無分別。向上一句。

擬議即墮。頌曰。妄起勞看牧。牛非人亦非。正中妄想像。向上有玄微。

大海纖塵起。洪鑪片雪飛。相逢求解會。不墮汝心機。」(CBETA, T48, no. 
2004, p. 248, c26-p. 249, a6) 

21  廓庵禪師之十牛圖頌，全稱「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一卷，收於卍續藏第 113

冊，p.917ff.。 
22  普明禪師之十牛圖頌，全稱「普明禪師牧牛圖頌」，參見明嘉興大藏經 23 冊，No.128，p. 347ff.。 



 

 

A. 廓庵禪師牧牛圖頌 B.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1.尋牛 1.未牧 

2.見跡 2.初調 

3.見牛 3.受制 

4.得牛 4.迴首 

5.牧牛 5.馴伏 

6.騎牛歸家 6.無礙 

7.忘牛存人 7.任運 

8.人牛俱忘    8.相忘 

9.返本還源 9.獨照 

10.入廛垂手 10.雙泯 

 
A 體系是先要「尋牛」(A1) 、「見跡」(A2)、 「見牛」(A3)等三個階段，但 B 體

系無尋牛的過程，是以看到牛了作為前提，而只是牛還未被調伏(B1.未牧)。普明禪師可

能是偏重於修禪定過程的說明，因為禪定的對象較為明顯，不論念佛號，或不淨觀的對

象，對象很明顯，不必特別說明如何找它。 
在廓庵禪師(A)的部分，只說一個「牧牛」(A5)的階段而已；B 分別說明「受制」(B3)、

「迴首」(B4) 、「馴伏」(B5)三個階段。可見︰A 過程並未太強調如何把心調伏，而是

以禪宗的精神，強調於你如何追尋現前一念本來解脫自在的「無住」真心。而 B 過程強

調於心調伏的過程，與 A 不同。 
A 只說「騎牛歸家」(A6) 一個階段；B 也分別說明三個階段︰從「無礙」(B6)、「任

運」(B7)到「相忘」(B8)。此後，A 是「忘牛存人」(A7)，相當於Ｂ的「獨照」(B9)。A
的「人牛俱忘」(A8)，相當於Ｂ的「雙泯」(B10)。但在 A 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以下還

有「返本還源」(A9)、 「入廛垂手」(A10)真諦與俗諦圓融的兩個境界。 
所以對照此二體系，由A體系探討如何修慧，因為尋找真理是修慧之過程；而B體系

則是說明修禪定過程。換言之，前者強調智慧的追尋（禪宗）；後者強調如何使心定下

來（禪定）。二者若能配合，就是止觀雙運了。23而且，廓庵禪師所強調的最終境界是「進

入世間、度化眾生」；但普明禪師則以能修、所修的「雙泯」境界（相當於廓庵禪師的

「人牛俱忘」(A8)）為終極。此兩類型「牧牛圖頌」修行理念的異同，可從佛典與禪宗

的發展來探究。 

 

四、牧牛、牧心 

   借由「牧牛」的譬喻，來說明「攝心」、「制心」的教導，主要是《大般涅槃經》、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簡稱《佛遺教經》）等，以佛陀臨入涅槃之遺教類的經典。

                                           
23  十牛圖頌，又見聖嚴法師《禪的體驗‧禪的開示》<禪的悟境與魔境>，法鼓全集第四輯‧第

三冊，法鼓文化，1993，p. 73ff.。 



 

 

例如︰《大般涅槃經》卷 22：「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馳騁五塵。譬如︰牧牛不

善守護，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在諸有，多受苦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

大涅槃行聖行時，常能善調守攝五根，怖畏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為得一切諸善法故。

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則能攝心。若能攝心，則攝五根。譬如︰有人擁護於王則

護國土，護國土者則護於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24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卷 1：「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

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崖畔，不可制也。」25 
    在禪宗，唐代洪州宗禪師馬祖道一（709～788）與弟子之間的問答對話，也有運用

「牧牛」的譬喻來論修行，根據南宋禪師萬松行秀（1166～1246）之《萬松老人評唱天

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2的記載，「撫州石鞏惠藏禪師，一日厨中作務次。馬祖見而

問曰︰作甚麼？鞏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把鼻拽將來。祖曰︰

子真解牧牛。」26如上所說，由於馬祖的禪法是主張「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

所以，日常作務，如種菜，鋤草，採茶，喫飯，泡茶乃至一切之起心動念、揚眉瞬目等

日常生活皆是佛性之顯現。所以，雖在厨房中作勞務的工作，但也都是「攝心」、「制

心」修行用功處。萬松行秀接著問糠禪師︰「背插荊挺，何也？糠曰︰《遺教經》云︰

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縱逸，犯人苗稼。萬松笑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明言

譬喻，邪執為實。」27這也是引用《遺教經》「牧牛」的譬喻。 
   馬祖的入室弟子有百丈懷海（720～814）、南泉普願（748～834）等一百三十九人。

其中，溈山懶安禪師（大安禪師；793～883）參問百丈懷海禪師︰「學人欲求識佛，何

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

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安後上堂云︰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

若落路入草，則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

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趂亦不去也。」28此外，馬祖的法嗣南泉普

願（748～834）禪師一則「南泉水牯」公案，流傳廣泛︰「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自

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

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29。 
其中，百丈禪師對懶安禪師的教導的三階段︰ 
「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1)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 

                                           
24 T12, no. 374, p. 496, a9-17 
25 T12, no. 389, p. 1111, a8-11 
26 X67, no. 1307, p. 488, c7-10 // Z 2:22, p. 433, c13-16 // R117, p. 866, a13-16 
27 X67, no. 1307, p. 488, c10-13 // Z 2:22, p. 433, c16-d1 // R117, p. 866, a16-b1 
28 《景德傳燈錄》卷 9(T51, no. 2076, p. 267, b20-p. 268, a9)；《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

古請益錄》卷 2 (X67, no. 1307, p. 488, b22-c7 // Z 2:22, p. 433, c4-13 // R117, p. 866, a4-13)

等。 
29 例如︰《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16(T47, no. 1999, p. 971, b6-19)；《宏智禪師廣錄》卷 3(T48, 

no. 2001, p. 32, a1-5)等。 



 

 

師曰︰識後如何？(3)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 
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2)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 
應該是後世廓庵禪師「牧牛圖頌」的基本架構，可由下圖得知︰ 

 
 Ａ. 廓庵禪師

牧牛圖頌 

百丈禪師對懶安禪師的教導 

1.尋牛  

(1)騎牛覓牛（學佛人欲求識佛的階段） 2.見跡 

3.見牛 

4.得牛 

5.牧牛 (2)如牧牛人執杖視之（始終保任的階段） 

6.騎牛歸家 (3)騎牛至家（學佛人識佛之後的階段） 

7.忘牛存人  

8.人牛俱忘 

9.返本還源 

10.入廛垂手 

 
由此可見︰百丈禪師對懶安禪師的教導的第一階段「騎牛覓牛」，發展為廓庵禪師（A

體系）「牧牛圖頌」的「尋牛」(A1) 、「見跡」(A2)、 「見牛」(A3)、「得牛」(A4)等
四個階段。所以，從百丈禪師的「騎牛覓牛」的教導，我們應該了解「牧牛圖頌」的「尋

牛」乃至「得牛」(A4)，其實是「騎牛覓牛」的禪宗要旨。因為現前一念本來解脫自在

的「無住」真心是我們每個人已經騎著的牛，不假外求。猶如大珠慧海和尚敘述從江西

和尚（馬祖道一；709～788）30所學到的悟境︰汝自家寶藏（心性本來清淨）一切具足，

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景德傳燈錄》卷 28︰「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

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

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 
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 
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

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遍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

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

                                           
30 《列祖提綱錄》卷18：「元叟端禪師上堂謝寶中原藏主。舉大珠和尚云：貧道聞江西和尚道：

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從此一時休去，乃至盡十方世界無纖塵不是自家財寶。 

師云：馬師一期與麼說，大珠一期與麼聞。終身不忘，得大受用。苟非深信堅固，安能透頂透底

如此。中原藏主昔年於古鄮山中顯示此箇法門，還有深信堅固得大受用者麼？此日特承光降，幸

望款留。」(X64, no. 1260, p. 144, a3-10 // Z 2:17, p. 227, d4-11 // R112, p. 454, b4-11)。《佛光大辭

典》(p. 4337)︰馬祖因於江西闡揚南嶽系禪風，亦稱江西禪，故以「江西馬祖」聞名於世。 



 

 

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31 
  此段師徒間的問答的緣由在《景德傳燈錄》卷 6 有如下敘述：「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

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

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

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

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

祖。祖覽訖告眾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知師姓朱者，迭

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32。 

       
 

五、「九心住」與「修止喻圖」︰調象 

在印度以及西藏的修行禪定的教學傳統中，有以「修止喻圖」33之調伏象的比喻及圖

像來說明「九心住」（九個令心安住的過程）。「九心住」出自於瑜伽行派之根本論書《瑜

伽師地論》，34 此外《六門教授習定論》、《大乘莊嚴經論》與《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也有提到，35 可配合參看。首先，將《六門教授習定論》第十三、十四頌中的「九心

住」標號如下： 

(1)堅執及(2)正流，并(3)覆審其意， 

(4)轉得(5)心歡喜，(6)對治品生時。[13] 

(7)惑生能息除，(8)加行常無間， 

(9)能行任運道，不散九應知。[14] 

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

寂靜住、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 

此等並依阿笈摩經 36，隨句次第而為修習。37 

                                           
31 T51, no. 2076, p. 440, c20-p. 441, a2 
32 T51, no. 2076, p. 246, c8-22 
33  此圖藏語名為"Zhi gnas dpe ris"，譯為「修止喻圖」、「止的修習圖」、「西藏牧牛圖」。原作者

khri byang rin po che (1901-1981)。轉引自宗喀巴著，Tsultrim kelsang、小谷信千代共譯《佛教

瑜伽行思想研究》文榮堂，1991, p.118。 
34 T30，p. 450c18ff. 
35  《大乘莊嚴經論》( T31, p. 624, b20ff.)；《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T31,p. 741, 

b9ff.) 
36所說「阿笈摩經」（《阿含經》）可能是漢譯《中阿含經》的「大空經」(T1, p. 738c)、《雜阿

含經》的 560 經(T2, p. 147a)等經典。詳見︰釋惠敏、關則富譯(1997)著。《大乘止觀導論》

注 40 (p. 95-96) 



 

 

  其次，將《六門教授習定論》、《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等與「九心住」有相

關的用語，對照如下︰ 

《六門教授習定論》、《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 
(1)最初住[堅執]      ＝令心內住 ＝安住心[繫緣] 
(2)正念住[正流]      ＝ 等住    ＝攝住心[速攝]  
(3)覆審住[覆審其意]  ＝安住     ＝解住心[內略]          
(4)後別住[轉得]        ＝近住     ＝轉住心[樂住] 
(5)調柔住[心歡喜]    ＝調順     ＝伏住心[調厭]  
(6)寂靜住[對治品生時 ＝寂靜     ＝息住心[息亂]  
(7)降伏住[惑生能息除]＝最極寂靜 ＝滅住心[起滅] 
(8)功用住[加行常無間]＝專注一趣 ＝性住心[所作心自流] 
(9)任運住[能行任運道]＝等持      ＝持住心[無作]  

 

 所謂「九心住」的定義，分述如下︰ 

(1) 內住（最初住）：外→內 

《瑜伽師地論》釋曰：「從外一切所緣境界，攝錄其心，繫在於內，令不散亂。此則最

初繫縛其心，令住於內，不外散亂，故名內住。」38《莊嚴經論》云：「繫緣者，謂安住

心，安心所緣，不令離故。」39。《六門教授習定論》釋曰：「若於最初學緣境時，其心

堅執，名最初住。」40將心從外的一切所緣，轉向內，繫於內在的所緣境界，所以稱為

「內住」。 

(2) 等住（正念住）：粗→細 

《瑜伽師地論》釋曰：「最初所繫縛心，其性粗動，未能令其等住、遍住故﹔次即於此

所緣境界，以相續方便、澄淨方便，挫令微細，遍攝令住,故名等住」41 。《莊嚴經論》

云：「速攝者，謂攝住心，若覺心亂，速攝持故」。42《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1：「次於後

時，令其正念，流注不斷，名正念住」。43 所以，此時是將心從「粗」調到「細」。 

(3) 安住（覆審住）：失而還 

《瑜伽師地論》：「若此心雖復如是內住等住，然由失念，於外散亂，復還攝錄，安置內

                                                                                                                         
37 T31, no. 1607, p. 775, a20-27。 
38  T30, p.450c20-23。 
39  T31, p. 624b。 
40 T31, no. 1607, p. 775, a27-28。 
41  T30, p. 450c23-27。 
42  T31, p. 624b 
43 T31, no. 1607, p. 775, a28-29。 



 

 

境。故名安住」44 。《莊嚴經論》：「內略者，謂解住心，覺心外廣，更內略故」。45《六

門教授習定論》卷 1：「若依託此有亂心生，更覆審察緣境而住，名為覆審住」。46心雖

然能夠調往內、次數也慢慢增多，逐漸調往細了，可是有一件事情必須克服─「失念」、

「忘失正念」。如前所說，修禪定主要有二個力量：正念與正知，此時就要用到正念的

力量。 

(4) 近住（後別住）：遠→近 

《瑜伽師地論》云：「彼先應如是、如是親近念住，由此念故，數數作意，內住其心，

不令此心遠住於外，故名近住。」47《莊嚴經論》云：「樂住者，謂轉住心，見定功德，

轉樂住故」。48《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1：「次於後時轉得差別，名後別住」。49之「後」，

轉增得到差「別」（殊勝）心「住」，名為「後別住」。這裡就是四念住的成就了。因為

能夠「親近念住」，念一丟掉，就馬上抓回來，如此心就不會遠遠的住於外，與你已經

很近了，就是你的東西，就在你的周圍，你要就可以隨時用。這時心的力量就很強了。

此第四個階段，以《瑜伽師地論》「九住心」的名稱來論，是稱為「住」（內住、等住、

安住、近住）最後階段，以後是調伏、對治十相等禪定障礙的過程了。 

(5) 調順（調柔住）：對治十相 

《瑜伽師地論》云：「種種相令心散亂，所謂色聲香味觸相及貪瞋痴男女等相，故彼

先應取彼諸相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彼諸相，折挫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調

順。」50 《莊嚴經論》︰「調厭者，謂伏住心，心若不樂，應折伏故」。51《六門教授

習定論》卷 1：「次於後時對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歡喜時。名調柔住」。52 
在內心裡面，有種種影像會使心散亂，那些影像？謂色等十相。這時怎麼調呢？應

該先了解這些相的過患。因為這時心已經很安定了，所以能將過患觀得很徹底，而且會

很有決心。一般人觀過患多無法徹底，雖然從聞法知道五欲是過患，可是又覺得似乎也

不錯，不容易起過患想，因此就不容易對治它。 
所以調順的第一步是：對於過患想得很清楚。由於禪定的原因，使這種清楚的程度

有很強的力量─「增上力」，就有辦法對治十種相，使心調服、調順，不會使它流散。

這時就有調順能力了。 

                                           
44  T30,  p. 450c27-29。 
45  T31, p.624b 
46 T31, no. 1607, p. 775, a29-b2。 
47  T30, 450c29~451a2。 
48 T31, p.624b。 
49 T31, no. 1607, p. 775, b2。 
50  T30, 451a2-6。 
51 T31, p.624b26。 
52 T31, no. 1607, p. 775, b2-3。 



 

 

(6) 寂靜（寂靜住）：對治惡尋思、隨煩惱 

《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1：「於此喜愛以無愛心對治生時，無所愛樂，其心安靜，名寂

靜住」。53「於此喜愛」似乎是指「調柔住」時之歡喜心。此時，以「無愛心對治」，令

心安靜，名「寂靜住」。但是，根據《莊嚴經論》云：「息亂者，謂息住心，見亂過失，

令止息故」。54以及《瑜伽論》云：「有種種欲、恚、害等諸惡尋思，貪欲蓋等諸隨煩惱，

令心擾動，故彼先應取彼諸法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諸尋思及隨煩惱，止息

其心，不令流散，故名寂靜。」55，「寂靜」所對治的是「惡尋思」與「隨煩惱」等令心

擾動之法。 

(7) 最極寂靜（降伏住）：生（諸惡尋思及隨煩惱）即斷 

《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1：「次於後時，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煩惱為降伏故，名降伏住」。56

此處所說「重障」煩惱應是指「麤重障」，例如：《六門教授習定論》於後有說：「又奢

摩他、毘缽舍那有二種障，謂麤重障及見障，應知二定是此對治」。57此種「麤重障」可

用「心住」之「輕安」來對治，如《顯揚聖教論》︰「輕安者，謂遠離麤重、身心調暢

為體，斷麤重障為業，如前乃至能增長輕安為業。如經說：適悅於意，身及心安」。58《莊

嚴經論》云：「或起滅亦爾者，謂滅住心，貪憂等起，即令滅故」。59《瑜伽師地論》云：「失

念故，即彼二種暫現行時，隨所生起諸惡尋思及隨煩惱，能不忍受，尋即斷滅，除遣變

吐，是故名為最極寂靜。」60 忘失正念時，惡尋思及隨煩惱就會起，可是他不會忍受它、

接受它，馬上可以斷掉它。 

(8) 專注一趣（功用住）：無間 

《莊嚴經論》云：「所作心自流者，謂性住心，所作任運，成自性故」。61《瑜伽師地論》

云：「有加行、有功用，無缺無間，三摩地相續而住，是故名為專注一趣。」62 《六門

教授習定論》卷 1：「次於後時，以加行心，於所緣境無間隨轉一緣而住，名為功用住」。63 

                                           
53 T31, no. 1607, p. 775, b3-5。 
54 T31, p.624b。 
55  T30, 451a6-10。 
56 T31, no. 1607, p. 775, b5-6。 
57 T31,p.776,b29~c2。 
58 T31, p. 481 c。 
59 T31, p.624b。 
60  T30, 451a11-14。 
61 T31, p.624b-c。 
62  大 30, 451a14-16。 
63 T31, no. 1607, p. 775, b6-8。 



 

 

(9) 任運住（等持）：無功用 

下面一個階段，到達「等持」時，就可真正達到修定成就的境界。《莊嚴經論》云：

「爾時得無作者，謂持住心，不由作意，得總持故」。64《瑜伽師地論》云：「數修數習、

數多修習為因緣故，得無加行無功用任運轉道。由是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

摩地，任運相續，無散亂轉，故名等持。」65《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1：「次於後時，於

所緣境，心無加行、任運隨流無間入定緣串習道，名任運住」。66 
專注一趣和這裡的差別就在於「串習力」，即反覆反覆地練習。因為從有功用到達無

功用，最主要的差別點就是有沒有練習、純不純熟。 

 
將上述九種修定步驟的描述，總結如下表所示︰ 

 
《瑜伽師地論》 《六門教授習定論》  
(1) 內住 最初住 外→內 

(2) 等住 正念住 粗→細 

(3) 安住 覆審住 失而還 

(4) 近住 後別住 遠→近 

(5) 調順 調柔住 對治十相 

(6) 寂靜 寂靜住 對治惡尋思、隨煩惱 

(7) 最極寂靜 降伏住 [惡尋思、隨煩惱]生即斷 

(8) 專注一趣 功用住 無 間 

(9) 等持 任運住 無功用 

 
在印度以及西藏的禪定教學傳統中，有以調伏象的比喻及圖像來說明這九個過程，配

合如下的圖片（修止喻圖）67 比較容易了解「九住心」。 

                                           
64 T31, p.624c。 
65  T30, 451a16-19。 
66 T31, no. 1607, p. 775, b8-9。 
67  此圖藏語名為"Zhi gnas dpe ris"，譯為「修止喻圖」、「止的修習圖」、「西藏牧牛圖」。原作者

khri byang rin po che (1901-1981)。轉引自宗喀巴著，Tsultrim kelsang、小谷信千代共譯《佛教

瑜伽行思想研究》文榮堂，1991, p.118。 



 

 

 

 修止喻圖符號說明 
圖(1)內住 圖(5)調順 

(a)繩，喻正念。                       (n)先前的散亂力減弱。 
(b)釣，喻正知。 (o)猴子跳到樹上採果子吃，表示有時會起善

尋思，這是被允許的。 
(c)道路上共有六個彎曲，表示與六種力相關。 

(P)藉由正知不令心散亂，策勵心導向三昧的
方向。 

(d)象，喻昏沈。 
(e)猴，喻散亂。 圖(6)寂靜 
(f)從火焰的有無及大小，表示從圖(1)內住到
圖(7)最極寂靜為止，產生正念正知的努力
及力量的大小區別。 

(q)精進力，依此從第六寂靜到達第七最極寂
靜。 

圖(7)最極寂靜 

(g)思惟力，最初的轉角，由此力從內住到達
等住。 

(r)此時微細昏沈興散亂很難產生，即使產
生，亦不需努力即能將之斷除。 

圖(2)等住 圖(8)專注一趣 

(h)象徵五種欲界對象 (五欲德 )，表示散亂的
對象。 

(s)象純白，猴子不見，表示此時不可能有散
亂，而且可以不間斷、無缺無間。但是仍

為有功用行。 

(i)自此以後，動物白色的部分從頭部逐漸增
加，以此表示安住漸增。 

(t)串習力，依此從有功用到達無功用。 

(j)此轉角表示憶念力。 圖(9)等持 
圖(3)安住 (u)身輕安    

(k)兔子，喻細微的昏沈。 (v)得止之體。 
(l)動物回頭，表示開始「相應」。知道心散亂， (w)心輕安。 



 

 

而再度令心回到所緣。 (x)以空性為所緣，修習止觀雙運，依此
斷除我執。 

圖(4)近住 

(m)正知力，依此到達第五調順、第六

寂靜之階段。 

(y)依強有力的正念、正知，尋求空性之
見。 

 
 

相對於印度以及西藏的「修止喻圖」的調伏象的比喻及圖像來說明「九住心」。在漢

傳佛教的禪宗則以牧牛為比喻。如上所述，有二個「牧牛圖頌」體系：第一是廓庵禪師

的體系，（編號 A），第二是普明禪師的體系，（編號 B）。若將此二體系與印度以及西藏

的「九住心」的「修止喻圖」比較，則如下表所示︰ 
 

A. 廓庵禪師 B. 普明禪師 九心住 
1.尋牛 1.未牧  
2.見跡  2.初調 內住 
3.見牛 3.受制 等住 
4.得牛 4.迴首 安住、近住 

5.牧牛 5.馴伏 調順、寂靜、最極寂靜 
6.騎牛歸家 6.無礙 專注一趣（無間斷） 
7.忘牛存人 7.任運 等持（無功用） 
8.人牛俱忘   8.相忘  
9.返本還源 9.獨照  
10.入廛垂手 10.雙泯  

 

相對於廓庵禪師的「牧牛圖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的「初調」(B2)、「受制」(B3)、
「迴首」(B4) 、「馴伏」(B5)、「無礙」(B6)、「任運」(B7)與「九住心」的「修止喻圖」

比較相近。此也可輔助說明普明禪師的「牧牛圖頌」是側重說明修禪定過程，廓庵禪師

的「牧牛圖頌」比較合乎禪宗以體悟「心性」、「法性」、「空性」為重的精神。 
   

六、「修行次第」的基本意義︰持戒→無悔→歡→喜→輕安→樂→定→如實知見→厭→

離欲→解脫→解脫知見 
但是，對於「心性」、「法性」、「空性」，禪宗有時太偏重「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68的發展，認為是圓頓高超，不注重「程序性知識」

                                           
68陳述性知識或命題性知識是指關於事實或自然原理和規律方面的知識，以「知道是什麼」

(know-what)為主。例如︰知道臺北市的人口有多少；知道珍珠奶茶的原料是什麼；知道「無我」、

「空性」是什麼；知道「畢達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又稱「勾股定理」、「商高定理」；

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知道計算圓形面積的公式；知道「十二緣起」的法則是什



 

 

(procedural knowledge)69，認為是漸次低下。但是，隨著現代各種科學與技術的進步，

讓我們有更多可能性來探究佛教禪修的「程序性知識」，使它與「陳述性知識」發展。 
所謂「修行次第」，若根據《瑜伽師地論》卷 92 所說，是指：「又諸苾芻守護諸根，

有慚有愧，由是因緣，恥於惡行，修習妙行。修妙行故，無有變悔。無變悔故，發生歡

喜，此為先故心得正定。心正定故，能見如實。見如實故，明及解脫皆悉圓滿。當知是

名修行次第」70。這段敘述可追溯到漢傳四種《阿含經》和巴利語經藏五種《尼柯耶》

(nikāya，部、集成)等初期佛教佛典。例如︰《中阿含經》卷 10 習相應品第五中，有 16
部經都有如下類似的說明：「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 因歡悅便得喜。

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

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

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71  

在《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7 則將此段作為「增上戒學」、「增上心

學」、「增上慧學」生起分別的說明：「生起分別者，謂︰由尸羅(śīla, 戒)成就故，無悔。

由無悔故，生悅。生悅故，心喜。心喜故，身安。身安故，受樂。受樂故，心定。心定

故，觀如實。觀如實故，起厭。起厭故，離欲。離欲故，解脫。解脫故，自謂︰我證解

脫，復起如是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72 若將《中阿含經》

卷 10 與《顯揚聖教論》卷 7 二者文句對照，可整理出如下的次第︰ 

持戒→無悔→生〔歡〕悅→〔心〕喜→止（身安；輕安）→樂→〔心〕定→ 

見如實、知如真（如實知見；觀如實）→ 

得厭（起厭）→無欲（離欲）→解脫→ 

知解脫（自謂︰我證解脫。復起如是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  
 

由此「修行次第」可知也是「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三學（戒→定

→慧）的次第。所謂「學」，是與初期佛教之修行成果的分類有關。對於修行的成果，

佛教基本上分為初、二、三、四果：初果「須陀洹」（sotāpatti, srotāpatti; 預流）；二果

「斯陀含」（sakadāgāmin, sakṛdāgāmin；一往來）；三果「阿那含」（anagamin；不還果）；

                                                                                                                         
麼…….。 
69 從知識論（epistemology）或資訊工程心理學的觀點，相對於「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或「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有所謂「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程序性知識是指執行某些特定工作技能的知識，以「知道怎樣作」(know-how)為主。例如︰知

道如何計算臺北市的人口有多少；知道怎樣沖泡好吃的珍珠奶茶；知道怎樣能證得「無我」、

「空性」；知道怎樣證明「畢達哥拉斯定理」；知道如何能得到解脫…….。 
70 T30, no. 1579, p. 823, a10-15 
71 T01, no. 26, p. 485, b8-16  
72 T31, no. 1602, p. 513, a29-b5 



 

 

四果為「阿羅漢」（arahant, arhat）。73 最高修行果位的阿羅漢已斷除能成為輪迴原因的

所有煩惱，圓滿完成三增上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所以稱為「無學」

(aśaikṣa)。前三果的行者尚未完全斷除所有煩惱，未圓滿修學三增上學，所以稱為「有

學」或「學人」(śaikṣa)。「有學」和「無學」都是屬於證果的「聖人」(ārya)。尚未證果

的，則是「凡夫」(pṛthagjana)。所以，修行的過程可分為三階段，凡夫是第一階段，

初、二、三果「有學」聖人是第二階段，「無學」阿羅漢是最後階段。對於初期佛教之

基本修行體系，可以如下之圖表示︰ 
 

初期佛教之基本修行體系 

凡夫位 

 

(pṛthagjana) 

聖者位 (ārya) 

初果「須陀洹」（預

流） 

二果「斯陀含」 
（一往來） 

三果「阿那含」 
（不還果） 

四果「阿羅漢」 

「有學」或「學人」(śaikṣa) 無學(aśaikṣa) 
 

七、禪修者類型︰十三種補特伽羅 

所謂「凡夫」、「有學」、「無學」等三階段，若再配合三界來區分，在《瑜伽師地論》

卷 64 中，則分為如下九種（十三種之前九種）： 
「復次，即此諸諦，為據、為依、為建立處，立十三種補特伽羅。 
云何十三種補特伽羅？謂︰ 
欲界異生、色界異生、無色界異生； 
欲界有學、色界有學、無色界有學； 
欲界無學、色界無學、無色界無學； 
欲界獨覺、欲界菩薩；色界菩薩，不可思議如來。」(T30, no. 1579, p. 655, c27-p. 656, 

a3)  
《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3 對此九種（十三種之前九種）解釋如下： 
「復由諸界別，應知十三種者。 
一、欲界異生，謂生欲界未見諦者。 
二、欲界有學，謂生欲界已見聖諦六種有學，謂從預流果，乃至第六阿羅漢向。74 

                                           
73 平川彰（1974；莊崑木譯 2002）《印度佛教史》（上）p. 260︰「第一的預流是「入於佛教之流」

的意思，是指對於佛教得到不壞的淨信者，這可說是本來的意思，但是在《阿含經》裡定型的說明（《十

誦律》卷十八﹐T 23.129a。SN. V, pp.356-7.），說是斷三結（見結、戒禁取結、疑結）者，是不墮

惡趣者，必向於悟者，也說「極七返生」；至少在七遍生死於此世之間，即至證悟。第二的一來，是盡

三結，三毒（貪、瞋、癡）薄者；因為只轉生於此世一遍，所以稱為一來。第三的不還，是不還於此

世者，亦即死後生於天界，而在那裡反覆生死之間入於涅槃，是斷了五下分結的人。將自己結合於欲

界的煩惱，是五下分結。第四的阿羅漢，是盡煩惱，得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的人。」 
74上述初期佛教之基本修行體系四種聖者之修行果位，在《阿含經》、《尼柯耶》等佛典中，也被

細分作「四向四果」（也稱作「四雙八輩」）︰即（達到預流果之前）預流向、預流果、（達到

一來果之前）一來向、一來果、（達到不還果之前）不還向、不還果、（達到阿羅漢果之前）阿

羅漢向、阿羅漢果。對應「有部」的聖者修行體系，「無學道」相當於「無學」的阿羅漢果，「修



 

 

三、欲界無學，謂生欲界阿羅漢果。 
四、色界異生，謂生色界未見諦者。 
五、色界有學，謂生色界已見聖諦二種有學，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六、色界無學，謂生色界阿羅漢果。 
七、無色異生，謂生無色未見諦者。 
八、無色有學，謂生無色已見聖諦二種有學，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九、無色無學，謂生無色阿羅漢果。」(T31, no. 1602, p. 495, a17-27) 

 
 可知欲界、色界、無色界中都有可能有凡夫，也都可能有聖人（有學、無學），將此 9
種區別，以圖表說明如下︰ 

 

 異生（凡夫） 有學 無學 

欲界 1.未見諦 2.見聖諦六種有

學：預流

果……第六

阿羅漢向 

3.阿羅漢果 

色界 4.未見諦 5.見聖諦二種有

學：不還果、

阿羅漢向 

6.阿羅漢果 

無色界 7.未見諦 8.見聖諦二種有

學：不還果、

阿羅漢向 

9.阿羅漢果 

 

而且，也可將此 9 種區別，推論出如下的禪修路線的各種組合︰ 
 若只重視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只順著 1→4→7 來開展，無法到

達聖人（有學、無學）的境界。 
 若只重視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只順著 1→2→3 來開展，無法成就

色界、無色界的禪定。 
 若先重視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4→7→8→9 來開展。 
 若先重視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2→3→6→9 來開展。 
 若先重視色界禪定，然後再修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4→5

→6→9 來開展；或可能順著 1→4→5→8→9 來開展。 

 若先重視有學智慧，然後再修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2
→5→6→9 來開展；或可能順著 1→2→5→8→9 來開展。 

 

                                                                                                                         
道」相當於「有學」的初、二、三果（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

聖者。「見道」則相當於預流向。詳參第三節「聲聞乘（部派佛教）的修行體系」。  



 

 

對此十三種之後四種，《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3 解釋如下： 
「十、欲界獨覺，謂住獨覺法性，於前生中，或未見諦、或已見諦；今生欲界，不由

師教，依先因力，修覺分法證得，一切諸結永盡──此復二種，一、如朅伽獨一而行；

二、獨勝部眾而行。 
十一、欲界菩薩，謂生欲界住菩薩法性，為令自他證寂滅故，已發正願，修習一切無上

菩提諸方便行。 
十二、色界菩薩，謂生色界中住菩薩法性，遠離無色，修諸靜慮，為令自他證寂滅故，

已發正願，修習一切無上菩提諸方便行。 
十三、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謂依修習不住流轉，及與寂滅無分別道，證得諸佛共有解脫

法身所攝無上轉依遍行，十方一切世界作一切有情一切利益事無有斷盡。」(T31, no. 1602, 

p. 495, a27-b10) 
可以圖表，說明十三種之後四種如下︰ 

 獨覺 菩薩 諸佛如來 

欲界 10.不由師教，依先

因力 

11.為令自他證寂滅

故，已發正願

修習一切無

上菩提諸方

便行 

13.不可思議諸佛如

來 

色界  12. 遠離無色，修諸

靜慮，為令自

他證寂滅

故，已發正願

修習一切無

上菩提諸方

便行 

 

無色界    

由此，可見有不同類型的修行的成就者，隨重視禪定、或重視智慧的先後，有種種的

可能性。 

 
 

八、結語︰ 

若從圖像來看「牧牛圖頌」，在廓庵禪師的「人牛俱忘」(A8)與普明禪師的「雙泯」

(B10)都是以「圓相」來表示。借由「圓相」作為在禪宗教學的方法，開始於南陽慧忠

（？～775）國師，或向虛空畫一圓相，或畫在地上，或身體繞一圓圈，讓其他禪者來

添筆，彼此以此來表示所體悟的境地。特別於這方面發展的是仰山慧寂（807～883）。

如《人天眼目》卷 4：「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讖記傳於仰



 

 

山，遂目為溈仰宗風」75。「仰山親於耽源處，受九十七種圓相，後於溈山處。因此○
相頓悟。後有語云︰諸佛密印豈容言乎？又曰︰我於耽源處得體，溈山處得用。謂之父

子投機，故有此圓相，勘辨端的」。76各種「圓相」的實例，《人天眼目》卷 4 中，有

如下的說明︰77 

「或畫[11]此 相乃縱意。或畫 相乃奪意。或畫 乃肯意。或畫○相，乃許他人相

見意。或畫 相，或點破，或畫破，或擲却，或托起，皆是時節因緣。纔有圓相，便

有賓主、生殺、縱奪、機關、眼目、隱顯、權實，乃是入廛垂手。或間暇師資，辨難互

換機鋒，只貴當人大用現前矣」。 
此類的發展，印順法師在《無諍之辯》（1972）中，有如下的評價︰「在教法盛而證

法衰的中國，禪宗反朴歸真，不受文字的拘縛，而直趣修證。簡易、清新，從強毅的禪

風中，曾發生難以估計的力量！然而佛學在中國，可能永久如此嗎？於是而有公案、語

錄，謎一樣的禪偈、圖畫（圓相）。生怕人落入知解，痛呵知解。結果呢？正如虛大師

所說的：「越到後來越簡單了，僅看一句話頭。這樣的門庭愈狹小，愈孤陋寡聞，便成

一種空腹高心，一無所知的人。不但不達禪宗，而且也完全荒廢了教律，以致成為現在

這樣的荒廢現象」78 
從上述《瑜伽師地論》、《六門教授習定論》等瑜伽行派的論典中有關修行次第的探究，

以瑜伽行派之「九心住」的修行次第與「修止喻圖」的傳承為例，我們也可看出對漢傳

佛教禪宗「牧牛圖頌」的詮釋有所助益。期待未來禪宗也能參考此模式，對於教理體系

與修行次第也能繼續研究發展，此也是禪文化因應國際化、現代化的挑戰的基本策略之

一。  
 

［參考文獻］： 

 《大正新脩大藏經》與《卍新纂續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06)。引用《大

正新脩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例如：(T30, no. 1579, 

p. 517, b6~17)。引用《卍新纂續藏經》出處的記錄，採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X: Xuzangjing 卍新纂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卍大日本續藏經》（Z: Zokuzokyo

卍續藏。京都：藏經書院）、《卍續藏經．新文豐影印本》（R: Reprint 。台北：新文豐）

三種版本並列，例如：(CBETA, X78, no. 1553, p. 420, a4-5 // Z 2B:8, p. 298, a1-2 // R135, p. 

595, a1-2)。 

 印順法師著作的引用是採用電子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2006; Ver.4.0）。新竹：財團

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75 T48, no. 2006, p. 321, c10-11。 
76 T48, no. 2006, p. 322, a8-12。 
77 T48, no. 2006, p. 322, a12-18。 
78 pp. 213~214 



 

 

 印順(1971)。《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 

 平川彰（1974；莊崑木譯 2002）。《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社。 

 吳汝鈞(1991)。＜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中華佛學學報》第 4 期。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吳永猛(1994)。＜禪畫研究的回顧＞。《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吳永猛(1980)。＜禪畫十牛圖＞。《華學月刊》第 101 期。台北︰文化大學。 

 杜松柏(1983)。《禪詩牧牛圖頌彙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國彬(2005)。＜略談說一切有部的解脫道－以資糧道和加行道為主＞。《中華佛學研究》

第 9 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楊郁文(1988)。＜以四部阿含經為主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中華佛學學報》第二

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pp.1-50。  

 楊郁文(2002)。＜生活中的七覺支＞。《佛教與廿一世紀︰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文

論文集》。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釋惠敏(1993)。《「聲聞地」所緣研究》。東京︰山喜多書房佛書林。 

 釋惠敏、關則富譯(1997)著。《大乘止觀導論》。台北︰法鼓文化。 

 釋惠敏(2002)。從《六門教授習定論》三種「禪定對象」的分類看佛教禪法的特色。《宗

教研究》第 6 期「宗教的靈修傳統」。台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釋惠敏(2004)。〈佛教之身心關係及其現代意義〉。《法鼓人文學報》第 1 期。台北︰法鼓

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 

 釋惠敏(2005)。〈佛教修行體系之身心觀〉。第二屆法鼓山「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系列學

術研討會」。南京：南京大學。 

 Cousins, Lance S.(1984). ‘Samatha-Yàna and Vipassanà-Yàna’ in G. Dhammapala et al 

(ed.),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Cox, Collett, 1992. ‘Attainment through Abandonment: 

The Sarvàstivàdin Path of  Removing Defilements.’ in Paths to Liberation: The Màrga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Buddhist Thought. Edited by Robert E. Jr. & Robert M. 

Hammalava Saddhàtissa.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Jayewardenepura, Nugegoda. 

 D.T.Suzuki(1960). Manual of Zen Buddh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D.T.Suzuki(1970). Essays in Zen Buddhism. London: Rider and Company. 


	禪宗「牧牛圖頌」的修行理念與實踐
	一、前言︰禪文化
	二、普明禪師與廓庵禪師之「牧牛圖頌」
	1.尋牛
	2.見跡
	3.見牛
	4.得牛
	5.牧牛
	6.騎牛歸家
	7.忘牛存人
	8.人牛俱忘
	9.返本還源
	10.入廛垂手

	三、兩種「牧牛圖頌」的比較︰禪定、禪宗
	四、牧牛、牧心
	五、「九心住」與「修止喻圖」︰調象
	(1) 內住（最初住）：外→內
	(2) 等住（正念住）：粗→細
	(3) 安住（覆審住）：失而還
	(4) 近住（後別住）：遠→近
	(5) 調順（調柔住）：對治十相
	(6) 寂靜（寂靜住）：對治惡尋思、隨煩惱
	(7) 最極寂靜（降伏住）：生（諸惡尋思及隨煩惱）即斷
	(8) 專注一趣（功用住）：無間
	(9) 任運住（等持）：無功用

	六、「修行次第」的基本意義︰持戒→無悔→歡→喜→輕安→樂→定→如實知見→厭→離欲→解脫→解脫知見
	七、禪修者類型︰十三種補特伽羅
	八、結語︰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