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廓庵師遠《十牛圖頌》之成立背景與修行理念 

 

歐嘉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五年級 

 

 

 

 

摘 要 

 

  本文試以宋代廓庵師遠《十牛圖頌》，探究其成立背景與修行理念。前言上溯

古代印度文明中的牛文化，經由佛經典籍與牛相關的衍生詞彙，說明牛之象徵意

義。第二節試析佛教典籍中的牧牛喻，牧牛之善法，等同修行者之修行方法。第

三節梳理牧牛喻之發展，列舉歷代禪師問答典故，了解牧牛喻在修道上之運用情

形。第四節探討廓庵師遠《十牛圖頌》，約略歸納為四項主題，分別是尋覓與見道、

持戒生定、還原自性、度化眾生，皆為修行人悟道所經階段。《十牛圖頌》作為一

種方便法門，形象地展現由凡夫以至開悟的過程，在禪宗教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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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牛的象徵意義 

  以「牧牛」作為修行的譬喻，在禪宗典籍中屢見不鮮；而陳述禪道進階的各

種象徵，亦以「牧牛圖」最為常見。古代印度選擇「牛」作為修行譬喻的主體對

象，賦予牛一種神聖意味，與其思想文化有關。溯源古印度的社會背景，可知牛

在雅利安人時期已具有重要地位，早期雅利安人的社會裡，牛是衡量財富的主要

標誌。雅利安人馴養牲畜，包括綿羊、山羊、驢、馬和狗，當牛受到保護，成為

神聖的動物象徵，牛仍作為雅利安人常見計算價格的單位。雅利安人處於古印度

早期的吠陀文化。1 雅利安人是逐水草而居的半遊牧民族，以養牛為生，牛對生

產和生活皆不可或缺。《印度古代文明》一書指出：許多早期語言的表達與牛有關；

母牛曾作為部落的圖騰，一種崇拜的對象，牠的肉是禁食的，除非在一些特殊節

日食牛肉被認作特別吉祥時是例外。2 公牛亦曾作為豐收的象徵。3 牛作為豐收

的象徵，與崇拜的對象，起源於牠的經濟價值。 

  牛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之所以富有神聖性，乃至形成獨特的「牛文化」，便是由

其客觀的經濟價值，逐漸轉化為一種主觀的、非理性態度的、形而上的價值存在。

何謂牛文化？牛何以形成一種文化？或許由牛的衍生詞彙，便可略作印證。查詢

佛經典籍中關於牛的衍生詞彙，可見「牛糞」、「牛乳」、「牛角」、「牛頭」、「牛跡」、

「牛鳴」等名詞，詞彙既多元，出現次數亦多，這些詞彙的出現與應用，蘊含其

思想文化，如趙伯樂云：「雅利安人認為，用牛身上的五樣東西：尿、糞、奶、奶

油和酥油可做成『五味甘露』，是一種長生不老神藥。牛糞被雅利安人認為是最乾

淨、純潔的東西，有驅汙除穢的神奇功能。雅利安人說，天下最美妙的聲音是牛

的哞哞叫聲，最好聞的味道是牛群發出來的，因此他們把美麗的新娘稱為「蘇瓦

希尼」，意思是「味兒好聞的人」。」4 除此之外，尚有「截角牛」5 ，意即截斷

                                                 
1 印度最早有文字可考的文化是「吠陀文化」，年代大約為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這個

時期的文化以婆羅門教（又稱吠陀教）為代表，吠陀文獻就是婆羅門教的經典。參閱尚會鵬：《印

度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7-18。 

2 ﹝印﹞R‧塔帕爾著，林太譯：《印度古代文明》（臺北：淑馨出版社，1994 年），頁 20。 

3 ﹝印﹞R‧塔帕爾著，林太譯：《印度古代文明》，頁 27。 

4 戰爭被稱為『加維希蒂』（Gauisti），意為『求牛』。戰敗的首領應像牛一樣嘴裡含著一根草走

近勝利者，以示降服。參閱趙伯樂：《永恆涅槃：古印度文明朝聖》（臺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頁 113。 

5 截角牛的譬喻，在部派三藏中，其意義有較大差異。《雜阿含經》卷三十五中的「截角牛」指外

道梵志師；而《中阿含經》卷五《獅子吼經》中的「截角牛」指的卻是佛徒沙門的慈悲清淨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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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角的溫馴之牛；置於牛字之前的動詞，詞彙更是豐富，諸如「牧牛」、「御牛」、

「飼牛」、「買牛」、「覓牛」、「失牛」、「愛牛」、「屠牛」、「殺牛」等。 

  《十牛圖頌》以牛和牧牛人作為主軸而展開，本文前言略述牛在古印度文明

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其次釐清「牧牛喻」之淵源，涉及印度佛教中「盲牛」、

「瞎牛」與「屠牛」等典故；其三，由牧牛喻被廣泛運用的現象，說明「牧牛喻」

在禪宗修行上之特殊意義；其四以廓庵師遠《十牛圖頌》為研究對象，試論其修

行理念與實踐。 

 

二、「牧牛喻」探源 

  禪宗古訓：「開口即錯，動念即乖。」歷代禪師謹守「不立文字」的傳統，但

這並不代表禪宗完全屏棄經典和文獻，只是展現其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禪宗文獻

浩繁博雜，關於「牧牛喻」在此對「盲牛」、「瞎牛」、「屠牛」等典故，僅以《大

正藏》中的阿含部為主要查詢對象，「阿含部」意指屬於阿含之部門，6 「阿含」

是小乘經的總名，譯曰「法歸」，萬法歸趣於此而無漏之義；又譯曰「無比法」，

謂無類之妙法也；或譯曰「趣無」，所說之旨畢竟無歸趣之義。7 換言之，阿含部

所收錄之經典，即是釋迦牟尼說法後，經後人背誦記錄，流傳至今的經典。 

  彼時世尊所處時代，由釋迦牟尼之生平，可知當時修行法門派別林立，直至

悉達多太子成佛後，也非一家獨大，故而佛經典籍裡，出現佛陀與佛陀弟子遭受

反對攻訐的記述。查《阿含經》記載，佛陀及其弟子曾被貶稱為「盲牛」8 、「瞎

牛」9 等，如「譬如盲牛，偏行邊畔，不入中田。」即批評佛陀弟子之修行如盲

                                                                                                                                               
閱龍延、陳開勇：〈佛門「牛喻」探源〉，《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 卷 2 期（2004 年 5

月），頁 9。 

6 阿含部為佛教術語，阿含部意指屬於阿含之部門，原為佛說之總稱，後大乘經，舉凡有阿含之

經名者，總名為小乘，遂為小乘經之異名。參閱丁福保、何子培主編：《實用佛學辭典》（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頁 976。 

7 丁福保、何子培主編：《實用佛學辭典》，頁 975-976。 

8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五：「沙門瞿曇智慧猶如空舍，不能於大眾中建

立論議，此應此不應，此合此不合。譬如盲牛，偏行邊畔，不入中田。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應

不應，無合不合。」參閱 T02, no.100(209), p.252, a23。 

9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中阿含經》卷第二十六，《優曇婆邏經》卷第八：「彼沙門瞿

曇行邊至邊，樂邊至邊，住邊至邊。猶瞎牛在邊地食，行邊至邊，樂邊至邊，住邊至邊。彼沙門

瞿曇亦復如是。居士，若彼沙門瞿曇來此眾者，我以一論滅彼，如弄空瓶，亦當為彼說瞎牛喻。」

參閱 T01, no.0026, p.591,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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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在田邊吃草，不入中田意喻未能進入修行要旨；「汝師常好獨處邊地，如瞎牛食

草，偏遂所見。」，「汝師」點明佛陀，認為其修行法門是陷於偏見，未能見性成

佛。 

  以牛之神聖性，「屠牛」、「殺牛」又是從何而來？陳開勇認為佛陀的「屠牛喻」

與「四諦說」有密切聯繫。10 查屠牛之記載，此說確有憑據。11 若以屠牛作為

修行譬喻，《雜阿含經》所云：「譬如善屠牛師，屠牛弟子，手執利刀，解剝其牛，

乘間而剝，不傷內肉、不傷外皮，解其枝節筋骨，然後還以皮覆其上。若有人言，

此牛皮肉全而不離，為等說不（否）？」12 又「屠牛者謂學見跡，皮肉中間筋骨

者謂貪喜俱，利刀者謂利智慧。」13 此處牛的皮肉筋骨，隱喻人的喜心貪心糾結

一起難以分割；屠牛所用之利刃，便等同修行者之智慧；屠牛意謂以智慧破除人

的貪心喜心。 

  又《雜阿含經》有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驢隨群牛而行，而作是念：「我作牛聲。」然其

彼形亦不似牛，色亦不似牛，聲出不似，隨大群牛，謂己是牛，而作牛鳴，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第八，《散陀那經》卷第四：「梵志又語居士言。

沙門瞿曇頗曾與人共言論不。眾人何由得知沙門有大智慧？汝師常好獨處邊地，猶如瞎牛食草，

偏遂所見。汝師瞿曇亦復如是，偏好獨見，樂無人處，汝師若來，吾等當稱以為瞎牛。」參閱T01, 

no.0001, p.047, b11。 

10 參閱陳開勇：〈佛教「牧牛喻」的淵源與流變──從原始佛教到禪宗《十牛圖頌》〉，《河池師

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2 卷 3 期（2002 年 9 月），頁 48-49。 

11 以牛隻被屠殺時的痛苦，比喻苦諦中的疾病之苦，如﹝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中

阿含經》卷第六：「尊者舍梨子，猶屠牛兒而以利刀破於牛腹，但生極苦，我今腹痛亦復如是。」

參閱 T01, no.0026, p.458, a03。﹝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第五：「我今苦

痛有過於彼。譬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甚於彼牛。」

參閱 T02, no.0099, p. 029, c15。 

12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

汝於此義當如實觀察。彼彼法緣生彼彼法。彼彼法緣滅。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寂滅，清

涼，真實。諸姊妹，聽我說譬。夫智者因譬得解。譬如善屠牛師，屠牛弟子手執利刀，解剝其

牛，乘間而剝。不傷內肉，不傷外皮，解其枝節筋骨，然後還以皮覆其上。若有人言，此牛皮肉

全而不離，為等說不。」參閱 T02, no.0099, p.075, a26。 

13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第十一：「牛者譬人身麁色，如篋毒蛇經廣說。肉者

謂內六入處，外皮者謂外六入處。屠牛者謂學見跡，皮肉中間筋骨者謂貪喜俱。利刀者謂利智

慧。多聞聖弟子以智慧利刀斷截一切結、縛、使、煩惱、上煩惱、纏。」參閱 T02, no.0099, p.075, 

b08。 



5 

 

而去牛實遠。14 

 

佛門弟子嘗自稱為牛，世尊以群牛比喻能真正落實佛規戒律的比丘，以驢代指混

在比丘大眾中的違律犯戒者。驢隨群牛而行，猶如俗子隨比丘而行，濫竽充數，

似是而非，只一味以比丘自居，淪為造作，終究不能與奉守戒規的比丘相提並論。 

  《佛遺教經》提及比丘修行，當對治五根： 

 

汝等比丘，已能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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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五根」意指眼、耳、鼻、舌、身，五根既是善法之根，也是諸惡之根；「五欲」

又稱為五箭、五花箭、五塵，有兩種解釋，其一為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

物，其二為財欲、色欲、飲食味、名欲、睡眠欲，五欲為人世間煩惱罪惡的歸納；

苗稼意喻善根之因。比丘修行應如牧牛之人，對五根持諸戒法，制伏五欲，不得

恣肆放縱。《四十二章經》亦有牛喻： 

 

夫為道者，如牛負重，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視，出離淤泥，乃可蘇

息。沙門當觀情慾，甚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16 

 

「如牛負重」說明修道雖是清淨，但絕非輕鬆，「深泥」即指生死苦海。「疲極不

敢左右顧視，出離淤泥，乃可蘇息」，進一步強調修道證果，非銳意進取、非意志

堅定者不可得，即使疲勞亦不敢一刻鬆懈。又云修行人當知情慾之害，遠超過淤

泥之患，欲得解脫當直心向道，「直心」即是正直無諂曲之心。 

  禪宗「牧牛喻」所涉極廣，散見於上述典籍，尚有獨立成篇者，如鳩羅摩什

（？413）所譯《佛說放牛經》，與瞿曇僧伽提婆所譯《增一阿含經》之〈放牛品〉。

                                                 
14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九：「（承上）如是，有一愚癡男子違律犯戒，

隨逐大眾，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而不學習勝欲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隨逐大

眾，自言：『我是比丘，我是比丘。』其實去比丘大遠。」參閱 T02, no.0099, p.212, b19。 

15 黃國柱：《佛教十三經今譯：心經、八大人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哈爾濱：黑龍江人

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5。 

16 黃國柱：《佛教十三經今譯：心經、八大人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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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放牛品〉之「牧牛十一法，比丘十一法」18 ，通篇以牧牛的十一種善法，

類比為比丘的修行方法。 

 

三、「牧牛喻」之發展 

  「牧牛喻」作為禪師修行的參照法則，查《五燈會元》記述，禪師問答不乏

與牧牛相關者19 ，以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等人為例：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南嶽懷讓）知是法

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

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

鏡耶？」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

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20 

 

重視啟發弟子自悟，是禪宗禪師傳授禪法之特色。南嶽懷讓（677-744）21 藉磨

甎作鏡為喻，直言坐禪不起實非成佛之要，坐禪並不能生發智慧，消解常坐不起

的坐禪迷思。22 坐禪既無法得到解脫，又有何方便法門？南嶽懷讓以駕馭牛車作

比，「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牛車是具體化的形象，以駕車對應成佛，

駕車的過程便是修道歷程。車與牛之別，實為外在與內在之分，所以車若不行，

                                                 
17 比較《佛說放牛經》與《增一阿含經》〈牧牛品〉，兩文內容相同，文字及釋意略有異處，詳請

參閱李志夫：〈關於禪宗牧牛圖的兩個問題──從《增一阿含經》〈牧牛品〉說起〉，《中華佛學

學報》第 19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6 年），頁 48-52。 

18 T02, no.0125, p.794, a07 - p.795, a16。 

19 李開濟整理牧牛相關的禪師問答，認為：「禪宗牧牛哲學有兩種路線，一種是傳統且普遍的態

度，如南嶽懷讓、石鞏慧藏、百丈懷海、長慶大安等人，以自主心馴服冥頑不靈的業力心性，由

凡而聖；一種是完全翻轉佛教思維，如南泉普願、溈山靈佑，另闢蹊徑，開拓超越之路。」參閱李

開濟：〈「牧牛禪」的省思〉，《哲學與文化》35 卷 11 期（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2008 年），

頁 44。 

20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五燈會元》

卷第三〈六祖大鑒禪師法嗣‧南嶽懷讓禪師〉，頁 127。 

21 南嶽懷讓，俗姓杜，唐代金州安康（今陝西安康）人。 

22 楊曾文認為「南嶽懷讓並不是完全否定禪定，而是如慧能一樣對坐禪有新的解釋，實際把坐禪

擴展到生活日用之中，即所謂『禪非坐臥』。」參閱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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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打牛，向內追求。馬祖道一法嗣之石鞏慧藏： 

 

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 」祖曰：「作麼生牧？」

曰：「一回入草去，驀鼻23 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24 

 

石鞏慧藏，生卒年不詳，原以弋獵謀生，一日因追逐鹿群從馬祖庵經過，得馬祖

道一點撥，遂而出家。此處牧牛，便是牧心之意。「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

草譬喻外在一切境相，「驀鼻拽」即拽鼻，指正對著牛鼻把牛拉回，因牛鼻上扣有

銅環，人牽動牛鼻上的銅環，牛隻吃痛便會跟著人前進。心牛之修持工作，便在

於回復原有的佛性。 

  馬祖門下之南泉普願（748-834），俗姓王，常稱王老師，其牧牛公案影響甚大，

流傳亦遠： 

 

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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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緫不見得。25 

 

「養」字，似有涵養之意味，養牛便是涵養心性，牧牛亦是牧心。「水牯牛」即母

牛，或指去勢的公牛。公牛去勢的目的何在？去勢是常見於農業畜牧中的馴養手

段，公牛去勢或許與農作需求有關。此處心牛特別以水牯牛作比，似有殊意，著

重五欲六根之戒除。溪東、溪西所指為何？26 溪東、溪西就是對立的兩邊、矛盾

的雙方，六祖惠能理出「三十六對法」，並言：「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

                                                 
23 驀：當，正對著。驀鼻，意為正對著鼻子（拉牛鼻繩）。參閱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江

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25-126。 

24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第三〈南嶽下二世‧馬祖一禪師法嗣‧石鞏慧藏

禪師〉，頁 160。 

25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第三〈南嶽下二世‧馬祖一禪師法嗣‧南泉普願

禪師〉，頁 137。 

26 杜松柏認為：「牧一頭水牯牛，是比喻養攝心性，溪東、溪西猶這邊、那邊，這邊代表色界，

那邊代表空界，執色執空，以求悟道，為免功夫不到家，起了分別心，以為色界是幻象，空界是

真實，這邊是凡，那邊是聖，都有偏差，故曰『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所以『不如隨分納些些』，

不起分別心，平常心合道。」參閱杜松柏：《禪與詩》（臺北：弘道出版社，1980 年），〈王老師

與牧牛頌詩〉，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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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27 出入離兩邊，即是「遠離二邊28 ，而說中

道29 」之意；遠離二邊，就是避免落入二邊，而起分別、執著之心。 

  長慶大安（739-883），號懶安，師承百丈懷海（720-814）： 

 

師（懶安）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

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

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

茲領旨，更不馳求。30 

 

「牛」作為佛性、本心的象徵，人人本具佛性，不知者卻欲向外覓佛，有如「騎

牛覓牛」。知道佛性是人人生而具有後，仍須經過努力才得以「騎牛至家」31 ，

騎牛至家，牛仍可能有所放失或躁動，因此尚有保任悟境，「執杖視之，不會犯人

苗稼」之看管心牛的要務。 

  百丈懷海與長慶懶安之機緣問答，順序當為：騎牛覓牛→騎牛至家→如牧牛

人執杖視之。32 百丈懷海的牧牛思想，與《佛遺教經》所言相契合，即以簡單純

樸的牧牛方法作為修行悟道的綱要，其牧牛心法簡明扼要，重視自悟，這正是宋

代牧牛圖頌所欲傳達的中心思想。自南嶽懷讓始，即以牛喻心，至百丈懷海、長

慶懶安，牧心的修行過程益發層次分明；相較於禪師問答、文字記述，以圖畫呈

現悟境，修心證道的歷程被一一細緻劃分，「牧牛」從單純的譬喻，經禪師多方

引用，具有修行悟道的指標作用。宋代牧牛圖頌作品，尤以廓庵師遠與普明禪師

                                                 
27 釋法海撰，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246。 

28 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邊。外縛色聲，名為彼心。內起妄念，名為此心。參閱釋法海撰，丁福

保註：《六祖壇經箋註》，頁 246。 

29 無中間，亦無二邊，即是中道。參閱釋法海撰，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頁 246。 

30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第四〈南嶽下三世‧百丈海禪師法嗣‧長慶大安

禪師〉，頁 191。長慶大安，俗姓陳，福州福唐縣人。 

31 杜松柏云：「人人都有佛性，不向己求，而向外馳，何異於騎牛覓牛呢？自心了悟之後，道不

遠人，與道同歸，故識得佛後，如人騎牛至家。禪人悟道以後，不使悟境走失，要有一段很長的

修持時間，保持領悟所得，叫做『保任』……『不令犯人苗稼』，不受欲念的驅使，落在色界之中。」

參閱杜松柏：〈王老師與牧牛頌詩〉，《禪與詩》，頁 50-51。 

32 釋惠敏曾將百丈懷海與長慶懶安之公案，與廓庵師遠〈十牛圖頌〉列表比較，公案順序與原文

略有出入，調整為：騎牛覓牛→如牧牛人執杖視之→騎牛至家。參閱釋惠敏：〈禪宗「牧牛圖頌」

的修行理念與實踐──從禪文化的觀點〉，《法鼓人文學報》第 3 期（臺北：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2006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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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牛圖〉為代表，修證步驟更為周密，成為禪宗修行開悟見性的範例。 

 

四、廓庵師遠《十牛圖頌》 

  牧牛圖頌是禪師們對「牧牛喻」的藝術表現形式，包含圖、頌、序，三部，

以牧牛為譬喻，顯示佛教修行的實踐層次，牧牛圖版本變化：其一，牛隻顏色有

黑、白兩色；其二，牧牛的階段略有增補或刪減。如清居皓昇（1050 前後）有「頌

牧牛圖一十二章」，廓庵師遠（1150 前後）將其改寫成十圖十頌，與太白山普明（約

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禪師的「十牛圖頌」，二者至今依然常被比較，廓庵與普明

的說明對象不同，十個階段的名稱皆不同，且兩幅圖的各階段並非平行相對。查

廓庵師遠《十牛圖頌》之現存圖錄，牛隻顏色亦有黑白兩種版本，如釋惠敏論文

所引用之圖為黑牛，聖嚴法師書中所引用之圖為白牛，詳見附錄。 

  廓庵師遠隸屬宋代臨濟宗門下之楊歧派，其師承關係為：楊歧方會（992-1049）

→白雲守端（1025-1072）→五祖法演（1024-1104）→南堂元靜（1065-1135）→

廓庵師遠。33 廓庵師遠34 ，《五燈會元》載：「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

川魯氏子。師有〈十牛圖并頌〉行於世。」35 按〈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并）

序〉記載，牧牛圖應以清居禪師為濫觴： 

 

間有清居禪師，觀眾生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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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根機漸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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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淺根疑誤，中下紛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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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之胸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

從失處，終至還原；善應群幾，如救飢渴。 

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餐，依海蝦而為目。初自尋牛，

終至入鄽。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而可尋？洎至入

                                                 
33 水月齋主人：《禪宗師承記》（臺北：圓明出版社，1990 年），頁 427。 

34 吳汝鈞：「廓庵全名為廓庵思遠，是大隋元靜禪師的法嗣。」查《五燈會元》廓庵禪師生平，

應作師遠。參閱吳汝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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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1 年），頁 315。 

35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南嶽下十五世下‧大隨靜禪師法嗣‧梁

山師遠禪師〉，頁 1324-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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廛，是何魔魅？況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唱。36 

 

序文所云則公禪師，應指廓庵。關於序文作者，今人研究略有分歧，鈴木大拙認

為是廓庵本人所寫，吳汝鈞認為柴山全慶的推斷較為審慎，序文作者應是慈遠而

非廓庵。37 以此推論為基礎，李志夫再作推測：「如果序文是慈遠所寫，則不應

是替代廓庵和尚所寫，因為序文之標題是：『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并序』。

其中之『并序』應是指十個頌之序文而言。」38 意謂序文雖是慈遠所作，但應為

十個頌之總序，而非專指廓庵的十牛圖頌。 

  廓庵禪師的十牛圖頌，分別顯示修行悟境的十個層次，次第有序，由尋牛至

人牛俱忘，一至八作為自牧、自覺的階段，九、十兩階段則屬牧他、覺他，超越

個人而以眾生作為修行的最終關懷。筆者以廓庵禪師牧牛圖為主，約略歸納為四

個主題，以下《十牛圖頌》之序文及頌詩參閱《新編卍續藏經》第 113 冊39 ，頁

917-920。 

（一）尋覓與見道 

  「尋牛」、「見跡」、「見牛」，第一圖至第三圖，展現尋覓心牛的過程。第一圖

中牧牛人手執繩索置身郊外，四處張望尋找，繩索亦隱喻尋找有其特定對象。尋

找的動機明確，意味著修行人已經擁有尋求開悟的心理，且熱切渴望，故而頌詩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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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意著重初步尋找之艱辛與煎熬，又如序文：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由背覺以成疎，在向塵而遂失。家山漸遠，岐路俄

差，得失熾然，是非鋒起。 

 

牛在此作為一種譬喻或象徵，以牛喻心，心牛亦是所謂的佛性，以如來藏系統而

言，便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來不失，何用追尋？」一句，重申佛性是眾生本

                                                 
36 ﹝宋﹞慈遠：〈十牛圖〉，參閱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新編卍續藏經》第 113 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1994 年），頁 917。 

37 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316。 

38 李志夫：〈關於禪宗牧牛圖的兩個問題──從《增一阿含經》〈牧牛品〉說起〉，頁 54。 

39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新編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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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云從來不失，不必向外追求。「覺」是本覺、本性、自性清淨心之意，凡夫

「背覺」，違背本覺而與佛性疏離；「塵」指一切汙染人之清淨心的事物，迷失佛

性，須向內求，反觀自照。 

  第二圖見跡，意指經過一番尋找後，逐漸發現心牛的蹤跡。如何尋找？頌詩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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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的足跡是尋找時的線索，牛跡混亂意謂著摸索過程中路徑紛雜，序文云： 

 

依經解義，閱教知蹤。明眾器為一金，體萬物為自己。正邪不辯，真偽奚

分？未入斯門，權為見跡。 

 

透過「依經解義，閱教知蹤」，即以經典訓示為媒介。「明眾器為一金，體萬物為

自己」一句，吳汝鈞認為這是從各種特殊性認取其普遍性，所謂的普遍性，即指

萬物的本性是真如，都是空無自性。40 此時尚在探尋階段。 

  第三圖見牛，牧牛人終於看見牛，但只是部分而非全身，這意謂修行人初次

窺見自己的本性，頌詩云：「黃鸝枝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回避處，

森森頭角畫難成。」上句描寫乍見佛性的心境，下句意喻保持進境並持續尋求的

堅定。修行者藉著方便，探尋到本源的最高主體性，亦即心牛。由此可知，牧牛

圖既是分述覺性成佛的開悟階段，同時可視為一種修行的方便法門。禪宗修行特

點在於直指本心，見牛表示脫離迷失的階段，妄想雜念逐漸減少，心念逐漸清明。

序文云： 

 

從聲得入，見處逢源。六根門著著無差，動用中頭頭顯露。水中鹽味，色

裏膠青，眨上眉毛，非是他物。 

 

「從聲得入，見處逢源」聲是外在的聲音，如同禪宗「聞聲入道」，從聲音及外境

中體認真理。六根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對應的是六塵，六塵即色、

聲、香、味、觸、法，「六根門著著無差，動用中頭頭顯露」意指六根於一動一用

中皆能恰如其份，不起計較分別。如同鹽溶入水中，顏色化為色彩，不能再分別

                                                 
40 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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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鹽，何為顏料。「眨上眉毛41 ，非是他物」即為動腦一想，佛性原是我本來

具足。 

（二）持戒生定 

  心牛象徵開悟或人人本具的佛性，同時也可意喻為未開悟前的習性。第三個

階段「見牛」，修行者對「何謂煩惱」和「真正的修行方向何在」這兩個問題已有

清楚認知。42 故而「得牛」、「牧牛」、「騎牛歸家」都致力於馴服心牛，馴服的方

法即為持戒，以此培養定力，生發智慧。 

  第四幅圖得牛，費盡心力以繩索套住心牛，牛隻依然性野，隨時可能掙脫，

故牧牛人必須加以鞭策馴服，頌詩云：「竭盡神通獲得渠，心強力壯卒難除，有時

纔到高原上，又入烟雲深處居。」修行者雖有所證悟，仍無法免除煩惱的侵襲，

煩惱心瞋恨心一起，則心境有倒退的可能。序文云： 

 

久埋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頑心尚勇，野性猶

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牧牛人的繩索雖已牽住牛，牛性仍未被馴服。「芳叢」意指外在的感官對象，見牛

既不表示大徹大悟，得牛亦非體證最高主體性，「頑心尚勇，野性猶存」，頑心、

野性象徵佛性仍未完全彰顯，生命中種種迷妄無明、根氣脾性均尚未根除，心處

在聖凡之間，故云「欲得純和，必加鞭撻」，欲體現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仍須用功

修道。  

  第五圖「牧牛」，牧牛人坐在牛背上，此時牧牛人馴服的手段由激烈而溫和，

透過持續降伏，逐漸駕輕就熟。頌詩云：「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入埃塵，相

將牧得純和也，羈鎖無抑自逐人。」貌似不費大力氣，實是鞭索不離身，依然恪

守戒律；戒律已成為修行者生活的一部分，故而不須費力43 。序文云： 

 

前思才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真，在迷故而為妄。不唯由境有，惟自

                                                 
41 「眨上眉毛」為動腦思索之意。參閱袁賓編著：《禪宗著作詞語匯釋》，頁 239。 

42 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著；梁永安譯：《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臺北：商周出

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 年），頁 317。 

43 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著；梁永安譯：《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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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前思才起，後念相隨。」這說明修行人起心動念，處在聖凡之間，在真妄之際

載浮載沉，若未能時時刻刻警惕，則心牛隨時可能放失。「由覺故以成真，在迷故

而為妄」，覺與迷的鬥爭階段，若非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生命成迷

或成悟，只在起心動念。「鼻索牢牽，不容擬議」是告誡修行者，恪守戒律務必抱

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又吳汝鈞云：「『擬議』即是起分別妄想，以相對的概念來分

割絕對的世界。」44 意指修行者必須時常警覺，不起分別心、執著心。 

  第六圖騎牛歸家，牧牛人騎在牛背上，卻不必緊執繩索，心牛已完全馴服，

明白前行的方向。頌詩云：「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送晚霞，一拍一歌無限意，

知音何必鼓唇牙？」持戒而生定，定而生慧，此時修行者六識已淨化，定力亦已

經受得起考驗，所見所聞無不是佛法，修行者不須刻意而為，因為戒定慧已融入

生命。序文云：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曲；橫身牛上，目視雲

霄，呼喚不回，撈籠不住。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說明修行者已無得失心、分別心，心牛尋回後已被牧牛

人馴服，克服煩惱，根除妄想，心念回歸清明狀態，不再動輒放失或蠢動。修行

人內心感到無比的輕鬆與喜悅，所見所思所感，無不暢懷，故云「呼喚不回，撈

籠不住」，快意旁若無人。 

（三）還原自性 

  「忘牛存人」、「人牛俱忘」，第七圖牧牛人與牛已還家，說明修行者在此階段，

煩惱已然盡去，面對尋求開悟的焦慮迫切也已消弭；第八圖一片空白不見牧牛人

與牛，此時修行者已與本具的佛性合而為一45 。第七圖序文云： 

 

                                                 
44 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320。 

45 聖嚴法師云：「如果牛所代表的是一個人覺察的本性，而牧牛人代表的是修行者尋求本性的主

觀意向，那麼當一個人與本具的佛性合而為一時，牛與牧牛人會同時消失，是自然不過的了。」參

閱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著；梁永安譯：《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頁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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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二法，牛目為宗。喻蹄兔之異名，顯筌魚之差別。如金出鑛，似月離

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忘牛存人」顯然是指目標已達，方便可以捨去之意。46 「法無二法，牛目為宗」，

以牛喻心，以牧牛人喻修行者，譬喻僅是修行的方便法，既強調方便，又須捨棄

方便，如同理解無念或空性之義理，又須拋棄對無或空的執著。修行者至此階段，

已無分別心、執著心。得兔忘蹄，得魚忘筌，目標達成後，工具便可捨棄，既已

掃蕩迷妄，一如頌詩所云：「鞭繩空頓草堂間」。 

  第八圖人牛俱忘，牛與牧牛人杳無蹤跡，因為主觀的人心意識與原有本具的

佛性合而為一，自我亦即自性，兩者已無所謂分別，故頌詩云：「到此方能合祖宗。」

序文云： 

 

凡情脫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用遨遊，無佛處急須走過。兩頭不著，千

眼難窺，百鳥含花，一場懡㦬47 。 

 

忘牛存人，是捨棄方便法，只餘最高主體性，聖凡是一種相對的狀態，聖凡殊異

一旦分明，此心一起，難免產生厭凡欣聖的傾向，故而「凡情脫落，聖意皆空」，

便是去除對聖凡的執著心、分別心。有佛處、無佛處，猶似王老師牧牛公案之溪

東、溪西，就是二邊，仍是處於分別心作用下的境界，皆非真正的覺悟境地，故

須「兩頭不著」。 

  牧牛圖之人與牛二者，如主客關係，人牛俱忘即為主客相對狀態的消解。聖

嚴法師直言：「這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階段，沒有信息可以互通，因為根本用

不到心思度量，也無法用心思度量來表示它和說明它，名為不可思議的境界。」48 

簡言之，人牛俱忘是一種無執、無心、無相，一種究竟的境地。 

（四）度化眾生 

                                                 
46 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著；梁永安譯：《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頁 322。 

47 懡㦬：羞慚，慚愧。參閱任澤鋒釋譯：《碧巖錄》第四十四則（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

頁 159。 

48 聖嚴法師：〈禪的悟境與魔境〉，《禪的體驗‧禪的開示》（臺北：法鼓文化，1998 年），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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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圖返還本源，圖中所繪表示修行者從絕對統一的定境，返照現實生活。

修行者以智慧觀照一切，而不生一絲煩惱。49 序文云： 

 

本來清淨，不受一塵。觀有相之榮枯，處無為之凝寂；不同幻化，豈假修

治，水綠山青，坐觀成敗。 

 

未開悟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似悟非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須

經「人牛俱忘」，消解山水、聖凡之相對，才能真正明悉禪宗無執無心的旨趣；既

悟之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便如同「觀有相之榮枯，處無為之凝寂」一

句，外在景物依舊，視見聽聞、食味觸物依然，憑它自在，不拒不迎，只是不動

心；「水綠山青，坐觀成敗」，由它緣聚緣散，只是心不動。吳汝鈞認為尋牛至人

牛俱忘等八個階段，為禪的實踐，而最末的返本歸源、入鄽垂手，卻是禪的終極

關懷。50 換言之，前八個階段屬於個體自我的覺悟，後二階段則須覺他，度化眾

生。 

  第十圖入鄽垂手，完全開悟的修行者必將生發慈悲心，不會止步於自覺自度。

頌詩云：「露胸跣足入廛來」，「廛」或「鄽」即是市集，修行者步入市井塵俗，穿

梭於酒肆魚行之中，「露胸跣足」，完全的開放自我心胸去容納任何人，隨順度化；

「抹土塗灰笑滿腮」表示無我相、無自我，修行者在度化過程，能因勢利導，因

材施教。序文云：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埋自己之風光，負前賢之途轍。提瓢入市，策杖還

家，酒肆魚行，化令成佛。 

 

禪宗常言「遊戲三昧」，吳汝鈞云：「三昧是禪定的境界，基本上是泯絕無寄，亦

要在利他、發用中表現，才有積極意義。」51 說明修行者修心證道後，獲得解脫

自在，慈悲心會自然而然地流露，生發濟世度人之大悲弘願。 

 

                                                 
49 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著；梁永安譯：《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頁 330。 

50 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325-330。 

51 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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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前言上溯古代印度文明中的牛文化，經由佛經典籍與牛相關的衍生詞

彙，說明牛之象徵意義。第二節試析佛教典籍中的牧牛喻，牧牛之善法，等同修

行者之修行方法。第三節梳理牧牛喻之發展，列舉歷代禪師問答典故，了解牧牛

喻在修道上的運用情形。第四節探討廓庵師遠《十牛圖頌》，嘗試歸納為四項主題，

分別是尋覓與見道、持戒生定、還原自性，與度化眾生。十牛圖明確劃分十個境

界，每個境界都可視為修行人所經階段，完整概括開悟的心理歷程，修行理念由

淺入深，意蘊深遠；然而回歸實踐力行，尋求開悟見性，不必侷限於階段之區隔。

如《十牛圖頌序》所說：「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而可尋？」尤其是禪宗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本不須文字、圖像，故《十牛圖頌》亦只是一種方便法門。但作為一

種由迷至悟的教學方法，仍有它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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