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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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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269

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

夫諸佛真源。眾生本有。因迷也沈淪三界。因悟也頓出四生。所以有諸佛而可成。有

眾生而可作。是故先賢悲憫。廣設多途。理出偏圓。教興頓漸。從麤及細。自淺至

深。末後目瞬青蓮。引得頭陀微笑。正法眼藏自此流通天上人間。此方他界。得其理

也。超宗越格。如鳥道而無蹤跡。得其事也。滯句迷言。若靈龜而曳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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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

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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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至入廛。是何魔魅。況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

唱。

尋牛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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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曰。

忙忙撥草去追尋　水闊山遙路更深
力盡神疲無處覔　但聞楓樹晚蟬吟

和

石皷夷和尚。

只管區區后外尋　不知脚底已泥深
幾迴芳草斜陽裏　一曲新豐空自吟

又

壞衲璉和尚。

本無蹤跡是誰尋　誤入烟蘿深處深
手把鼻頭同歸客　水邊林下自沈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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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跡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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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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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枯木巖前差路多　草窠裏輥覺非麼
脚跟若也隨他去　未免當頭蹉過他

又。

見牛人少覔牛多　山北山南見也麼
明暗一條來去路　箇中認取別無他

見牛序三

從聲得入。見處逢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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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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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識得形容認得聲　戴崧從此妙丹青
徹頭徹尾渾相似　子細看來未十成

又。

驀地相逢見面呈　此牛非白亦非青
點頭自許微微笑　一段風光畫不成

得牛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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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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加鞭楚。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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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牢把繩頭莫放渠　幾多毛病未曾除
徐徐驀鼻牽將去　且要迴頭識舊居

又。

芳草連天捉得渠　鼻頭繩索未全除
分明照見歸家路　綠水青山暫寄居

牧牛序五

前思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真。在迷故而為妄。

不唯由境有。惟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頌曰。

鞭索時時不離身　恐伊縱步入埃塵
相將牧得純和也　羈鎻無抑自逐人

和。

共分山林寄此身　有時亦踏馬蹄塵
不曾犯者人苗稼　來往空勞背上人

又。

牧來純熟自通身　雖在塵中不染塵
弄來却得蹉跎力　林下相進笑殺人

騎牛歸家序六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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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身牛上。目視雲霄。呼喚不回。撈籠不住。

頌曰。

騎牛迤邐欲還家　羗笛聲聲送晚霞
一拍一歌無限意　知音何必鼓唇牙

和。

指點前坡即是家　旋吹桐角出烟霞
忽然變作還鄉曲　未必知音肯伯牙

又。

倒騎得得自歸家　篛笠簑衣帶晚霞
步步清風行處穩　不將寸草挂唇牙

忘牛存人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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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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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欄內無牛趂出山　烟簑雨笠亦空閑
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

又。

歸來何處不家山　物我相忘鎮日閑
須信通玄峰頂上　箇中渾不類人間

人牛俱忘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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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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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曰。

鞭索人牛盡屬空　碧天寥廓信難通
紅爐焰上爭容雪　到此方能合祖宗

和。

慚愧眾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為通
後無來若前無去　未審憑誰繼此宗

又。

一鎚擊碎太虗空　凡情無蹤路不通
明月堂前風颯颯　百川無水不朝宗

返本還源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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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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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靈機不隨有無功　見色聞聲豈用聾
昨夜金烏飛入海　曉天依舊一輪紅

又。

用盡機關費盡功　惺惺底事不如聾
草鞋根斷來時路　百鳥不啼花亂紅

入鄽垂手序十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埋自己之風光。負前賢之途轍。

提瓢入市。䇿杖還家。酒肆魚行。化令成佛。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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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胷跣足入廛來　抹土塗灰笑滿腮
不用神仙真祕訣　直教枯木放花開

和。

者漢親從異類來　分明馬面與驢腮
一揮鐵棒如風疾　萬戶千門盡擊開

又。

袖裏金鎚劈面來　胡言漢語笑盈腮
相逢若解不相識　樓閣門庭八字開

十牛圖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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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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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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