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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2》 

             印可法師宣講          

每個人如果你能懂得所有的因緣，都可以不思善不思惡；如果你不懂得所有的因

緣，你就會在裡面起起落落，有心情。話說有一個禪師叫有心禪師，就是有心。有心禪

師，他德高望重，博學多聞，擔任寂相寺的住持，來這個地方問道的人很多，可惜很少

人能契入，因為他直指人心，講到契入。於是大家都在問，是在問什麼？都在問事相，

或說師父我怎麼修？他跟他說都不用修，這樣也不對，所以很多就是很難去契入。 

有一天，這個有心禪師就出去辦事，他有一個師弟叫有得，得到的得，有心、有得，

有心、有得。這個師弟兩個差異很大，根機遲鈍，而且他一目失明，就只有一隻眼睛，

平常就在寺裡幫師兄，幫這個有心禪師做一些幕後的工作，他從來也沒有跟對外來參訪

的人說法。 

有一天這個有心禪師，剛剛講出去了，有一個禪僧，就是要來參禪。那來參訪，他

就想要有心禪師為他開示。他就說：禪師不在。他就一定要，你這禪師的師弟，那你應

該有兩把刷子。他有三把，你有兩把，他就一定要請求他開示，就面對面的不知道要說

些什麼。師弟不得已，兩個硬著頭皮無言以對，不知道怎麼說，然後就無言以對。兩人

對面只能比劃比劃，然後就比來比去，比來比去之後，啊！來參禪的這個禪僧，很歡喜

就向有得一直禮拜禮拜，就告假而去。 

路上就碰到有心禪師，他就說：喔！禪師！禪師！你真的是不得了！你寺裡那個師

弟，也真的不得了！他真的是不得了的禪師法將，他給我的幫助，我跟他請益，他幫助

我很大。這個有心禪師就問他說：他是怎麼跟你說？他說：首先我就豎一指，我就舉一

根指頭，表示大覺世尊，人天無二，一指。他就豎兩指，表示佛法二者，一體兩面，是

二而一。所以我比一，他比二。之後呢？我就豎三指，表示佛法僧三寶和合而住，缺一

不可。我就豎三指，他就在我面前豎起拳頭，我三指，他就豎拳頭，表示三者皆由一悟

而得。這個時候，我已經沒什麼伎倆了，我甘拜下風，向他禮拜而出，真是高招。 

然後這個有心禪師一聽，嗯！嗯！他就回來，然後有得就出來。師兄！師兄！剛剛

很過分，有一位禪師非常無厘頭向我挑戰。他說：他到底怎麼了？他說他進門，瞧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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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就豎一根指頭，他就諷刺我只有一隻眼睛。然後我因為他是來參禪的，我也要客

氣的招待人家，我不想跟他槓，我就豎兩隻，跟他說你有兩隻眼睛是很幸運的。他說我

一隻，我說你很幸運。誰知道這個人非常的無禮，他竟然舉三隻指頭，暗示我跟他兩個

人加起來只有三隻眼睛，你說氣不氣人？於是我很生氣，我就舉起拳來要揍他，他就趕

快給我禮拜，就跑了。 

這個有心禪師聽了之後，啊！哈哈哈！啞然失笑，契機。是不是很好玩？各想各的，

各說各話，兩個都沒有悟。這個都不是悟的辦法，這個都是什麼？每個人在理解上面的 

機鋒相對而已。還在這上面嘛！所以佛法呢？我們深入經藏，讀佛的三藏十二部，聽聞

佛陀所說這個過程，有人是如聾作啞。我們現代的人呢？後來的所有這些大德們，也是

一樣很專心的，很想把世尊的法都說得很完整，介紹給大家，這個叫做契理容易。我們

經由這樣來瞭解這道理，是不是各想各的？一隻跟兩隻差那麼多，是不是？然後呢？真

正要契機就難，契機就難。 

這有心禪師德學俱全，但是真正來問道的人，能夠契這個機，契這個理，卻不容易。

所以他要啓悟別人不容易，這個師弟有得，這獨眼龍，他雖然根器很遲鈍，但是跟這個

學者有緣，跟來參禪的這個禪僧有緣，所以兩個比手劃腳，牛頭不對馬嘴，那個人卻降

伏了，覺得這一代高僧所住之處。 

所以人，你到因緣，你好好的修行，你到因緣，任何的因緣，都可以幫助你從佛法

的領域提昇而去，就像剛剛我們舉的那個例。我不參禪了，我不學佛了，去當個雲水僧，

可是他還是有在掃除，除草，最後開悟只是因為一片瓦片去敲到竹子，因為他功夫做到

了，這就是功夫。他功夫做到，三藏十二部全讀了，再丟，心中不思善不思惡，驀然回

首，迴光返照，佛法就是這樣。這個時候就是講不二之法，這個時候就不是在講次第。 

講到什麼是不二之法，他說：法師你在講《涅槃經》的時候，有闡明佛性，那佛性

這個就是不二之法。譬如在經文裡面有講，高貴德王菩薩，他就向佛請問：「犯四重禁，

作五逆罪」。四重禁就是出家人嚴重的四種禁制，全稱四重禁戒，也就是殺、盜、淫、

妄，或是四重禁，這個是戒律所禁止的，是根本重罪。在我們僧眾的戒律裡面，這叫殺

頭罪，不是真的去殺頭，就是你犯這四重禁的時候，不能跟僧眾和合住，這裡面有很多

的是要擯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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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五逆罪，五逆，大家聽經聞法多年，知道，有小乘的五逆，大乘的五逆。弒父、

弒母、弑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和合僧，這些都是。他說：「如果犯四重禁跟五逆

罪及一闡提」，一闡提就是不信正法，也不信諸佛所說的教戒，斷滅一切善根的人，這

是一個短暫的暫時狀態。有的人佛法他不聽，什麼善惡法，我自己看的就最明白，我想

的就最對，你跟我說什麼，都是你別人的想法，他完全不納受。這些呢？「當斷善根佛

性否」？ 

當這些人是不是他的善根佛性都不見了？但是佛在經典裡回答：「善根有兩種：一

者常，二者無常」。佛性它不是在講你常跟不常，不是常，也不是無常，因為佛性它不

是在時間空間所有的裡面在講這些東西，或是因緣法，「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講到這個佛法，如果談到禪定解脫，那麼是把這個次第性說出來。但是以禪宗是頓

悟的角度，它是在講直接從心法裡面的根本，去徹見自己的清淨本性。所以要談到每個

人都有清淨的佛性，那徹見自己本性清淨佛性，它不是所謂相對論，所以它是不二之法。 

這裡面我們瞭解永嘉證道歌裡面，永嘉大師他就講：「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

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也就是我們一般人，

常常在著空或有兩邊跑來跑去。有的人認為這件事是沒有的，這是胡思亂想的；那有的

人認為這個萬物之間，有它有形的與無形的存在。有人執著在有，有人執著在空，在這

種各執己見之下，其實還是所謂心意識的一種狀態。「還如避溺而投火」，有些時候就好

像我們怕溺在裡面，就是溺水了，淹滅了，但是你反向另外一邊的執著，又好像投入了

火坑。 

所以這是修行人裡面，常常就矯枉過正，有些時候認為斷滅，沒有因緣因果；真正

有一天，有什麼現象發生的時候，就開始跌在因果論裡面，產生了恐懼害怕。所以這裡

面，常常有要捨妄心，取真理，從我執，放下我執之後，去追得佛法裡面的道理。所以

有的人就站在道理裡面出不來，這一些其實只是在取捨，他是取有或是取空，是取事或

是取理。取捨之心呢？還是屬於不直的，他不是真實的清淨。所以學人如果不知道的時

候，所以用這種辦法要來解釋，這就是修行，其實那還是在對立裡面。這還是分成二，

這是所謂的相對論。 

那這裡面，當然這樣解釋這個偈子，也沒有什麼有趣之處，給大家介紹介紹一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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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裡面他們的對答，這樣子可能比較能夠感覺到，比較能夠瞭解。話說呢？有一堆這個

學僧，就是要參學的這個禪和子，有一天就去參一個寂室禪師，那就請問這個寂室禪師。

他說：「在佛門中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參禪？」這個寂室禪師就直接回答：「獅

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也就是今天要參禪的，你必須獨一無二，「獅子窟

中無異獸」，它沒有雜染存在，只有單一、清淨，你找到這個心王，自性清淨的本體。「象

王行處絕狐蹤」，只要有象群裡面，看不到狐狸的蹤跡。意思要達到這樣子的境地，這

樣參禪你才可能參破。 

這個時候這些學僧、這些僧人、參禪和子他又問：「要參禪跟不參禪，又有什麼不

同？」就是倒底要不要參？有些時候參禪，其實不知道這個禪師要說些什麼，這個話機

鋒相對，這摸不清楚的。那不參禪跟參禪又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寂室禪師他就說：「生死路頭君自看，活人全在死人中。」其實我們每個人六

根對六塵，你每天就在攀緣附會當中。所以心念裡面，生死生死，念念生死。這個生死

路，這個不是講說我們要死掉了，我們要死亡或是我們出生。這是在講我們攀緣附會的

心，在念念知見當中，都是生死。那如果我們能夠迴光返照，來看到我這個五蘊波動，

我這個念頭的起動，那這個時候回頭來自己看到我內心，其實這些都是虛幻的假象。當

我放下這些的時候，看起來這個人是無情無欲，其實這只是在參禪當中的一個過程，這

個時候看起來像死人，有些事情是不反應的，他沒有世間的、世間的這些對應。但最主

要的「活人全在死人中」，講的是佛性的啟動，它就是完全要進入，你內心不再有根塵

相對境界，這樣死寂一片當中，不是指人死了。 

這個意思是我們一般人，人家講一句，你就應一句；人家說這個，你故事篇就開始

延展，這種就是心外求法。這個心中有你、我，有對立，有他、有眾生，這就不是獅子。

它是單純，單一無二，獅子王，講到是內心已經能夠找到那個自己清淨，安住而沒有雜

染，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參禪的人呢？如果對於任何的根塵對到的時候，它不會在這裡面起躁動，喜

好、善惡，上一次不是講不思善不思惡嗎？如果思善思惡，是不是就有一個我喜歡跟我

不喜歡？那如果你能夠寂靜湛然，生滅滅已，就是生滅，我們一般眾生在生滅中嘛！那

生滅滅已，然後就寂然了，就寂靜湛然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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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過程，如果你能夠瞭解之後，這個人就如同心死一般。就是眾生的意識，

意識的這個東西，就寧靜下來。所以他講說，你參禪的時候，你要把你根塵的這個五蘊

躁動的這些，一併放下。 

這個時候這些學僧就聽不懂，他就想說：「在參禪照師父你這樣講，我們都不可以

活潑了。」我們世間現在人很強調怎麼樣？敏感！活潑！什麼呢？馬上反應。這些學僧

就問到：那學禪有什麼幫助？這樣生活過起來很無聊，因為你每天都在觀照著自己內心

的變化，然後把情緒放下，把五蘊洗盪。這個時候這個人看起來就是沒有什麼，沒有什

麼生氣。所以他們就在問：那有什麼幫助？有什麼樂趣？ 

寂室禪師就回答：「勿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災。」他說：你不要小看，你

這個覺得參禪靜靜的這樣，好像沒什麼滋味。因為生命裡，你不再攀緣附會外界這些東

西，你也不逛街，不買漂亮的衣裳。吃呢？也不挑鹹甜，酸甜苦辣澀，你也不再分別。

不是不知，而是不會起愛好，就是喜歡跟不喜歡，怨憎這些對立的心態。所以這些呢？

你勿嫌冷淡，看起來冷淡無滋味，你要一直守著那個真心，你不要看這些是冷淡。「一

飽能消萬劫災」，如果你這個佛性進入，徹入之後，自性展現之後，所有一切放大光明，

沒有看不清楚的，所有的智慧也會現前。 

那這些學僧聽了之後，就對參禪起了很大的信心。有一天就大家一起集合，請這個

寂室禪師開示大眾。那我們要參禪的時候，要有什麼準備？我們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來參禪？這個時候寂室禪師，他就講了十個重點。他第一個，我們聽聽看，看以後這些

大家要準備好，那參禪就能有比較好的狀態。 

一者、須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須臾不可忘失正念。我們必須知道生死事大，這

個生死事大並不是說，啊！人間五十、七十或百年，這是剎那之間，他不是講這個時間

的長短；他是在講我們輪迴這麼一件事，死死生生，生生死死，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很

重要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我們要參破它。那無常迅速啊！這個什麼時候這個變化，變現

變現當中，一切變異當中，無常迅速。如果把它看成時間的長短，其實生死，一輩子其

實一晃，現在都不曉得那一年十八歲，今年八十歲怎麼來的。 

所以「須臾不可忘失正念」，真正要參禪的人，他不可以，應該是說掌握，掌握每

一個當下，不會讓這個心，在這個緣境裡面心猿意馬，又往外出遊去了，這講第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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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以真正你要好好修行，我們就曾經講過，這個憨山大師也講過，他說如果你要好

好修行，三年沒有成就，我頭斬起來給你當椅子坐。我們一晃三十年，因為我們什麼須

臾，我們這不能夠守住真心。 

第二、須於行住坐臥，檢束身心，任何時刻不犯律儀。這個禪宗，其實它是注重律

的，注重戒的。只是很多人他口光說，身心不肯照著真正修行人他基礎的這些，行住坐

臥的律儀，不檢覈自己。所以常常用那種邪慢的態度，這樣我只要持心戒就好，這個一

切我不執著，這個是騙人的。在古德，比較早期的禪師，這弟子眾生活是單純的，山邊、

水澗，大家和合在一起，生活是單純的，這個戒律是要持的。在禪門是有打幾十大板的，

不是包青天才打。上次我們講，那禪師說你錯了怎麼樣？就在祖師堂那邊，還要打大板

的。 

在禪修的過程裡面，如果沒有提起正念，你小心，這個禪師的香板就下去。但是我

們現在可能就是只是光在嘴上，談談我修這個心。你怎麼知道我心動念或怎麼樣，假裝

自在，行為舉止沒有照正確的規範。所以他講第二項，須於行住坐臥，檢束身心，任何

時刻不犯律儀。 

如果我們今天來讀，最早，比較早期的禪門裡面的規定，它是很細的。就像智者大

師，他著作裡面的《修禪止觀》，這裡面它有一些標準，讓參禪的人，好好的有一個生

活的準則。如果這十項沒有具足的話，其實不真實的具足清淨的正見。身口意不正，你

怎麼參？ 

第三、須能不執空見，不誇自我，精進勇敢，勿墮邪見。也就是參禪的時候，當然

起心動念禪師都會講啊！這是幻相，不跟就好了，「佛來佛斬，魔來魔斬」。這個時候，

也不能執著在空見裡面。但是任何修行的過程，都會略略有一點小小的境界，要不誇自

我，繼續精進勇敢，不要墮到邪見中。 

第四、須攝六根正念，語默動靜，遠離妄想，拋開煩惱。第四就是你要攝受六根，

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之後還有意，意根這個法，你要維持清淨正念。「語默動靜」， 

就動靜當中，沒有這個隨便的雜思雜想，拋開煩惱。當然這個謎團，就是說有些時候，

我們在參禪的時候，他會一直在參這個疑惑之處，這個謎團，他不是煩惱，他是對這個

不明白，所以一直在上面，一直很努力的要把它參透。那不是煩惱，煩惱的話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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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討厭你這個人，我好討厭這個事，這種叫煩惱。但是參禪的時候，他拋開煩惱，他

是就著這個謎團。 

第五、須有求道熱忱，靈明不昧，魔外窟中施於教化。也就是你確實參禪求道，你

要有熱忱的心。有的人覺得這個太難了，所以中途就放棄，這個時候你要靈明不昧，你

一直讓自己保持最高的覺性，讓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麼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不要胡亂的，什麼事情不把它釐清，內心的那種思緒、情緒，任由它張揚而

去。那有的人就是這樣，有一件小事情之後，他就一直記著，然後就一直愈想愈氣，愈

想愈氣，那個就是你不守清淨嘛！你應該知道這是妄念。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有魔來考，

如果你在妄念中，就會開始有很多著魔的情形，著魔，五陰魔等等的煩惱魔。 

第六、須能廢寢忘食，壁立萬仞，豎起脊梁。背部，坐好，坐穩，勇往向前。參禪 

不是隨便，好累，想不透，趕快好好喝杯咖啡，繼續想，不是這種。它是真的你專注在

這裡面，是廢寢忘食。也不是說，我想不透，睡一睡明天再想，它不是這樣。它真正你

在這個謎團裡面，你一定要迴光返照，看到自己內心。然後這件事情的是什麼道理？是

我心意識的運作是什麼？然後通通放下。所以廢寢忘食，勇往直前，勇往向前，這個精

神要有的。 

第七、須究西來佛意。念佛是誰？哪個是我本來面目？也就是你要常常去瞭解「祖

師西來意」。祖師西來意不是說，達磨祖師來中國，到底帶來什麼意思？不是這個，這

個是最淺顯的文字上的解釋。它的意思是說，我們還沒有瞭解心意識，所謂佛法這些知

見之前，我們是什麼？意思跟哪個是我本來面目是一樣的。 

你如果說，啊！祖師西來意，每個禪子都去問禪師，何謂祖師西來意？敲下去，就

把你敲下去，因為這麼多佛法，如果要講祖師西來意，這就自悟本心嘛！他講了些什麼

什麼什麼，偈子都可以撈出來，那不是西來意。現在只是這樣跟大家解釋，後面會有。 

第八、須參話頭禪心，功夫綿密，不求速成，任重道遠。這個是禪門裡面一個很管

用的修持法，叫參話頭。這個參話頭要有禪師指導，參話頭不是在講它的道理，重點不

是在道理。因為道理你在參參參，最後都沒有答案，會很累，或是以後很敏感，或是會

頭痛。這個參話頭，它是有一些指導的辦法，功夫要做得綿密，不用管答案，你儘管好

好用功，這是第八。當然以前他講這個大家都懂，因為那個時候是禪門，但現在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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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懂，但是可能有一些根器，有一些想參禪的，當然可以根據這些，有一些概念。 

第九、須要寧不發明，雖經萬劫，不生二念，紹隆如來。這個地方講的是寧可我還

沒有開悟，我還沒有悟得到什麼，我還是安住在裡面，不生二念。我不會起煩躁，我不

會起擔憂，就這樣我安住。 

像這種在經典裡面，好幾部經裡面都有講，在過去有什麼什麼，哪一尊如來，這個

如來呢？入定，經過多少劫，智慧不現前。後來又經過幾劫之後，智慧現前，成佛了，

這裡面就表達了這個功夫。這個如來未成佛之前，祂進入深深的禪定當中，時間還很久，

不生二念。因為這已經是最後的一道功夫了，要勘破，勘破自己生死這個事情，勘破而

能夠真正自性清淨現前，佛性現前，這已經是最後一道功夫了。你已經做到這個功夫，

功夫的節骨眼上，你還要生二念。啊！很煩！不參了，我去作凡夫，這就不對。所以你

要真的安住在這個地方，才能紹隆如來，真正成就的時候就叫紹隆。 

第十、須能不退大心，洞然菩提，興隆佛法，續佛慧命。不退大心，不退我要參禪

悟道，洞然知道諸佛菩薩，祂們都是徹見清淨本性之後，佛法自然流出，在十法界裡面 

為眾生來開演。所以要續佛慧命，並不是我來學著說佛法，而是我如何能夠印心，紹隆

佛法，續佛慧命。 

這個是在講寂室禪師，他講參禪裡面，它是不二的。「獅子窟中無異獸」，是不二的；

「象王行處絕狐蹤」，也是不二的。所以佛法呢？它不是對立的。你要真正契入佛法的

時候，你這個心要不思善、不思惡。 

這個同學可以回去練習，只要你有起五蘊情緒的時候，你就自我解析自己，我現在

在生氣喔！這個就是因為我思惡，或是我著善，這個生氣是我的意識運作，這個我已經

在六道九法界裡面翻滾了。這個心呢？已經出走了，所以再把心收回來，把五蘊放下來，

真正的放下來，那佛法是不二之法。 

還有一個禪師有一個故事，大家可能更瞭解，叫玉琳國師。這個清朝順治皇帝，順

治皇帝有一天就召玉琳國師入宮，想要跟他對談佛法。這個順治皇帝其實是非常非常有

善根的，很有智慧的一個皇帝。他就請問玉琳國師，他說《楞嚴經》裡面，就講七處徵

心，那到底心是在哪裡？心在七處，還是不在七處？玉琳國師就回答他：覓心了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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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處二處三處、四處五處、六處七處，你不可能找得到的，你也不用去想這個。 

當然這個皇帝不會很滿意，到底有心還是沒心？因為他有心嘛！他就一直要問，到

底這個心在哪裡？他跟阿難一樣。然後阿難，當然世尊就為他講，你心在哪裡。他又自

己比喻，心在外，心在裡，心在什麼。玉琳國師就沒有像世尊這樣回答，要不然就拿《楞

嚴經》來讀一讀就好了。他就跟他說：覓心了不可得！順治皇帝就問，這是一種好奇，

他說：悟道的人，還有沒有喜怒哀樂？玉琳國師回答：什麼叫喜怒哀樂？ 

我們有沒有看世尊笑過，在經典裡面，世尊有沒有笑過？有啊！世尊有笑過，牙齒

很白，然後那個光，從嘴、從口中放光。有沒有放光般若篇？我們上次不是講過嗎？有

沒有？世尊有沒有笑過？有。世尊有沒有哭過？世尊有沒有哭過？你們一定不知道，世

尊有哭過。世尊有一次掉淚，是因為這個弟子，都不好好精進修行，然後都斷滅，這世

尊就掉了淚。就跟大家說 我花了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而成就佛道，今天到娑婆地方來為

你們說法，我這麼辛辛苦苦，這麼長的時間，這麼修苦行，然後最後你們竟然這麼沒有

用，這樣子。世尊有沒有落過淚？有。 

那我們回答：悟道的人，還有沒有喜怒哀樂？如果你翻經典，你一定說有。那是不

是喜怒哀樂？那不叫喜怒哀樂，那叫示現。是嗎？說世尊你明明會哭，你明明會笑，怎

麼沒有喜怒哀樂？那個是在所有一切，你要記得悟道的人，他是有情眾生不著情，他不

是無情的山河大地。所以他這個地方也不是我們世間人的至情至性，哭，我一定要哭比

你大聲；愛，我一定愛得比你還累。他不是世間人的這種愛恨情仇，他不是。他是在這

個裡面隨喜讚歎，或是示現大悲心，或在這裡面，所有一切正常的運作。但是他的心是

乾淨的，他的心是乾淨，而不會執著在喜怒哀樂中。 

那我們一般，是不是會有這個喜怒哀樂之後的心情浮動？所以順治皇帝只是問現

象。玉琳國師就回答他：什麼叫做喜怒哀樂？意思是說，悟道的人，他不看這個喜是喜，

怒是怒，哀是哀，樂是樂，他沒有喜怒哀樂的素質；可是在眾生的相應當中，一切正常。

他是不思善、不思惡裡面，發展出來一種自然的相狀。 

再說世尊有一次羅睺羅，羅睺羅當時進入僧團，是個小沙彌，這個小沙彌不是頂乖

的， 很調皮。世尊有一次為了要教訓羅睺羅，還去看他，羅睺羅端了一盆洗腳水給世

尊洗腳，洗足已，這個世尊就把這一盆水，這一盆水這樣一踢，就踢得老遠。羅睺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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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六祖壇經 1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看世尊好像生氣的樣子，這裡面不是有故事發展嗎？那是不是叫怒？這個是一個教育的

狀態，這種狀態祂心中怒不怒？不怒。 

這個來舉例，妳今天是個阿嬤，不要講媽媽，媽媽比較容易生氣，阿嬤比較不會生

氣。譬如說：妳今天是一個祖母，老祖母，那妳這個小孫子在學校跟人家吵架，後來把

人家打得鼻青臉腫，可是追究道理，其實是妳這個小孫子不對。這個孫子回來的時候，

妳說：來來來！小三你來，不要講小三，現在小三這名字太恐怖了。譬如說小明，對啦！

對啦！王小明是最好用的。小明過來！老師有打電話來，說你今天跟人家吵架。對不對？

他說有。你為什麼打人家？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明明你不對，你為什麼還說人家不對？

他說怎麼樣怎麼樣，一直辯解，一直辯解。你說手伸出來！手伸出來！你是不是會裝得

很生氣的樣子？會不會？然後你會打，你承不承認？還不承認，繼續打。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祖母會不會氣到中風？媽媽可能會，愛之深，責之切。但是如果妳是理性的，

在這個裡面妳是要教導他。教導他的時候，她不是什麼喜怒哀樂的。這樣有沒有辦法瞭

解？這個狀態，它是一個制度，或是它是一個教導，這只是這樣講。 

順治皇帝還是聽懂，可是沒有辦法去體會，因為他自己並沒有悟開。順治皇帝他又

再問，他說：「 山河大地是從妄念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還有也無？」因為我們就在

講說，心中相應的山河大地。這個玉琳國師就回答他：「如人夢中醒，夢中之事，是有？

是無？」就好像人在作夢，夢裡面的事，你醒來之後到底有還是沒有？在夢中是有，醒

了是沒有。 

那我們大家看到山河大地是有沒有？你執著就是有，那你不執著，它就是因緣法

嘛！山上有貝殼，我們現在山上是不是有貝殼？山上的泉水有小魚，是不是有小魚？你

說什麼時候貝殼移民到山上去？什麼時候魚兒回溯到溪谷中？當你夢醒之後，就知道這

是因緣嘛！這因緣法嘛。他並不是執著山河大地，心中也不被山河大地這些概念所紛擾。 

所以玉琳國師就會問他：「如人夢中醒，夢中之事，是有？是無？」你自己參嘛！

玉琳國師回答很簡單。順治皇帝又問：「如何用功？」你這樣說一說，都要我自己做，

自己參，我就是不會才要問你。他就問他：如何用功？玉琳國師說：「端拱無為」，就是

這樣，端拱這樣，這樣手拱著，然後不做有為的事。這個當一個皇帝，什麼都不管，這

樣對嗎？這個怎麼講？這裡面有道理的。他的意思是說，真正的一個大修行人，真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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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智慧者，他是安然的，無為的，一切看得很明白，但是他不會錯差他的判斷。因為他

是皇帝，皇帝不用去掃地。是不是？但是皇帝應該是無為而治，這是真實的智慧。 

這個順治皇帝又問了：「如何是大？」，什麼叫大？玉琳國師就回答：「光被四表，

格於上下」。意思，這是智慧的意思，是智慧，在遍一切處，這樣的意思。這個順治皇

帝應該是聽得懂。然後順治皇帝又問：「本來面目如何參？」如何去參我的本來面目？

這個時候就跟《壇經》相應了，玉琳國師就回答，如六祖所言：「不思善、不思惡，正

這麼時，如何是本來面目？」也是要自己參，意思說你能不能不思善不思惡？因為你現

在所有的問題，是不是都是問題而已？全部是在對立善惡篇裡面。話說到這裡的時候，

順治皇帝就不用再說下去了，那玉琳國師也不說很多話。後來順治皇帝只要看到人，就

讚歎玉琳國師一席話，讓他很有所得，相見恨晚。 

這個玉琳國師，他平時喜靜，他是一個很安靜的人，不愛說話。我們在想說這個國

師的話一定，嘴巴一直話一直講，人家問他什麼，頭頭是道，什麼、什麼話很多。其實

不是！皇帝召見他或問他，他都針對要害說了，但他不攀緣，不是像我們現代人很愛哈

啦！不是。不是口沫橫飛就是修行好。這個玉琳國師，皇帝問他法，他也是簡明扼要，

這個不願意多說話。 

這個順治皇帝他佛學的素養很高，累世很有善根，他曾經就是很讚歎能夠成為出家

人。他在讚僧詩裡面有講：「未曾生我，誰是我？」很有禪意，「生我之時，我是誰？」

出生之後我又是誰？這什麼都是假名，「長大成人方是我」，我們認知自己這個我，長大

之後才認知。「合眼矇矓又是誰？」兩腿一蹬，不清不楚的時候，誰又是誰？「不如不

來又不去」，知道佛性是這樣，可是「來時歡喜去時悲」，淪落的時候，你是不是來時歡

喜去時悲？家裡如果有個老人家有生病，往生的時候會不會悲？自己要死了，會不會害

怕？生死事大，怕死第一。是不是？真的有沒有在參？「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

得知？」很感慨自己還是淪落嘛！哪一天才能真正悟得清淨本性？有誰能夠知道？誰能

夠給你時間表？輪迴的路，其實是自己勇猛的往前衝，不願意回頭嘛！ 

順治皇帝他非常的羨慕出家為僧，他就作過偈子，他寫過文章。他說：「黃金白玉

非為貴」，因為他有黃金白玉啊！「唯有袈裟披肩難」，要披上袈裟是不容易的。「百年

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這個僧家不是真正沒事幹，我們是很忙的。忙，心不

忙，心是悠閒的。對不對？而我們世間人，心是忙的，忙得在那邊追索。他說：「黃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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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得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他還真的知道自

己一念差。就像我們在修行裡面，十地寄乘裡面，跟修行裡面它有講，它有講，歡喜地，

果報在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