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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2》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地方我們瞭解一下，白楊順和尚他的垂誡。他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是

不是染緣易就？我們很多世間的東西，有習氣、有愛好、有揀擇、分別計較。所以這些

呢？你只要一動念的時候，你就可能色聲香味觸法，這是根對的時候，眼耳鼻舌身對的

時候，所以「染緣易就，道業難成」，因為你就進去了，出去了，就出去了。 

「不了目前，萬緣差別」。所以你沒有安住清淨的心，沒有讓自己安住在一切的覺

性，用自己最高的覺性。你在萬緣差別裡面，祇見境風浩浩，其實只看到這個境界，你

內心解讀出來的這些境界。那這些境界呢？其實這是境風，這不是般若智慧，這是現象

學。 

那你在這裡面呢？當你的心染著了之後，「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講得實在很

貼切對不對？當我們煩惱起的時候，是不是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那個時候什

麼願力什麼，都不知道哪裡去了，是不是？ 

「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這一句注意，「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如果我

們今天修行佛道的時候，我們把學習任何的一個思考，都跟世俗有感情糾葛的想法一

樣，這樣你成佛要很久很久很久。人事物都這樣，你人跟人相處， 好 我今天跟這位同

學，我今天跟這位同學，我今天跟這位同學，這還分，我跟你比較合得來，我覺得你很

好，我跟你不錯，這個人暫時放一邊，道不同不相為謀。 

你在學佛的道上，道念如同情念，如同世間人，如同世間人有這樣區隔喜好不喜好， 

成佛多時，因為你用世間的角度在修行，你用世間的角度在修行，成佛多時，這要很久

很久的。所以你要看怨親平等，修行上面它不是用是非法來修的。那我們一般眾生之所

以會這樣，就像《六祖壇經》裡面開始〈行由品〉，他不是去參五祖嗎？參五祖的時候，

是不是裡面還是有所謂黨派之分？你哪裡來啊？誰功夫好？誰修行好？這些都是道念

同情念，我們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修行裡面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當中，浩瀚無邊的事，浩瀚無邊的現象，浩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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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佛法，在你沒有用在一心的時候，你在這個揀擇，那跟世俗的情念是一樣的。你在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如果你本身沒有辦法體得那個清淨，知道這是因緣，那麼你在這裡

揀擇，你就有界別嘛！你就有眾生跟我切割開。 

那這裡要講，「為眾一似爲己」，如果我們在看所有的一切的大眾，跟自己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做任何事情的時候，用對待自己的那種心，來對待所有一切，來圓滿它，「彼

此事辦」，所有的事都能夠成就圓滿，自己的事，對方的事，都是一致的。 

「不見他是我非，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這是不是就告

訴我們？在一切裡面，不要讓自己執迷，在攀附某一種情境上面。因為你攀附，想要在

這個事件上的一種立論，或是一種自以為的，這是心外求法。那我們在所有一切的展現

裡面，它都是環環相扣，它自然你到那個程度，你就做出這樣的東西來。 

譬如今天有個五星級飯店的廚師，他十幾二十年前是怎麼來的？他是洗菜跟切菜來

的。我們講經只能說我們過去學國語，ㄅㄆㄇ怎麼拼音，所以口齒能不能清楚，這個是

學來的。可是它的內容能夠學嗎？不能學。也就是把佛法拿來實用，用自己的經驗，在

體悟的過程裡面，跟大家共享，就這樣而已。這個就是什麼「為眾一似爲己」，就這樣。

所以我們從小根，他需要，開始學佛的時候，總是範圍，處理自己身心的問題，接下來

能夠有一點能力的時候，可以處理大眾的問題。 

今天我們要來補充一下，在三十頁裡面有談到「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

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因為在唐朝的時候，在這個一般人的心中，確實去承認

世間是有龍存在的。但在這個經文裡面這個龍，「龍能興致」，這個龍是來譬喻我們眾生 

本有的自性般若之智。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呢？已經徹見清淨的本源，所以當然不執，執

著這個相狀，所以這裡的龍是一種譬喻，講的眾生有清淨的般若智慧，能夠在一切裡面

產生妙用。所以如果眾生能夠用自己的般若智慧，在一切當中自度而圓滿所有，所謂行

住坐臥間的所有契機，也就是興大雲雨，能夠潤澤一切草木眾生的意思，能使一切眾生

皆成佛，這是在講自覺而能覺他。 

這裡面還有一段，是三十頁的倒數第三行，他說：我們眾生都有這個般若之智，但

是為什麼不能夠自己開悟呢？「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前面我們有給大家一些補充

資料，也就是這個白楊順和尚的垂誡，講到「染緣易就，道業難成」。我們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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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學習什麼東西比較容易學？壞的比較容易學，髒話記得牢，所以像這一些，都是人

的劣根性。 

在末法很多經論都講到，「業重福輕，障深慧淺，染心易熾，淨德難成。」果真是

如此，如果有一件好的事，還會給它懷疑懷疑；如果有一件壞的事，就好好給它肯定肯

定，然後呢？傳千里。這個就是末法時候一般人的思考邏輯，跟他行為的一種樣子，這

是很糟糕的。 

《在家律要廣》裡面有談到，「末法眾生，障深慧淺，難持易犯」，真的自己該持守

的東西，不經心啊！沒有真的好好用心，要把自己造就好，所以很容易去犯。在這個上

面，沒有一個自己的這種標準。所以談到這個障，好像都別人來障礙自己，經論裡面它

講很明白，障是有兩種，一種叫外障，一種叫內障。所謂外障的話，當然就是一些關係

法，存在的現象。外障分為第一個叫塵緣逼迫，就是所有的環境裡面，所呈現出來的這

些相狀，讓自己感受到壓力，沒有辦法自在。其實這還是我們累世所造的，所以此生此

世，才會感得如此的業報，感得這樣的這個環境，依報。正報、依報。 

所以有些時候，會怪罪於環境對我不利，那你怎麼生到此生此世？怎麼生到這個環

境跟這個年代？然後這個環境之下，也不盡然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逼迫。所以這個外障說

起來，還跟個別，每個人過去生過去世的這些造作有關係。 

第二個叫魔外牽纏，也就是所有的大環境裡面，產生了很多不正確的訊息，然後會

拉著你，清淨正見不知道哪裡去了？似是而非，積非成是，所以在環境裡面， 就好像

有好多好多誘惑你的，讓你不得自在，失去了那個自主的能力。這個外障呢？一定要有

勇氣，每個人要有勇氣，我不受其牽引。我要如何讓我自己在這個上面，有一個中心思

想，這樣你才可以在這上面，不受這種影響而擺動。 

那內障呢？又有兩種，一是疾病夭殤，現在的疾病，年齡層是下降的。那你說，唉

呀！現在的保養品、健康食品、醫療，好像蓬勃發展，這個對於肉體，生命已經有了某

一種，這種疾病的相狀的時候，好像做醫療可以延緩，延緩他的這個死亡，或是壞到空

的這個時間點。但事實上，這個延展也是一種痛苦。 

現在還有一種病，叫做愚癡顛倒。這個年齡層，這更是下降，國中生就可以得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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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了。大學生呢？就有中風的。這沒有說是老年人的專利，也不是你環境裡有多大的挫

敗，才會產生憂鬱。所以這裡面內障、外障，說來說去，就是我們自己沒有正知正見，

在這裡面顛顛倒倒。 

那這些障礙，讓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專注的，可以有力的來修持自己。那在過去這些

大德們，他們在修行的時候，其實心思是比我們單純。我們現在所有的東西，真的是瞬

息萬變，這個電視打開，科技的東西這樣一直變化，你如果不知道，好像跟不上時代；

那有一些八卦的新聞，你不知道，你好像不是現代人；有一些名牌，你沒見過，你就很

落伍。其實這些東西，真的跟自己的法身慧命有沒有關係？是一點都沾不到邊。對不對？

但是人就是在這個上面，一直去追求。 

真實的智慧，經論裡講到，慧有二種，第一種叫方便慧，這個方便慧是從聞思修作

為方便而證得的。第二個叫真實慧，就是見道。見道，就是悟入自己的自性，這個才是

真實慧。 

現代的人哪有在這上面做文章？哪有在這上面用功？唯一有的，都在法堂上這些人

而已。這是要自慶一下，沒有關係。當然也有人在家裡好好用功，是有，但是比例有多

少？這比例太少太少了，如爪上塵，抓一把泥土，放掉，這個指甲縫裡面，就沾惹的一

點點一點點那個塵，所以太少太少了。真的你要這樣用功做功夫的話，絕對有契機，因

為佛法是可以證明的。佛法是真的可以證明，又可以用。 

你如果願意真的在自己的法身慧命上面開發，世間萬象的這些，都不再對你產生極

大的干擾。然後呢？自己即刻，即刻就可以感受到那個自在，煩惱少一點了，這是可以

證明，可以馬上用的。我們說福報，我跟你結個善緣，做一件好事，這個要等到來生來

世，或是你有那個資糧，才會還我的，那是要等的。你好好修為，是馬上用。馬上用，

因為你這個煩惱心，你只要用正知正見去勘破它，你馬上看法就不一樣，這煩惱就淡一

點了。所以修行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你說結個善緣，做件好事，來生來世有果報，此生此世也可能你累積個三、五年，

十年、二十年，好好褒獎一下這個好人好事，那都要等待，活不到那麼老還用不著，還

要再等，等到他有那個資糧才還我們。這個是有來有往的。但是真正學佛這個東西，如

果你能夠瞭解的話，如日處虛空，不管你雲覆蓋到什麼程度，你要好好用功，終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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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這個撥雲見日。我們不要講見月，因為慧日嘛！ 

那這裡面有一些故事，跟這個龍有關的，就來講一個，講一個用功的老禪師的故事

給大家聽。說這個德山禪師，這個德山禪師在西蜀，西蜀就是四川，這個德山他是一個

講僧，就是很會講經說法，他專門講《金剛經》，專門講《金剛經》。因為他在教《金剛

經》的時候，他都在講我們人要如何慢慢的、逐步的看到常、看到斷，我們如何匯歸中

道，那我們如何慢慢省思自己。所以他教導的時候，是根據佛經裡面的次第這樣教的。 

然後在西蜀這一個地方，是非常有名，他都作了一個疏鈔，叫《金剛經青龍疏鈔》。

敢用青龍這兩個字還真敢呢？古時候皇帝是叫金龍，再下一個就叫青龍，它叫《青龍經

疏鈔》。然後他就一直強調，「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因為其實大多數的眾生，

不是利根器，我們是鈍根器的。 

所以他在這個西蜀這個地方講《金剛經》，還真的很有名氣。他講「千劫學佛威儀，

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那個時代，他就聽說在南方，在南方有這個頓禪。可是這

個頓禪的東西，在世尊的經典裡找不到。所以他就想，這個魔子啊！哪個地方跑出來這

個大魔王？他講即心即佛，然後怎麼樣的證悟，所以他很生氣，很生氣。 

那古時候書簡，你這個所有你作的作品文章，都要刻在這個竹片上面，那是很重的。

於是他就擔著，擔著這個疏鈔行腳，從西蜀這邊，四川這邊，蜀道很難走啦！這慢慢的

走走走走，要在南方，要來跟這些魔子輩，要跟他對一對。喔！你這麼行，頓悟成佛，

他就背著好遠好遠，好不容易走到澧州，快靠近了。 

然後走到這裡的時候，就碰到路邊有一個老婆子在賣點心。這老婆婆，老婆婆在賣

點心，走很遠，肚子很餓，擔著這個疏鈔就放在旁邊，想要去買個點心吃。這個老婆婆

因為在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老禪師叫龍潭禪師，所以那個地方蔚為風潮，大

家都有去參禪，所以說起話來，其實禪味還真夠。 

這個老婆婆一看這個行腳僧，就一看就知道，這個是要來，這個是佛子，有修行的。

然後擔著這個東西，一看就是他的著作。知道啊！她就問這個德山說：「所載者為何？」 

是什麼？你背負的是什麼？他就很自大：「《金剛經疏鈔》，這是我的著作」。這個老婆婆

就說，我有一問，我有一個問題，你如果答得很好，答得出來，那我歡喜的這個點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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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您大德；你如果答不出來，抱歉！你到別的攤子去買。這個路上也不盡然那麼容易找

得到這個點心攤子。她說：「若答不得，別處買去。」你去其他的地方去買東西，我不

供養你，不賣你。 

德山就回答：「但問」，你問。這個婆云，老婆婆就問，「《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哪個心？」你現在跟我買點心，過去心不

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是要買哪一個心？悟不悟在這裡一看就知道，

因為你已經就她的境，就她的話題，你不是安住，悟不悟就這樣。悟的！他不會，他不

動，因為你要問，他要不就是問難，要不就請法，只有這兩種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問

難的，還是請法的，還是在對的。他也不會對，但是她就對，他把這個問題抓到了，所

以剎那之間，不知道如何回應。 

山無語，然後這老婆婆當然就讓他踢到鐵板，一個賣點心的老婆婆，比我還要厲害，

實在是面子不知往哪裡放？但是還是很有心，因為這個德山本是講僧，他很有心。然後

他就問老婆婆，這附近的情況。這個老婆婆就跟他說五哩外，從我這個攤子五哩外，有

一個龍潭禪師，真是了不得，你該去那裡參一參。 

這個德山當然已經受挫了嘛！但是走到這裡來了，怎麼可以不去參這個大德？這個

南方的這魔子，還真的很厲害，他就背著去了，還是去了。一入門，這個山門一進去之

後，馬上就開口。進去都還沒有觀察觀察，瞭解瞭解，馬上開口。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 

真的是很自大，他說我好久就聽到龍潭，龍潭這麼威嚇顯揚的，這個禪師的名號。

及乎到來，我現在已經到了，我已經到了，潭又不見，也沒看到什麼潭，龍又不現，也

沒看到什麼龍。是不是很誑妄？因為他是來踢館的，他是來踢館的。 

這個龍潭和尚，其實他就在屏風的後面，他就在屏風的後面，他聽到了，他沒有跟

他對。然後他就出現了，然後就因為他聽到「潭又不見，龍又不現」。然後他就出來了，

他說：「子親到龍潭」。他很溫和的回答，你真的到了龍潭。你要怎麼標是你的事，子親

到龍潭。 

然後這個德山，這個原來就是龍潭禪師，他就給他作禮，然後當然去掛單，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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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六祖壇經 2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這個安單，因為他心急，他想要較量高低。寺院都有寺院的規矩，第二天會上堂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請法，但是他急，他晚上就跑來了。晚上跑來，就站在這個龍潭禪師的身邊，

「都不去」，就靜靜的一直站在那裡，因為他也不知道怎麼開口。當然這故事我們不在

現場，我們是根據大德的著述看的。 

「侍立更深」，他就一直站在那裡，到晚上很晚了。這個龍潭禪師非比尋常，我們

一般人都怎麼樣？演一齣戲給你看。一般人，唉喲！這麼晚你又來，什麼事那麼急，來

這裡坐這裡坐，來泡個茶，我們世間人就怕冷場，我們世間人就有那種攀緣附會之心，

但禪門不是。 

這個龍潭禪師他就靜靜的，好像他不存在一樣，他也沒搭理他，因為他是來參的。

你參，有的時候會主動開口，譬如六祖參五祖的時候，你打哪兒來？南方獠子，獦獠，

對不對？那這個地方，他就一直站在那裡也不離開。然後這個龍潭禪師，很晚了，他就

說：「何不下去？」你怎麼不回去寮房休息？然後德山等很久了，這禪師都沒開口，他

說你怎麼不下去？他就想說，很久了，他就給他道晚安。「山遂珍重」，就是跟他道晚安，

退下去。 

退下去，出了這個門一看，外面黑漆漆的，黑漆漆的，他初到這個地方，他的寮房

在哪裡？方向感可能還沒有抓得很清楚，他就回頭再回來。他就回頭，然後這個龍潭禪

師就問他：你怎麼又回來？他說門外黑啊！外面很黑，暗暗的。 

龍潭禪師，「潭遂點紙燭度與山」，這龍潭禪師，就點了一個蠟燭，然後一個，這個

叫做什麼？燈籠，現在說燈籠，就是一個燈籠，然後就交給他，就這樣要拿給他。這個

德山他手要來接，「山方接」，這個德山他手就要來接，燈籠就是應該，他要來接的時候，

這個龍潭禪師，就把這蠟燭吹熄。這個德山當下豁然大悟。 

聽這個這種開悟的過程，大家都很羨慕，但是這裡面有學問，我們來解解學問。這

個德山初訪龍潭的時候，是不是趾高氣昂？他心裡是有東西的，東西就是要來跟你較量

較量，是他心浮氣躁。來到這裡講的是「潭不見，龍不現」，可是人家這個龍潭禪師呢？

是溫溫和和，不動，這個不被風動，亦無旛動。對不對？所以他說：「子親到龍潭」，你

真的是親自已經到了龍潭。其實他也看得出來，你差不多契機只差在哪裡，因為他很有

名。這個德山在講《金剛經》，講得很有名，所以他還是溫和的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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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還是想一探究竟，所以晚上又跑去那裡站。這個龍潭不動啊！這個時候德山

的心，是不是慢慢的靜下來？冷靜了，從非理性達理性了。然後因為他本身也是有修為，

不管他有多少的思惟，多少的懷疑，到這個時候大概也看到，嗯！這個一山卻有一山高，

於是他的心就寧靜下來。當這個運作，他要接燈籠的時候，他當下把它吹熄，剎那之間

根塵斷落，這就是根塵意三者皆斷。 

我們一般是不是根對塵？然後你產生內心的思惟這個意。你這個根塵，你本來以亮

光，本來有覺受，當這個蠟燭被吹熄的時候，其實根上發生作用，也就是眼根本來亮，

然後現在忽然之間大轉變，熄滅。那意根呢？這個意根，本來有個天黑，本來有要回寮

房，本來有一個念頭，是找不到答案，但是已經寧靜了。所以這個根塵意當下切斷，就

是什麼？一念不起全體現，當下大悟。這樣懂了這個開悟的過程？所以他就禮拜下去，

禮拜下去，老禪師當然會驗一驗。 

這個龍潭就說：「子見個什麼便禮拜？」你是看到了什麼？所以你要頭磕下去，你

要禮拜。「山云」，德山就回答：「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我從今以

後，我不敢隨便再懷疑那些老和尚你們的舌頭，就是你們真的有兩把刷子，真的有你的

辦法，因為他來這裡才悟的。你讀，再怎麼讀，讀多少？講多少？你沒悟就是沒悟，是

來這裡才悟的。 

「至來日」，到第二天，「潭上堂云」，這個龍潭禪師上堂，就是禪門的第二天早上，

早課完大家可以開示，他會開示，大家來請問佛法。這個時候其實他很讚歎德山，他很

讚歎，這個是一出手嘛！一出手你馬上悟開，這就是自己功夫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九，這樣，自己功夫有做嘛！所以他就說：「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因為

這個德山很有名，他已經很會說法了，是不是牙如劍樹？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他所說

的法，已經有那個力道，「一棒打不回頭」。而且他想要參禪，他還有這種勇氣嘛！對不

對？有這種根器，一棒打不回頭。 

「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他的意思是說，改他日的時候，別個時

候，向孤峰頂上，意思是什麼樣？孤峰頂上是譬喻他已經不遮掩了，站立於須彌頂上，

徹見佛性嘛！立吾道去在，可以把我所說的這個頓悟之道這種法門，好好的去弘揚吧！

他不會遺失了。見道之後怎麼可能遺失？悟道之後，他已經懂了，他悟開了怎麼會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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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個時候，德山他已經知道，他的疏鈔寫的不過是文字屁話。所以這個時候山

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他就是在這個法堂的前面，把他這些疏鈔，竹片子寫

的這些，當時到底是書卷還是竹片子，我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用扛的，擔的，當然是

很大很多，所以他就在當場，用一把火把它燒掉。 

然後在燒的時候，他就說了這個偈子。「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

似一滴投於巨壑。」他就講了這個偈子，他說窮諸玄辯，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用盡

了所有的心思，只是在辯、玄解釋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呢？就好比是一根的毫毛，

放在太虛，這是所有的虛空中。因為你經論裡，你再寫更多更多，也不過是這樣片面而

已。「竭世樞機」，如果你窮盡了世間所有所有的功夫，所有你的能力，「似一滴投於巨

壑」，就好像是一滴水，然後滴到一個大江大河裡面，這樣而已。你以為你有多大的能

耐？你以為你讀得多少？多精專？其實都是一樣窮諸玄辯，沒有悟就沒有悟，你就是沒

有辦法開啓法身，遍一切處。所以他就講了這個偈子。同學聽了有沒有很感動？回來就

是要怎麼樣？反觀覺照吧！好好看到自心這個迷悟的程度，好好的修。接下來。 

若開悟頓教，不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

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這裡惠能大師就講，他說如果眾生瞭解這個辦法，那這個是什麼辦法呢？最上乘

人，最上乘的上乘的禪法。那如果大家能夠瞭解這樣，心開意解，領悟我們自心本自清

淨，那你就不會向外，這樣心外求法，追逐境界，以為這個就是修行。我們任何的佛經 

告訴我們很多整理的辦法，整理完之後，是不是要回歸？看到自己本身應該怎麼樣去修

持而改變它，它不是在外界上面，想要得到一個什麼的答案。 

所以他說「但於自心常起正見」，只在於自心，只在於自己的心性上面，你要永遠

的安住這個正見。安住這個正見，不是所謂我們講執著的那種住，安住；也就是任何一

個煩惱、一個困惑、一種思緒，情緒起來的時候，你要這個正見，如實了知世間跟出世

間的因果，然後能夠真正的，真正的審思諸法的性相，有漏跟無漏的這個慧能夠現前。 

所以常常這個上面，有一個念頭起來，你就知道這是因緣果法，這有漏諸法生滅相，

它的背後理體是無生滅。所以我執取而執著，起五蘊，這種狀態，這個正見出來了，煩

惱塵勞就不能夠染汙，這個時候隨即不住，不陷在這個煩惱五蘊當中，這個就是一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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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捷的辦法。如果這樣的話，即是見性。因為你沒有雜染，沒有雜染，也就直接等於安

住在清淨的佛性當中，就不用談你是輪迴，也不用談你有必要悟，因為你沒有錯，你本

來就是在這個一切的覺性清淨當中，就是稱性。 

所以他說，善知識，內的知見跟外的境界，你都不住，自然就去來自由。能夠這樣

子的話，就能夠慢慢不沾惹這些煩惱塵勞。那如果過去有的一些習氣，過去到現在因緣

呈現這個果，和合的時候的任何情形，你都能夠常起正見去觀照它，也就能夠除去自我

的執著心，能夠通達而沒有障礙。如果能夠照這樣修行的話，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這個《般若經》，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大般若經》、《般若心經》，都

叫《般若經》，還有《金剛經》也叫《般若經》。當然《般若經》，還有文殊師利菩薩所

說的《般若經》很多。如果能夠照這樣修行，也就是總持《般若經》所教導的辦法，就

沒有什麼差別。《般若經》闡說般若波羅蜜深理，這個甚深的道理，這個是總稱。在這

個地方，同學知道內外怎麼不住嗎？知不知道內外怎麼不住？ 

又有個禪門公案，給同學做個參考，這個我們怎麼住？我們看到什麼就住什麼。眼

睛看到，就分辨了；鼻子聞到，就喜好；聽到的時候，就要內心思惟、推敲一番，所以

常常什麼都住。說這個老禪師，要這個弟子們可以契入，契入每個因緣，所使用的辦法，

說實在，真的是有力道，有時候很殘忍的。 

舉個例，在唐代有個雲門文偃禪師，這個雲門文偃禪師，他曾經去參浙江建德的道

明襌師，因為歷代道明襌師有很多個，所以這個地方是講睦州的這個道明禪師。然後他

曾經去參，這是中間的一段。他要去參學的時候，這個禪師就門大剌剌的開著，這個參

和子就來了。這個雲門文偃禪師，他就這個門，門檻、古時候的門檻，腳就這樣踩進去，

一腳跨入這個門檻，踩進去，這個道明禪師門就用力關上，門就這樣關起來。他就喊，

唉喲！好痛喔！就很痛，腳被這門夾到。 

道明禪師說：「誰在喊痛啊？」我們一般人都怎麼樣？沒有看到人，把他的腳踩下

去，唉喲！對不起！對不起！唉喲！你怎麼了？有沒有傷到？這是我們正常人反應。但

是禪師他這個是在作用，他這是他接引的辦法，他不跟我們世俗人的反應一樣。這個雲

門禪師，他就回答：「老師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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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去，門就關起來，他就唉喲！很痛。他說：「誰在喊痛啊？」他說：「老師是我。」

道明禪師問：「你怎麼痛啊？」雲門禪師回答：「我腳在裡面」。當然我很痛，是不是正

常人反應？讓你正常，可是他不正常，他是禪師，他是冷冷靜靜的看，在考核你。他說 

我腳在裡面，道明禪師就問：「你腳在裡面，你人在哪裡呢？」雲門禪師就回答：「我在

外面。」 

你腳在裡面，人在外面，我在外面。然後這個道明禪師就繼續問：「你人在外面，

腳怎麼會在裡面？」這門還是不幫他打開，你人在外面，腳怎麼在裡面？這個就是利根

器，我們悟就是要悟在六根中，沒有第二個法門。同學，你不用懷疑，你不要以為外太

空還會有一個什麼東西讓你悟。都是在根，就六根門上，跟意識結構的地方，去打破所

有的連結。 

這個雲門畢竟是利根器，這個時候突然他覺悟到，這個只是個覺受，人的本性沒有

分內外，可是我現在竟然執著於我有身體的內跟外，環境的內跟外，世間的內跟外，你

跟我，門跟腳，善跟惡，大跟小。所以這個時候，當下就有所省悟，所以這種激烈的辦

法，讓你去破除那個較量執著之心。 

那我們在修行人，對於凡夫眾生相的這些相對應的這些分別，都有分別計較執著，

所以被這種虛妄的自我意識扣得緊緊的，每天都在裡面跑不出來，所以束縛，沒有辦法

超越，所以讓禪師才會用這麼猛的方式。在開堂的前幾堂課還講到那個指頭就給它切下

來，記得嗎？讓他痛到所有一切的概念，全部融化而開悟。這禪師有夠狠的，把自己弟

子的指頭剪斷，因為他學他。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裡面，這個經文裡面講內外不住。禪師

都會使用各種方法，讓這個弟子有一個突破的點，讓你沒有辦法去設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