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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0》 

             印可法師宣講          

那這個地方，大家不是很容易瞭解，我們就舉幾個公案，給同學做參考。話說這個

六祖大師他有一個弟子是南嶽的懷讓禪師，這個懷讓禪師呢？他出生於唐高宗儀鳯二

年，那一年的春天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到寶林同一年，所以等於六祖惠能大師去到寶林

的那個時候，是懷讓禪師出生的日子，這個唐儀鳯二年四月八日出生的。 

這個懷讓禪師他出生的時候，白氣上屬天，也就是他出生的那個地方，有白色的這

個氣體，往天上飄上。那過去的年代呢？所有的國師，還有一些觀星相的，總會去瞭解

一下大地的變化。太史就奏這個高宗說：「有白氣飛上天」，衝上天。那這個皇帝就問：

「這個是祥瑞之象嗎？」那這個太吏就跟他說：「國之法器，不染世榮。」這個是法器，

他不喜歡、不會想要我們世間的榮華富貴。那當然在那個時候，佛學佛法在唐朝的時候

是非常的興盛。這個時候這個高宗唐高宗他就「敕金州的太守韓偕親往存慰」，他就派

這個太守韓偕說 你去看看，去看看是哪家生娃兒？他是哪個小子？這個以後這是我們

國之法器，那當然知道他不染世榮，也不用想他來當宰相，他應該是一代高僧。果真如

此！ 

這個懷讓禪師他姓杜，俗名姓杜，十歲，到了十歲的時候，「唯樂佛書」， 他就只

喜歡讀佛書，他就只喜歡看佛書，其他的東西都沒有特別的興趣。當然佛書裡面也是很

飽滿的，其實很多道理，很多文辭，也都是這些高僧、這些有學之士、證悟之人他們所

翻譯的。十歲的時候就喜歡看佛書，也就看得懂，我們到五十歲還看不懂，唉！差這麼

多！對不對？ 

當時有一個玄靜三藏，這是一個法師，他就是告訴懷讓禪師（這個杜家小子）他的

媽媽，他跟她講：「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你這個孩子要出家的話，那

是度無量無邊的眾生，當然這個母親心中，就急需做準備了。我們世間人，一眠大一寸，

這樣抱啊抱，疼啊疼，你叫他出家，我跟你拼了，世間人他不會放的。可是這個母親，

畢竟他會出生在這個地方，一定能圓滿他的因緣，這勢必如此的。 

所以後來他真的出家，至垂拱三年，年十五，十五歲出家的，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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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出家，學律宗，就是戒，戒學的基礎是飽滿的，在通天二年受戒，習毘尼藏，就是深

入戒學，這是很基礎，很穩的，那這種心性它就不會亂飄蕩。一日嘆曰，因為他在讀戒

學，他一日就嘆：「夫出家者，當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說出家人，最後總

是要契入無為法，所以三界當中是在人間呢或是往生到所謂的天界，好一點的享受的地

方，那都不是畢竟，沒有真正無為法，畢竟了脫那樣的殊勝。於是就跟他的同學叫坦然，

兩個人非常的相應，兩個就約好要去「謁嵩山安公」，就道安法師，釋道安。道安法師

是戒學一代的高僧，律師，一代律師。 

他去參這個道安法師，道安法師就跟他說：「你去參，你去參曹溪。」他知道他是

個法器，你的戒學的這個部分，你的規範已經有了，你的基礎是穩的。但現在呢？這戒

學是定的一部分，戒嘛，那你如果能身口意規範得好，應該這個定的部分，是可以有某

一種程度，那你必須從定中再開慧，所以他就跟他說：「你去參六祖」，曹溪就是惠能，

六祖惠能大師。當然這個懷讓參六祖，在後面〈機緣品〉裡面就有詳述，我們說到這裡

只是介紹大綱。 

那之後呢？果真他去參六祖，當然有得法要，是他的嫡傳弟子。之後就在六祖的身

邊侍奉，也就是承事供養自己的和尚十五年。之後，「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就

到衡嶽去，然後安住在般若寺。那現在就開始有故事了，因為他是得道的，他有證悟的。 

他在般若寺，當然有十方的一些禪和子會來參禪。那其中呢？其中有一個沙門，有

一個出家人，叫道一，馬祖道一。這個馬祖道一他就到衡嶽這個地方來掛單，來安單。

然後這個懷讓呢？懷讓禪師總是一看，知道，知道這是個法器，這資質不錯的。所以他

就要跟這個道一講話，他就問他說：「大德坐禪圖甚麼？」因為這個馬祖道一，他是乖

乖的參禪打坐，他打坐是很勤的，每天就在那邊乖乖的坐著。那這個懷讓禪師就問他，

你坐禪是圖個什麼？你的動機是什麼？那這個道一呢？他說：「圖作佛」，我的動機是要

成佛。然後這個懷讓就嗯！知道了。 

每天馬祖道一就乖乖的坐坐坐坐坐，常常這個懷讓禪師看著他，兩個也不對話。這

懷讓禪師就有一天拿了一塊磚頭，拿了一塊磚頭在馬祖道一禪坐的這個旁邊，在那邊磨

啊！磨啊！磨啊！這個馬祖道一看啊！看啊！也沒搭話，最後忍不住了，馬祖道一就問

和尚：「磨作甚麼？」你這每天在用磚塊在那邊磨啊磨，你磨作甚麼？開口了，只要開

口就可以對了。好！他就說：「磨作鏡」，他說我這個磚頭磨啊磨，要做一面鏡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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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道一這隨便想也知道，你磚怎麼能夠磨成鏡？你拿銅來磨還像話。所以他說：「磨

磚豈得成鏡耶？」磨這個磚塊能成為鏡子嗎？ 

師曰，這個懷讓禪師就說：「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我這個磚磨啊磨不

能成鏡，那你在那邊坐啊坐啊坐啊坐禪，你就能夠成佛嗎？這個馬祖道一聽，這個沒有

辯解。我們一般人說，怎麼不對？世尊不是教我們要禪修嗎？那你不是也是教我們禪坐

嗎？那到哪裡都是坐為基礎，這就是叫做愛辯。可是這個利根器，他直接說話對話對主

題，他不會牽扯，我們人就是太愛牽扯，把什麼什麼一大堆，為了解釋我的行為是對的，

那個已經不重要了，那個不重要。現在是針對這個點，馬祖道一知道和尚要指導他，他

說：「如何即是？」和尚你說那應該怎麼辦？我每天這樣坐也不能成佛，那你說該怎麼

辦？ 

懷讓禪師就說：「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他說，就好比人

駕著牛車，然後這個車子不走了，你說我們是應該打車，因為車子不走啊！我們應該鞭

子打車，還是鞭子要打牛？「一無對」，馬祖道一聽了他沒有對話，他沒有開口講話。

我們一般人是這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本來就是要打牛」。下一句就是：「你

就是牛！」一定就是要這樣的。這個只是就回答問題而回答，就事而說。可是馬祖道一

知道，懷讓禪師，這懷讓禪師就是在說他，所以他知道這個重點在哪裡，我今天只在這

相狀上，那我的心是什麼，應該是要瞭解要修心，這裡面要有一些運作。 

那這個懷讓禪師繼續說，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作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

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作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這一段有點長，慢慢講。這個懷讓禪師就說，那你想要學著坐禪，還是想要學著作佛？

如果你今天是學著坐禪，真正的禪，並不是局限在一定的坐相或是臥相，它是一切時中

皆安住。對不對？禪沒有禪相。若學作佛，如果你以為你來學著坐，就能直接等佛，那

佛非定相，佛是什麼？佛是什麼？要引發他的疑團，佛非定相。 

所以「於無住法不應取捨」，在所有一切萬法當中，現在就講到心法，你應該在所

有一切中無取捨。你取坐相，即是坐禪，亦殺作佛。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馬祖道一真

是利根器，他說：「汝若作佛，即是殺佛」。如果你要用坐，就以為可以成佛，那你就殺

了佛，因為佛祂並沒有固定的一個相狀。什麼是佛？你先懂什麼是佛。「若執坐相，非

達其理」，你不可能達到真實的道理，你不可能悟開的。「一聞示誨，如飲醍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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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六祖壇經 50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馬祖道一一聽到這和尚的開示，如醍醐灌頂一般。 

所以在這裡補充給同學聽，禪修你必須懂，若執著於定相、坐相，那只是叫一尊。

是不是？那如果我們是以為可以達到某一種程度，那可能誤解大了。這裡面我們就知道

修身修心，如果還執著有某一種相狀的修法，那麼就不對了，不對題了。話說這個修行

人如果弄不明白，在生命裡看到自己從小到大的束縛，就如同養了一頭鵝。看到了吧！

這叫呆頭鵝，我們。 

這個有一天，這是另外一個公案，有一天宣州的刺史叫陸亙，這個陸亙大夫，他就

去參南泉禪師。見了面，因為畢竟是大官，這官，他就問南泉禪師：「古人瓶中養一鵝，

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他的意思是說南

泉禪師，有人，其實有人就是自己，也就是眾生，那我也就是有一個人，在瓶子裡養了

一隻鵝，慢慢的這個鵝在瓶子裡面長大了，瓶口很小，鵝是出不來的，那現在我們要把

這隻鵝給放出來，而且不可以打破瓶，也不可以傷了這隻鵝，請問和尚這隻鵝要怎麼才

能夠出來？同學，要怎麼出來？ 

其實這個是一個譬喻，我們從小是不是餵養了自己，用什麼東西餵養自己？我們用

了所有自己以為的東西的營養價值來餵養自己，這無非就是三毒，根塵相對的所有的境

界，我們都是用這些來餵養自己，然後自己在這個裡面慢慢的長大。其實這些雜雜碎碎，

自以為的知見等等，是不是架構了自己生命的一個瓶？而自己的佛性，也被自己認知以

為的這些東西給包裹住，闇覆，蓋住了。對不對？鵝是代表我們的佛性，這個瓶子是代

表了我們的所有知見，跟我自己這個身體。那我要如何才能夠看到清淨的法身？也就是

這個鵝，這個佛性，如何能從我的知見、心色二法裡面超脫？而我悟入清淨的真如法身。

但是不可以把我這個心色二法這個身給毀滅了，所以我不可傷鵝，我也不可破瓶。瓶代

表我的知見、我的所有等等、跟我這個色身，那怎麼出？ 

我們是不是會就相上？這個很難，那你就掉進去了，這個和尚他可不掉進去的。和

尚就不出聲，然後大聲叫：「大夫！」你嚇了一跳，你怎麼沒有開悟？這個南泉禪師不

出聲，他說：「大夫！」這個陸亙不假思索的回答：「有！」你是不是反應了？當你反應

的當下是不假思索，是不是清淨？南泉禪師笑呵呵的說：「不是出來了嗎？」原文是：「和

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這個陸亙馬上應諾，南泉曰：「出也」，

出來了，陸從此開解。它不是說大徹大悟，它說陸從此開解，這個時候心開意解。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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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對！就是當下那個清淨，所以一切自然無造作，人家叫你，你會回答，對不對？我

們剎那之間念頭轉太多。 

如果你的孫子：祖母！祖母！祖母！「喂，做什麼？」祖母！祖母！「很煩呢？」

又一直又叫妳：祖母！祖母！「你是牙齒痛嗎？」就是這麼多世俗的知見，這麼多所有

的一切，來分辨每一個現況。所以我們人在所有回答的時候，我們回答話的時候，就看

你這個念轉多久。有的人回答話你會發現，他在保護自己，他在做一種保護。有的人回

答話，他嘴巴在回答，心中在等待，自己慢慢去觀察自己，心中在等待，你要幹什麼？

他在揣測，他不是無念，清淨的相應。一問一答當中，這個只是在一問一答間。 

譬如說你今天，你昨天怎麼沒來？「我就因為很忙很忙很忙，所以我沒辦法來。」

是為了要解釋我沒來，因為你在揣測「你昨天怎麼沒來」。你在揣測我在問你的時候，

是不是要探索你隱私？是不是在責備你？對不對？所以當我的提問的時候，在你的心中

它已經有內容，而那個內容是你想像的，並不是我的內容。所以你在回答的時候，會怎

麼回答？你會怎麼回答？我因為什麼事，所以什麼事，所以我沒來。可是這個人他只問，

你昨天怎麼沒來？「對！我沒來，因為有事。」其實是這樣，可是我們人會怎麼樣？會

保護自己。 

你剛剛為什麼跟那個人起衝突？我們一般人會怎麼回答？「因為他怎麼樣，所以我

怎麼樣。」對不對？修行人會怎麼回答？你剛剛為什麼跟他起衝突？心中馬上第一句，

內心知道，不是用句子，是知道「我起無明、是非、是非心，我看到是非，我跳不出是

非，我起無明。」這個是就問題而回答問題。但是我問你：「你剛剛為什麼要起無明？」

你不是回答問題，你在回答事，你在回答事情，你在為了演一個故事，來告訴我支持你

的理由。但是我問你：「你剛剛為什麼跟他起衝突？」是問你為什麼起衝突，問題主要

是在問你。 

那如果我要問：「剛剛你們兩個怎麼了？」是不是就問事？這就是問事。如果問事，

你說：「喔！我們剛剛兩個起衝突，因為他有他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這個就是對

事，這樣知道怎麼分？要怎麼修？如果問：「你怎麼了？」我們現在問：你怎麼了？會

修行的人說：「我憂傷，我現在有五蘊。」然後我們一般人會問你怎麼了？「喔！我氣

得要死，那個人因為怎麼樣，是不是後面一串就出來？」你不是回當下，你不就問題而

回。那如果我們問：「你剛剛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就是問事。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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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陸亙，他這個點，他心開意解，他知道。重點不是人，不是雜碎的這些五

蘊三毒，重點是從來不真，從來太多的東西在裡面。所以我們常常在別人的話裡面，長

了很多，添加了很多，所以你跑了很遠，而對方也被你介紹得零零落落，你介紹出來的

不是實相，因為那是從你的思惟裡展現，把你心中的相表達出來，而不是實相。這樣知

道意思？好，那我們回到這個經文來，接下來的一段。 

「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

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這一段經文是六祖惠能大師繼續自己設問，然後來解釋。他說什麼叫做禪定呢？對

於外界的一切離相，也就是不住著，這個叫做禪。那對於裡面呢？內心所產生的所有一

切，內不亂為定，不執取，不執取外界的這些相，你自然心就不會亂，這個就叫定。所

以裡外來講，你外的一切有了別，是清淨的，不思善不思惡，是不住，而能了別，能離

相；而裡面呢？沒有因為外境而動盪，那就是不執取，這樣叫做禪定。 

下面一句：「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如果對於外界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六根對六塵 

一碰觸的時候，你如果取了，你執著了某些、某個相，因為你內心有分別見，上次才講

分別智跟分別見的差異，如果你成立了分別見，那麼就是著相，那內心就會自然的動盪。

所以我們一般的凡夫，就是把外界的色，放到心中變法，所以以色來成立一個法在心中，

所以心色就成立了眾生相。眾生是不是心色二法？外界的一切，六根一對的時候執取

了，下了定論，與自己的關係，分別見成立，是不是法就成立？是不是就動盪？ 

所以「外若離相，心即不亂」。對於外界所現的各種色法，如果你能了別，不思善

不思惡、不執取，能自然的離相，這個心不住，也就不亂。這個裡面有一個點，是你了

別的中間能夠覺照。如果你有、取，讀不清楚，那麼你就覺照，馬上離相，這個就是有

智慧現前。如果你了別，不思善不思惡，那心中也不亂，沒有起正念、正觀、覺照、實

相現前，那麼心中是不亂，但是沒有智慧。這樣會分？ 

「本性自淨自定」，如果所講的，如同我們剛剛所講的，是對外界的色法能離相，

心呢？是了別實相的智慧現前，這個也不會亂，因為他是真的明白，這個就叫本性自淨

自定，自然是清淨的，自性原本是清淨安定的，安住在真實的定境當中，這是正念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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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見境，思境即亂」。那如果我們凡夫呢？由於見到境，計度分別，就思惟這

個境，呈現內心就是亂象，是內心會擾亂，內心擾亂，那就得用法門了，這個過程就是

止觀。但是不是討厭這個境，也不是討厭自己能見的這個能力，這心與心所，能見所見，

我們不是討厭這些，不是要泯除這些；而是要得實智，而正等正覺。所以「若見諸境，

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假若能見到一切的境，而內心是不亂的，附帶本身是有覺觀有

智慧的，那麼這就是六祖惠能大師所要講的真定，也就是禪定的定義。讀到這裡有沒有

比較清楚？有。 

古大德都給我們很多的警惕的一些語詞，大德說：「坐破蒲團不用功，何時及第悟

心空？若能一番齊著力，桃花三月看飛紅。」參禪打坐不只是光要注意自己的身體，有

的人注意身體，喔！有夠麻！麻、脹、痛、癢，什麼都來了，嘰哩咕嚕肚子叫，頭痛，

什麼都有，脊椎，喔！好忙啊！忙完了就開始睡，惛沉，唉！不痛不癢了，於是呢？好

一點了，就去了。 

如果參禪打坐，就是在注意身體的變化，然後光要去讓自己這個上面來個舒服，那

個就叫打車不打牛。知道意思？所以禪坐、坐禪，它最主要是要明心見性，不是只是在

磨磚。車子是身體，牛就是我們的心。參禪打坐不是光靠坐的，它要明心，心一明，一

切好辦。那到見性，真的功夫到了就知道。接下來最後一小段經文。 

「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

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說善知識，如果對於外境所有一切，你能夠離相，也就是禪。其實是不是一直重複

重複？只是一層一層的剝，讓你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內不亂即定，是不是綜合前面所說，

「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那參禪的過程，我們如果不能夠瞭解真實的義理，一般就會想要切割，認為外面的

五欲六塵，五欲六塵跟清淨的真如法身，是一分為二。唉呀！外界的這些東西，我只要

跳進去了，我只要活在世俗，就身在江湖，就怎麼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就

是這樣子？其實你人跟身還不是同一件事，你不由己，其實是講心。可是你完全是身跟

外界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在就事而論？所以我們一般就覺得，身不由己，那我的清淨真

如在哪裡？就覺得好無奈，我在世間裡沒辦法修，這個是世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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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懂得，世尊祂不是否認世界，祂不是跟你講，我們大家這樣一口氣都給它去，

不是這樣。祂是要告訴你，在你所處的世間，你要懂它真實的道理是什麼，「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這裡面你懂，你慢慢也知道佛性是什麼，所以真正證悟以後的大德，對於

真如法身跟外界的一切，是合而為一，不是二。 

所以我們學人，不要以為要消滅這個身體，或是等到我四大五蘊假合的這個色身毀

壞之後，才能夠找到我的真如法身。你不要以為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所以悟道的人，

他根本就沒有身體的執著，他看裡面的四大跟外面的四大，沒有什麼兩樣；山河大地，

一切的眾生，也沒有什麼分別。如果你懂得這個，不一定禪坐的坐相，而是在在處處，

都能懂得它真實的道理，其他的一切就等著，你在每個煩惱現起的時候，如何覺察到你

現前一念，從中去悟開。 

憨山大師他就說：「一身獨坐似枯禪，撲盡寒灰何不燃？忽聽樓頂鐘鼓響，一聲清

韻滿霜天。」這個憨山大師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禪坐、禪修，所謂的禪定的功夫，不是

把這個身子好好的坐在那裡，然後成就了枯禪，這是黑洞。如果這樣，撲盡寒灰何不燃？

你永遠也不會開發的。忽聽樓頂鐘鼓響，當然這是個契機，一聲清韻滿霜天，這是在講

他悟，悟的境界，悟後的世界。 

那我們修禪，就是修行裡面，枯木要能遇春風。如果你是枯禪、枯木，你要能遇春

風，要發芽，要能生能發，也就是要能悟。對不對？但是也不可以成為野狐禪，野狐禪 

就是貢高我慢，自是他非，自己小小一點體悟，就以為世間一切我盡見，一切無有如我

者，這就是野狐禪。所以不要讓這個學習的過程停滯，成為槁木死灰，也就是枯木的意

思。 

最後一小段，「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善知識！你要在念念，念念

相續之中，就是現前現前的一念，自見本性清淨，自己能夠迴光返照，能夠瞭解自性本

清淨。你這些雜碎的東西不用害怕，不要討厭你，也不要討厭他，你知道它本空，它是

幻相，它是因緣，它是緣起。這裡面呢？如何是自修？如何自行？如果你能把握的話，

也是自成佛道，沒有人替誰修的。對不對？ 

所以古大德講：「日用現前，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就講我們開始修行的時候，

是不是每天要抓賊？因為六根對六塵，馬上產生了好多的賊，所以是不是要抓賊？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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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賊抓了而沒有賊，應該是二六時中，六根對六塵起大作用，所以放光動地，就是指大

機大用，如果這樣，才是真的參禪。 

那最後再講個公案，說我們參禪、學習，一定要有正確的態度。同學！聽經聞法這

麼多年，到底抓到了辦法了嗎？自己這個辦法用上手了嗎？聽歸聽，都是佛經的，古大

德的偈子，都是他家的，如果沒用，什麼都不是你的。你拿來用了，有體悟了，那就是

你的。也不要執著那是你的，因為那就是所有一切的，本來的道理而已。 

話說趙州禪師，趙州禪師他八十歲還在行腳，可是他很小很小是個沙彌的時候，其

實就是個利根器的，略有小省。話說這個趙州禪師，給大家介紹介紹，趙州禪師是曹州

郝鄉人也，姓郝，他很小，童稚的時候，於本州扈通院，就扈通院那個地方就出家，去

當沙彌。「披剃後，未納戒」，還沒有受戒，還沒有受戒，他就想要去參，於是他就去參

南泉，南泉禪師。 

他去的時候，這個南泉禪師剛好在休息，當然他就在那邊等著，等著。後來南泉禪

師看到這個沙彌，他就問：「 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院」，曰（禪師問）：「還

見瑞像麼？」師曰（趙州禪師回答）：「不見瑞像，只見臥如來。」因為他去的時候，他

在睡覺，他在休息。那這個南泉禪師就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你是有

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這個時候師曰：「有主沙彌。」好敢回，表示趙州禪師他雖然是

一個沙彌，他有心法，他了知心性的東西，雖然沒有徹悟。因為趙州禪師八十尚行腳，

因為心裡不安定，後來果真大徹大悟之後，就安住了。所以度化眾生，不出山，活到一

百二十。 

這個故事講一下白話，說這個趙州禪師很小就出家，是個沙彌的時候就去參南泉。

說實在同學，你沒有一點點的心法，你還不知道去見到禪師怎麼問。總不能問說，「禪

師你今天睡飽沒？吃飽沒？」禪師說，這還用你問嗎？馬上一個棒子給你揮出去。禪師

問你，你以什麼來做供養？「身口意做供養」，你會被打得更慘，你的身造作，口亂講，

意呢？結構是非。很多為什麼被打？就是這樣子，你沒有一點點心法，你去問禪師，還

問不出個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趙州禪師真是塊料，他就去參這個南泉，南泉正好在休息。後來醒過來，

他就問他：「近離什麼處？」你最近離開，從哪個地方離開來到這裡？趙州禪師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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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近離瑞像院」。我從瑞像院來的，當然這個瑞像就是瑞像。對不對？南泉禪師問他：「還

見瑞像嗎？」你從瑞像院來的，你看到瑞像了沒有？趙州禪師他知道，他知道南泉是在

問，你從瑞像院來，你離開瑞像院，你到這裡來，你看到瑞像了嗎？你為什麼要來？懂

的，知道他在問什麼；不懂的，聽不懂。 

這個時候趙州禪師回答：「不見瑞像，只見臥如來。」我沒有見到什麼瑞不瑞像，

不過我看到臥如來，在他的眼裡，所有眾生都是如來，他已經說明他不分別，他也說明， 

他知道和尚您是如來，那如來無相，才真瑞像。所以他也不會回答還見瑞像麼，「和尚！

您好莊嚴，您就是瑞像」，不會那麼俗氣的。知道？ 

所以是不是就一個小沙彌能跟南泉禪師這樣對話？我們大概都對不出半句。這個時

候南泉禪師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他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什麼

叫有主？什麼叫無主？這一定不是在講你是誰剃頭的，你師父是誰，你是屬於誰的徒

弟，叫做有主沙彌，他知道絕對不是問這個。他說：「有主沙彌」，意思是說我心中有主， 

主人，他有心法。 

師曰，這個時候南泉禪師問：「主在什麼處？」你有主沙彌，你主在哪裡？這要怎

麼問，這個就不能回答了。可是雙關語，他回答：「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

這個趙州禪師這不能回答的，主在什麼處？你如果要比這裡，在內，比這裡，在外，不

在內還在外，不在中間，所以一語雙關。他說仲冬嚴寒，這個嚴寒的冬季，伏惟和尚尊

體萬福？和尚您身體可好？只希望和尚您法體安康，因為你問主在什麼，我的主是不能

說出的主，我今天來參禪，您就是我的主，一語雙關。 

「南泉器知而許入室」，南泉禪師知道這是塊料，所以就收他在這裡參禪吧！當然

中間南泉對於趙州有一些點撥，主要趙州當時還是個沙彌，真是不容易的根器，終於南

泉器重他，所以就允許他入室，當個入室弟子，就是會好好的指導他。在這個南泉的身

邊，趙州禪師很是用功的參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