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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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六祖壇經 5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2》 

             印可法師宣講          

所以我們真正要修行，不管你是事懺理懺，終究是要清淨無為的。剛剛有講：「如

湯潑雪，盡淨無餘」。所以真正的懺悔，要能夠這個當下契入，我過去所造諸惡業，我

知道，但我知道過去是無明，但我知道現在不犯無明，現在證得空性，所以一切是空。

那從這個開始之後，我就不會亂起意，剛剛不是講意地嗎？我們意識裡面，所以不會亂

起貪瞋癡，去造作這十惡；於是是不是真的懺悔？過去到此為止，而現在是不是清淨光

明？這個就是真懺悔。所以藉由事而入理，那這樣子，所有一切就可以圓滿，但我們眾

生是不大可能的。 

水懺的故事 

舉個例，大家都知道水懺的故事，說這個水懺的故事，是有一個大德，這個悟達國

師，他還不是國師時，他在四處雲遊，跟這個西方來的一個僧，邂逅在京師。那個僧，

當時這個胡僧也就是以前說印度，這個胡僧他患了一個迦摩羅疾，迦摩羅疾是一種身體

會爛會臭的一種病，所以他的腳、身體都流膿。那當時的悟達國師，他的名字叫知玄，

他還不是國師，還年輕的時候叫知玄，然後大家都不喜歡跟這個僧人在一起，因為他身

上很臭。但是這個知玄他很慈悲，他就照顧他，然後幫他照顧得很妥當，病況也痊癒了。 

這個僧要離開的時候，他們要離別的時候，他是一個悟者，說這個僧，這個僧他是

一個開悟的，他是有證道的，他還是有迦摩羅疾。對不對？好，那他就跟這個知玄講，

他說你以後如果有難的時候，你可以到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就是我們一般講九隴山，

這個九隴西蜀，西蜀這個地方的九隴山，你可以去那裡找我。那我住在哪裡呢？有兩棵

大大的松樹，我在那裡，住在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小我安住的地方。 

這個知玄他是很有修行的人，可是他對於過去生過去世知不知道？不知道，這就是

問題。我們為什麼有時候要事懺，然後要發願，然後契入空性？我們從大德身上，就可

以看得出來，他也是一代高僧呢？這個知玄。後來他就安住在安國寺，他法緣很好，也

很有修為，也很謙卑。那個時候懿宗，這個懿宗皇帝，唐懿宗，他就親臨法席去聽知玄

講經，他聽得真的是法喜充滿，於是就賜一張，一張沈香做的一張法座給他。恩渥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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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六祖壇經 5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就對他很禮遇。 

這個時候就這樣一念，我們就說，縱使你累世修，你到這個時候，這個一念當中，

你這個一念當中會不會十惡？會不會意念又動了？又起貪愛了？難保啊！因為你過去 

有這個因，有這個緣；那你如果過去沒有惡因緣，那你現在起貪念，你就好好貪，那你

起瞋恚，那個人倒楣，你又造作。對不對？你愚癡，愚癡在自己的心裡，凡夫就是這樣。 

對不對？如果修行人的話，貪瞋癡他看得很明白，他就看得很明白。 

這個悟達國師就一念，一念之間，就有一點點的那種叫憍慢心，你看！我修行真的

不錯，皇帝還賜給我這麼一張沈香做的這種法座。喔！這不得了！價值連城，所以就起

了一個高慢的心，之後他的膝蓋，就長了一個人面瘡，這個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有

眼睛眉毛的，而且還會講話，跟他索討食物，你還要拿食物餵他，他喳喳喳還把它吃下

去。可是他就搞不明白，他是這樣人面瘡開口吞啖，跟人沒有兩樣。 

這個悟達國師，他已經當國師了，所以他號悟達。這個悟達國師，其實也不知道怎

麼辦，就是痛苦，每天就是痛，說起多大的煩惱，歷史上是沒寫。如果一個得道的高僧， 

也有悟開的人，他是不會內心裡起很大的煩惱，但是他有沒有病相？有病相啊！很痛苦， 

遍尋名醫，求醫莫效，就是沒有效果，醫不好。然後醫不好，國師他也唉！算了，名利

也不在乎這個。 

然後他就想到以前的那個僧眾，他有跟我講，我有難的時候去找他。於是他就千里

迢迢的，走走走到西蜀九隴山，真的看到兩棵松樹好大，中間就有個寺，寺也很不錯。

然後他去到那裡的時候，這個佛寺煥儼，就金碧輝煌的，很莊嚴。這個僧，這個僧就已

經站在門口要迎接他，就知道他會來。因為他知道，知玄你過去有殺業還未解除，他知

道，悟者可以看得明白。 

那這個他們兩個就相見歡，晚上就在那邊說，他問他說：「你有難，你到底什麼事？」

知玄就跟他說：「我很難過，我這個人面瘡，我這個瘡讓我很痛苦，我就是不會好。」

如果是業障病就是不會好，這樣就比較簡單。這樣知道吧？業障病，它就有兩個處理辦

法，第一個你一定要慚愧，你一定要慚愧這是果。那你類推，你一定有那一塊的那種因，

所以你要慚愧、發願、發心，但是你心中還要知道這是過去，那你現在要空，更要瞭解

這是圓過去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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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就很痛苦，這個僧他就跟他說：「不用擔心，明天我們這邊有一條山泉，明

天我叫童子帶你去泉水那邊，掏個水洗一洗，洗一洗，你的腳一定會好。」那這個時候

悟達國師當然能好最好，也沒有辦法了。 

第二天早上黎明的時候，這個童子就帶他到這個泉水邊，這個泉水邊，他就要掏這

個水，掏這個水要洗他這個人面瘡，這個人面瘡，這個瘡忽然就說出人話來，他就說：

「未可洗」，你先不要洗，他跟他說先不要洗，「公曾讀西漢書不？」你曾經讀過西漢留

下來的歷史典籍嗎？然後這個時候悟達國師說：「曾！」曾讀，曾讀。這個人面瘡就跟

他說：「你既讀之」，你讀過了，「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這西漢的典籍裡面，有一個

袁盎他錯殺晁錯，這故事你知道嗎？大官袁盎錯斬晁錯，然後「公即袁盎，吾晁錯也。」

你那時候錯斬我，在東市，什麼午時三刻，「就東市錯斬」，腰斬，腰斬晁錯，他說你就

是袁盎，我就是晁錯，你那時候是冤枉我，錯斬我的，「其冤何如哉？」那個冤屈有多

大呀？西漢到現在唐朝，是不是很嚴重？ 

可是這個悟達國師有沒有開悟？有啊！他是國師，所以這麼大條的過去所造諸惡

業，沒有入心將心懺，你還不知道的，沒有現前的時候，你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悟開，

你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業障，多少怎麼，那是一定你有，你本身去認知到過去所造諸惡業，

它確實因緣業這一塊，你有去讀它，你就會知道；你如果沒有去讀它，你就不會知道。 

我們就讀佛的，祂有講，祂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現前的時候，祂都把過去講得很

明白。那我們在每個起心動念，跟每個現前的時候，你能不能懂得過去的因緣？能不能

懂得未來的走向？所以修行到某個程度，其實自己的過去，跟自己的未來兩條線，一個

是過去的這一條，左邊，一個右邊，兩個都貫通，這個還可以去看到答案的。所以有多

少知道嘛，自知時至嘛，那你要到哪裡去？有的知道，有的是不知道，所以悟有深淺。

對不對？ 

然後呢？他說你錯腰斬東市，我這個晁錯，我被你腰斬東市，我這個仇恨有多大？

我一直要報仇，我一直要找你報仇，「而公十世為僧」，那你十世都一直是出家人，「戒

律精嚴，報不得其便」，而且你持戒律持得很嚴謹。你持戒律很嚴謹，你根本就沒有犯

錯，你也沒有起錯誤的心念，所以我沒有辦法有一個管道靠近你報這個仇。 

所以為什麼修行人要持戒？那好，他持戒，可是他過去，過去有沒有解決？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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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著解釋，啊！這樣不要持戒，過去的才能現前，千萬不要這樣子。懂嗎？你要持戒，

你就不會犯現在開始的錯。對不對？你持戒的話，是不是現在開始你就沒有錯？你照如

法如律，你就沒有錯，至於過去的，如果你發慈悲心，你願意，你都可以讀得懂的，都

是可以讀的。但是那個時候悟達國師他是沒有讀，他是沒有在自己這個上面，把自己的

歷史看一遍。世尊就有，世尊就講祂過去曾經當過什麼什麼什麼，都很清楚。 

然後他說：「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我今天為什麼能夠報這個仇？

因為你接受了皇帝的賞賜，而且你過奢華，你過奢了，那你的名利心已經起了，所以你

戒體有破，有破損，所以我就能夠害你。今天呢？蒙迦諾尊者，那個胡僧就是迦諾，迦

諾尊者，那個迦諾尊者他慈悲，他要洗我以三昧法水，因為他是一個修行者，他用這個

水呢？因為他這個法堂，他這個寺其實也是幻化的，就是他的神通力變現應化，要來度， 

要來解他們，知玄也就是悟達國師跟這個晁錯，晁錯的本身的冤孽。所以他說：「今天

迦諾尊者慈悲，用三昧法水要來洗滌我。」當然這是他的功德力，然後從此之後，我也

不會再找你麻煩了，就此為止了。 

這個當時知玄魂不住體，嚇一跳，原來我以前錯斬你，當下很快的就捧了這個水趕

快澆大腿，這裡面還是有東西可以讀的。他如果說：「知道！真的，我過去真的這樣殘

害你」，馬上繼續對談，把這個故事跟慚愧心發露，他也可以這樣發露，發露跟他求慚

愧懺悔，但是他當時是怎麼樣？「時知玄魂不住體」，當時嚇一跳，原來我曾經殺過你，

可是我現在很痛，你說不找我麻煩了，「三昧法水洗愆尤」，於是他趕快掬這個水趕快洗，

這個洗，「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他就是說，這個很急的趕快掏個水洗它，然後

痛徹髓，痛入骨就對了，痛徹心髓，絕而復蘇，就昏倒了，昏倒之後再醒過來。 

醒過來了時候，這個人面瘡也沒有了，也不見了，表示這種是什麼？業障幻化病，

像這種業障病很奇怪，跟我們機體上的病有一點不一樣，業障病抽去的時候，如風吹，

船過水無痕，就沒有了，業障病是這樣。那我們一般如果說你四大不調，你就是西瓜吃

太多，拉肚子，那這種的拉拉拉拉拉，這種就是說，此生此世的沒智慧，愚癡所造的，

造作嘛！那四大地水火風不調，拉一拉也就好了。 

可是業障病，你弄來弄去它會跑，它就是會跑，而且它就是不會好，這種就叫業障

病，這種就是過去生過去世來的，這是有業障。那你如果是所謂老化，正常老化的狀態，

很正常，你要接受，可是它不會產生到一個非常奇特的，那這種就是純屬業障病。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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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他就是洗了，然後很痛很痛，痛入心髓，然後昏倒再醒過來。醒過來的時候，

這個也沒有了，人也不難過了，回顧這個寺，它根本就不見了，已經看不到原來那個寺，

也看不到那個童子。 

所以知玄也就是悟達國師他知道，這就是佛菩薩的慈悲，得道高僧他真的是幫助

他。但是有一點，他雖然好好修行十世為僧，而且持戒嚴謹，但是他累生累劫是不是還

是有積怨？那這個積怨，如果你沒有遇聖賢，你根本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如何解釋。

所以後來他就發心寫了三昧水懺，縱使一代高僧，有的東西，有的事情，曾經造作過的，

會不會現前？會，你還是得接受，你還是得從心懺。如果你懺了，也做了，這個晁錯呢？

他是不是他的冤魂，一直在你身邊繞？我們來讀這件事，我不是要說鬼故事嚇唬大家。

晁錯他說，我一直找機會要報這個仇，可是你十世都為僧，他是不是當了十輩子的鬼？

十輩子的鬼，在你的身邊纏著，但是就糾纏不了你，無法讓你痛苦，因為你持戒嚴謹，

他就沒有那種很奇特的那種情形，他持戒嚴謹，相安無事。然後他如果這個時候，有曾

經對於自己每一支，我們不是有十惡？每一支真的好好的懺，你真的好好的懺，你一定

會對過去你所殺的眾生，所讓他痛苦的眾生，然後真的懺悔，向他們求慚愧懺悔，然後

再宣說法義給他聽，晁錯會不會在身邊聽到？會。 

所以為什麼修行人有時候他只讀空，而忘記不空，他只說這個都是假的，這都是假

的。世尊沒有說這是假，世尊說當時你結構對方跟你當中，心中意識已經結構了，所以

你是不是要將心懺？你知道是空，可是你要撈撈撈到空，他也要撈撈撈到空，兩個就不

來電了，他入無為，你也入無為，是不是就空？那如果你沒有懺呢？當然他還留著某一

些訊息，對方的不甘願，後來他當然是大發心的懺悔。三昧水懺裡面就結集了很多懺悔

的片段，世尊所說經文裡面懺悔的片段。 

那我們修行裡面，說實在這十惡業，我個人也有一些小經驗，我過去真的是果報，

真的果報，叫多病。是不是多病？多病就是殺業，過去我也是多病，短命，就還沒短到，

就趕快懺就沒短，就還在，那還在也不一定叫長，搞不好明天就沒有了。對不對？但是

呢？那個時候就曾經遭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頸，疾病、死亡，像這些就是很明顯的殺業，

過去生過去世到底有沒有殺？我不敢說沒有，所以根據這十支，我就乖乖的照著世尊所

說的話，一支一支懺，一支一支懺，一支一支發願。那你慢慢懺，慢慢懺，真的，你慢

慢懺就好像跟你對不起，我願意，痛我也甘願，就這樣慢慢懺，慢慢懺，你這個病會跑，

後來就不跑了，不跑就固定了，固定就有地方可下手了。有地方可下手，慢慢治，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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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慢慢治，那真的將心懺，真的也發願，也把這個身捨了，就終於從事懺而入理，從

入理而這個事，兩方入無為不來電，那個病就像翻書頁這樣翻牌，就沒有了，真的就這

樣，就這樣翻過去。 

那同學，世尊也是這樣告訴我們，大德也是這樣告訴我們，但是不要你掉入事懺。

你事，為了要達那個理，那你也不能掉入理中，然後這個事都沒有，我堂堂一個國師，

那知玄一定是悟得空性的，悟達國師為什麼這事還是會現前？因為你還是要處理嘛！我

們不是講過嗎？你家有垃圾一包，這個味道是空，我不著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垃圾的味

道，嗯！不思善不思惡，不知香不知臭，所以這個味道無所謂，眼睛看到蛆在走，唉呀！

這個不思善不思惡，這個蛆不怎麼樣，隨其生滅，我們假設。 

空，禪坐一炷香，我也能空，在境界中，你真的空，出定的時候還是臭。臭我無所

謂，你家到最後，你也是臭，環境也是臭，一切也是臭，因為你著空，可是這個垃圾它

不空。知道意思嗎？事懺就是把這個垃圾處理完，要不然你堆肥，要不然你火燒，要不

然你處理掉，是不是才真的空？環境你是不是空，你的心也空？也不用這樣，用這意念

一直去打它，不執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叫言論裡面的空，那是假的。以這樣舉

例很清楚？ 

所以是不是要理事都要圓融？你過去人家結構來的，你還是得處理。所以懺悔業

障，佛教就告訴我們，佛教告訴我們，我們要這樣觀察所有一切，「如明鏡當臺」，所有

一切的如面，清淨的，雪亮沒有汙垢的鏡子在這裡反射，那我反射，就可以看到我貪瞋

癡，我的行為不應該這樣，我要如法如律。那「如明珠在掌」，就自己的佛性，好像掌

握在自己手中，用清淨的覺性看所有的一切，這樣行住坐臥就能夠得大自在。所以這個

明珠在掌，就是講我們的佛心、我們的般若，它並不是很遠的地方，你要去哪裡借一個

明珠，不是！也不是你可以從哪裡得，它本來就是，本來就在。 

我們如果修行，事懺理懺，今天在講十支，十支，有一個偈子說我們這個佛性，我

們現在是不是雜染包著，看不清楚？所以「猶石中之火，若無人扣擊，千年萬年，只成

頑石，終不成火用」。我們這個清淨的覺性、我們的佛性，就如同這個石頭，它兩個相

撞擊的時候，打火石是不是會出火？那如果你沒有人扣擊它，你沒有把它拿來對打，千

年萬年，它只是一塊石頭，只成頑石，「終不成火用」，它也不能夠發揮，它可以產生火

花這樣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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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人人心中有佛性，如果你不修不證，那你也不可能發現。但是剛剛講平常

心是道，跟這個要接起來，我們剛剛講的平常心是道，是不是就截止了十惡？截止了十

惡，所謂的不平常的心，是不是就是有念頭？有你想像，有你的貪，有你的瞋，有你的

癡，這個就是不平常心。平常心的話，你是不是就知道緣起緣滅，緣起性空，那因緣果

這些？所以你看實相，而不是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法相、非法相」，都

不是！ 

所以如果你平常心，也就是我們安住清淨真如當中，那也就是沒有十惡。對不對？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是所有現象現起的時候，就是在修的意思？但是修無修之相，那這個

就是，是道嘛。所以「石中之火，無人扣擊，千年萬年，只成頑石，終不成火用」。那

我們如果懂得，懂得自己宅中寶藏，我們懂得自己有宅中寶藏嗎？同學，懂得你有佛性

嗎？不用懷疑，你如果懷疑，這對不起我，其實不是對不起我，是對不起你自己。對不

對？如果你還懷疑「宅中寶藏，匿濟乏於孤窮」，那也沒有辦法，對於你的孤窮有所幫

助，因為你不認識它，匿的話就是藏著，濟乏於孤窮。對不對？ 

衣內明珠，這在《法華經》裡面講，有一個窮人，窮困潦倒，他遠房親戚要離開的

時候，把他衣服裡縫了一顆明珠，價值連城，他不知道，那個人也沒講，就離開。後來

他還覺得他很窮，去做了很多很低賤的工作，好辛苦，這是一個譬喻。「衣內明珠」 也

是在講我們的佛性。「衣內明珠，弗解貧於傭作」，你如果不瞭解的話，你還是很貧窮，

一直造作東，造作西，為了想要去取得你生活的資糧等等。 

所以我們修行是為了明心見性，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拋下我執、我見、十惡、一切的

迷惘、一切的分別，這樣才能見自本性。是不是要自己這樣修？是啊！自己這樣修，從

事懺、理懺，藉由這個悟達國師的三昧水懺，跟大家說明白，生命裡你所有現前的逆境，

你如果看不懂，你如果看不懂，就用清淨心，就用清淨心去圓滿它，不要想，不要把這

些都跟自己的貪瞋癡再結構起來，再起煩惱。你接受它，但是你要慚愧，你要慚愧，但

是這慚愧不是把你壓死了，你慚愧知道，往昔所造諸惡業，沒錯，那我現在受，該受，

清淨受，我該圓滿我就圓滿，那這樣你就能安住空性當中去圓滿它，他就不會再結構後

來的，於是才能真的解冤釋結。那我們人就是不甘願，解釋很多就是不甘願，所以更痛

苦的在這個所有的一切裡面，所以修是要自己修的，說修，是要修的。 

說這個《指月錄》裡面，杭州有一個無著文喜禪師，他七歲就出家，以前都很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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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我們現在三十七歲能出家，就很努力了，五十七歲沒人要了，七十七歲要養老，

十七歲正要打拼，高中聯考，大學聯考。以前真的七歲就出家去，而且以前的僧眾教育，

每一個出家人都飽讀詩書，經律論都是通的。他們不是出家之後就不讀書，就叫你砍材， 

不是！因為每個師父，每個他皈依的依止的這些師父，都不當官的，都是飽讀詩書的，

倫常這些都懂。 

這個七歲就出家，「常習律聽教」，他就是學戒律，那也聽佛陀所說的三藏十二部教

法。後來他就去參一個大慈山的性空禪師，因為你戒律已經有聽了，這個人大概有某一

種莊嚴，所以這個性空禪師看到他的根器，嗯！中規中矩的，言行各方面如法如律，他

知道他緣不在那裡，他就跟他說：「子何不遍參乎？」你可以四處去參參，你法緣不在

這裡。 

禪師無著文喜公案 

所以這個文喜，無著文喜禪師，他就去五臺山華嚴寺，然後慢慢走走走，走到五臺

山的一個金剛窟，金剛窟，五臺山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寺，他就去那邊要去禮拜。禮拜的

時候就在外面，還沒進去，門口的時候就碰到一個老翁，一個老翁牽了一頭牛，慢慢在

走，然後就看到這個無著文喜，已經長大了。 

這個無著文喜，他看到他，他就說：「進來坐！進來坐！」進來！進來！這寺裡看

看，然後就進去了。當然這個老翁就叫了，他就在門口就叫「均提！均提！」那有一個

童子就是名字叫均提，就出來，「是！師父！」就出來了。然後這個老翁就把牛交給均

提，然後就帶著無著文喜到堂，入了這個殿堂看一看，喔！這個殿堂金光晃耀，喔！非

常的莊嚴，金光閃閃，金色的，然後這個老翁就坐了一個僧床，然後旁邊，就有個還是

坐的地方，刺繡什麼都很漂亮的，他就跟他說：「那你坐，你坐啊！」你坐，他就坐了，

這個無著文喜就坐在那裡。 

對話了，開始對話，我們一驗就知有沒有，其實就是這樣。這個老翁就問他：「近

自何來？」師曰：「南方」。他說你打哪兒來啊？他說我從南方來。這個老翁沒有說他是

個出家人，就是個老翁，這個老翁就問他：「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你們在南方參學，

都是如何用什麼樣的法來安住，來修行？這個無著文喜就回答他：「末法比丘，少奉戒

律。」因為他開始是持戒的，他就說到末法，末法啦！所以比丘他們都不奉持戒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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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意思說連戒律都持不好，說什麼修，都沒有在修。其實那一句用到現在也很適用。

但是他這個慨嘆之詞裡面，是稍有抱怨，稍有批判之意，他有批判之意。 

這個老翁就說：「多少眾？」你們知道南方的道場，住眾有多少人？這個無著文喜

就回答：「或三百，或五百」。常住僧、住眾有三百人或五百人這樣子。那這個老翁，這

個老翁當然就懂了，知道。這個時候無著文喜就問這個老翁，他說：「此間佛法如何住

持？」那你們這裡都是怎麼修行的？那佛法都是怎麼樣，大家安住修持的相狀？ 

老翁回答他：「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我們這裡呼應他，也是龍蛇混雜，不過還

有龍，凡聖同居就是還有聖。他剛剛的回答是：「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根本就沒有大

德。這老翁回答他：「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可是他是沒有批判之意。他前面的回答：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是有批判跟慨嘆之意。對不對？那他這是就相狀來說。 

然後這個無著文喜就問他：「 多少眾？」他剛剛不是問他？你南方道場有多少人。

他說：「前三三，後三三」。說實在他剛剛也只有看到三個人，一個自己，一個老翁，跟

一個童子，可是他就回答：「前三三，後三三」。他聽不懂，他沒有聽懂。 

然後這個老翁就呼這個童子上茶，「上茶」，客人來了要喝茶，他就泡茶出來，然後

「並進酥酪」，就拿還了一些小餅乾，小餅乾，然後就請這個無著文喜吃。那無著文喜

一吃，唉呀！人間美味，食之，覺，就發現，很舒服，心意開爽，吃了很愉快。然後因

為這是室內，有一個玻璃做的油燈，這個老翁就把這個油燈提起來，他就問他：「南方

還有這個否？」你們南方有這個嗎？其實這是譬喻，這是譬喻，並不在指這個燈，你們

南方有像我們這種漂亮的玻璃燈盞嗎？不是這樣，他不是在問這個。但是這個無著文喜

掉到相上去，他就給他回答：「無」，沒有，我們南方沒有這種東西。 

你喝著茶，吃著點心，你只會覺得你們北方的茶好香，你們餅乾很會燒烤，你很會

烘焙，你是就物嘛，他所有的說法都是就物，就人，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就人、就事，

你就沒有就理，對不來。然後師曰：「無」，他說沒有，我們南方沒有這個燈，這種油燈，

造型不同吧！  

那個老翁就問：「尋常將甚麼喫茶？」你們平常下午茶的時候，都配些什麼東西？

你就物，我就就物，希望你能夠把物轉回理，轉到那個理。你們都配些什麼東西？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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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你都是用什麼法門來修行？你們都怎麼下功夫？這樣的意思。師無對。他沒有說

話，他對不出來，他對不出來，也沒有對。 

然後看天色差不多晚了，「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他看天色有很晚了，那我到這

個五臺山，其實路途遙遠，所以他就想在這裡留一宿。他就問翁說：「擬投一宿，得否？」

我可以在這裡住一宿嗎？掛單一個晚上可以嗎？喔！這個老翁就回答：「汝有執心在，

不得宿。」你有執著的心，所以不留你，你不可以在這裡住。人看不到自己執著的心，

在他每一口每一句，其實都有在執著，可是他看不到，他自己不知道。他說：「汝有執

心在，不得宿。」 

這個無著文喜馬上就要辯解了，他就回答：「某甲無執心」，我沒有執著心啊！你剛

剛問我的話我都照實說，我沒有執著心。有執著心，唉呀！明眼人一聽就有，都知道你

執著什麼，可是你自己就是不知道。他說：「某甲無執心」。 

翁曰，翁就問他：「汝曾受戒否？」你有受戒嗎？這個無著文喜就說：「受戒久矣！」

我受戒很久了。翁就回答：「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他不是否認戒，他說如果你沒

有執著心，還需要受戒不受戒嗎？這不要誤解，你心中根本就不會拿戒來棒打別人，因

為你剛剛說「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戒是規範自己，不規範別人，別人持不持戒是別

人的事，你自己不會在這上面就覺得，這個不持戒比丘，這個破戒比丘，他不會，他心

是平靜的，因為因果自負嘛！對不對？然後他說：「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你又何

必受戒？問題不是受戒不受戒，是你持戒的態度，跟批判的態度，你戒還是得知道。 

前面有好多公案，有一些趙州禪師，開始是不是學戒的？所以他有本身的一些標

準。這個時候呢？無著文喜他就辭退了，也不給我住一宿，然後他說我有執著心，可是

我持戒有什麼錯呢？他一定內心會這樣問，沒辦法，就出來了。 

出來的時候，這個老翁就叫這個童子，剛剛不是叫這個童子，他叫什麼名字？均提，

他叫均提送客，均提就陪著這個無著文喜到外面走，就走走走走走，可是他剛剛就聽不

懂「前三三、後三三」，他問說你們這有多少人？他說：「前三三、後三三」，他就問他：

「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然後均提這個童子，他就說：「大德！」就叫他大德，他

就應他；「喂！」他就應諾，就啊！是，我在！他就允諾他。那這個童子就問他：「是多

少？」你心中已經出現幾個人？你有幾個相狀？你有幾個名號？你有幾個念頭？你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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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場次？ 

同學，你是不是所有世界皆在你心中？聽懂嗎？你剛剛是不是一個持戒？後來是一

個喝茶，配下午茶的，於是又是個被批判有執著的，其實中間還有一個，在迷糊的現況，

你是不是好多人？你一人是不是抵百人、千人、萬人？你的念頭是不是一轉、二轉、三

轉？他就叫他大德，他就回應，他就問他：「是多少？」他突然發現，我的修行從來沒

有在清淨的一切中，而只陷在每一個自己的現況中而輪轉。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你是

不是陷在自己的現況中一直輪一直轉？這輪迴，這輪子一直轉。然後你在這裡轉，是不

是一法界、二法界、三法界，九法界跑遍遍。 

所以他突然發現，原來他是語有玄機，前三三、後三三，你前一刻後一刻都在轉，

是不是很多人？這個道場有多少人？光你心中的這個淨土，是不是叫淨土、穢土？光你

心中這個有多少？或是前三百後三百。這個時候這個文喜突然發現這是個高僧，而且這

童子還真的有這樣的契機，還叫他大德，他問他：「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他已經回

答了，讓你迴光返照，你有多少個你？你好忙啊！你好亂，你好多啊！有時候女人，有

時候小狗，有時候男人，有時候鬼魅，有時候瞋恨鬼。然後他突然想說這是個大德的地

方，高僧的地方，他說：「此為何處？」這裡到底是哪裡？這個童子說：「此金剛窟般若

寺也」，我們這裡是金剛窟的般若寺。 

這個文喜一聽之後，啊！悽然！很憂傷，錯失良機，因為這就是文殊菩薩住的地方，

回不去了，祂不留我，你送我出來，他就知道彼翁就是文殊，不可再見，不可能再見到，

於是他就禮拜這個童子，因為這童子也非常人，他就給他拜下去，「願乞一言為別」，我

要走了，你就給我指導指導，點撥點撥，給我一個偈子讓我好好修吧！因為我已經不可

能再見到文殊了。 

這個時候童就說一偈：「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裡無嗔吐妙香，心裡無嗔是珍寶，無

垢無染是真常。」他剛剛全部都在批判，心中有瞋恚之意，有慨嘆，有不滿，有無奈，

你已經是三毒，所以他跟他說「面上無嗔供養具」，你的供養就具足了。「口裡無嗔吐妙

香」，嘴巴不說嗔恚的話，你當然內心就是自然是清淨的，那才是清淨的戒香。「心裡無

嗔是珍寶」，摩尼寶珠無塵染，無染塵。「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他就說完了這句話，

他就說完，他當然在聆聽，他一說完，這個均提童子跟這個寺，全部就沒有了，又是一

片荒野，他一看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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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抬頭看，有五色雲，看到文殊騎金毛獅子，就這樣子在天上這樣過去，忽

然東方有一朵白雲過來，就遮著，就那個文殊跟那個獅子就不見了。這個時候會不會迴

光返照？會不會發現？從來沒有在心地法門上做功夫，只是一天到晚嚼著舌根說著別人

的戒。你嚼舌根說著別人的戒，干你成佛何干？誰對與不對干你何事？要修自己，因為

你不是一方的導師。今天如果佛的話，祂是不是制定很多戒律？祂是導師，但我們是參

學者，應該要先修自己啊！你不要把自己捧得高高的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