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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4》 

             印可法師宣講          

見道行人也就是見道位之後的修行人，他一定有無分別智，而這個無分別智也就是

空的智慧，也就是一切因緣法這個智慧；但是仍然殘留餘障，也就是剛剛講的第八意識，

我們過去的造作很強烈的一些資料庫。所以在修道位的時候，要經過無數次的修習、修

行、熏習、自我內心的一種蛻變，這個叫脫胎換骨。這個時候就真的叫脫胎換骨，已經

不是過去的雜染心，所以是長養聖胎，從最底處去修證出來。 

所以他在修習無分別智，慢慢的障礙一重一重一重的剝落，所以過程裡面依序，走

的路徑差不多，依序會斷除十重障。十地菩薩，一地各有一重障，到第十，金剛無間道，

斷盡煩惱障跟所知障的種子，才證得無學果，因為我們有太多種子了。十地菩薩依然還

在修習，他還有一分無明。 

這裡面如果我們要把它更明確的說，見道位就是通達位，就是從凡夫通達佛性，契

入、明白、保任，修道位配於修習位，也就是悟後起修；無學道配究竟位，也就是畢竟

成佛。所謂的無漏智，這裡面他會斷除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的煩惱，所以還會有欲

界的煩惱嗎？他是在不染汙當中，會有色界跟無色界，這個過程都是要修行的，最後證

得佛教的真理。 

這個過程，我們剛剛講這個是現觀，這個是一個次第，他不是用思惟的，所謂的現

就是現前，你所有一切現前的時候，他是安住在定慧等持，安住在定當中。這個慧呢？

就是觀照了，有沒有現前呢？是不是等持呢？這中間是有運作的，內心有發生，所以不

經過語言文字，他不再經過語言文字這種概念，佛教的真理就直接呈現在前面，這個叫

現觀，這個叫聖諦現觀。 

這裡面，譬如一個開了悟的人，他知道一切空，但是空有沒有辦法去懂得妙有，空

能不能真的空得掉，他是不是有苦的感覺，這個就是每個人的次第，這就是悟後起修的

次第。這個苦，也不是真的很苦，也不是沒有訊息，這個地方，它法就直接會出來，法

就會直接出來。所以他縱使有絲微的，這個絲微的不瞭解，但這個苦跟凡夫的那種煩惱

苦是不一樣的；這個時候他的不明白，也就是他無明的這個東西，說是苦其實也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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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 

但如果你回到凡夫，那你必須重新檢覈，功課要做了，知道？那個只是剎那的。如

果你安住的狀態之下，馬上會有法忍智，就是對於萬法，你馬上都會接受它，他不會跟

世界打架，然後生起法智，就是生起諸法的實智後得智，明白。對於色界、無色界一樣，

色界、無色界生起的叫類忍智跟類智。因為你人是住在欲界，相似於色界的所有，你依

然有它的修為，這裡面慢慢的這過程都會發生，所以生了四智，現觀四諦所有十六種智

慧會生起，這個是以世尊的教法而說。 

但中國禪宗裡面，它把這所有的發生過程只有四個字，叫悟後起修，它就用四個字

「悟後起修」。但悟後起修你體會什麼、什麼、什麼，次第上面，自己如何後得智，如

何在這修行的過程，一直到你的心中沒有時間跟次第，才不落階級，就是完全圓滿現觀，

這個現觀是清楚而明白的。 

修行裡面，只是簡單的舉，縱使初地菩薩叫見道位，見道位要到成佛中間還有十地，

每一地都有他相當的重點要修。這個為什麼有十地？因為歷多少劫，有多少的種子在，

有多少情識所結構起來的。你在現況中，習慣性的看到自己自身的存在，思想的存在，

意見的存在，身分、能力的存在，這一些呢？如何清淨而無我，所以每一地都有他修的

重點。 

那我們為什麼在近代常常會看到，聽說他修行已經突破了某一些，可是為什麼行住

坐臥當中，有很多還是所謂不如法如律的事情？這個基本上他二地上不去的，因為從初

地要上二地的時候，還要避免掉誤犯的三惡行，也就是所謂戒律的部分。所以當他的戒

律跟所有的行住坐臥裡面，有這個偏差的時候，他沒有辦法有清淨的尸羅，這上面他永

遠有一些模糊，他永遠有一些模糊，這個上面，這個是誤，就是會有一些所謂錯亂的，

或是不明白的，什麼叫對、什麼叫錯。 

每一地每一地都有他主修的，我只是把十地它的十重障唸給同學聽。初地有異生性

障，二地有邪行障，三地有闇鈍障，四地有微細煩惱現行障，也就是會執著法是有的，

四地。五地於下乘般涅槃障，也就是厭生死，樂趣涅槃，這個五地。六地有粗相現行障，

就還是有過去的因，有苦集的染，然後對於滅道，苦集滅道有一種崇高的，那種崇高的

標準存在，所以粗相現行障。七地菩薩有細相現行障，也就是內心還有生滅的細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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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什麼事情的發生什麼事情的結束，他這上面內心還是存在著有生滅的心念，這個是他

的障礙，所以它會障礙妙空無相之道，他沒有辦法妙、空。 

第八地菩薩他有無相中作加行障，也就是無相觀，不任運起，這個所有一切的運作，

因為你是活著的，你修行是在世間覺的，所以這地方你沒有辦法無相，他沒有辦法任運

而每一個狀態之下都無相，這是八地菩薩的障。第九呢？九地菩薩有利他中，不欲行障，

這有的要利樂有情之事，有些時候他會放下不做，他會先做利己之事。你說菩薩到這個

時候會嗎？因為你是活著的，你的這個我，這個我並沒有完全不見，所以什麼事還會回

來樂修利己之事，縱使是修行裡面，也一樣有樂修自己的事。在利他中的人，他已經前

面一關一關破的時候，你跟他說回來吧！這樣對不對？天下就沒有家，哪回哪裡？哪裡

是家？哪裡不是家？對不對？要回去哪裡？這樣聽懂嗎？所以這個上面這只是舉例，所

以對利他呢？不欲行，因為那個基本上的我是在的，九地菩薩都還有這個。 

十地菩薩呢？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在所有一切萬法裡面，沒有像佛一樣完全自在

的，就是有一些還看不明白的意思，他需要有時間，他需要有空間，他必須過程自然是

安住在不染汙，但是有沒有馬上很明白？有的事情你可以明白三分，有的明白五分，有

的明白七分，有的全明白，倒不至於零分。所以十地菩薩還是有障礙大法智雲，以及所

含藏並所起之事業，也就是該怎麼做，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圓滿？十地菩薩都還有這

個障礙。這樣知道他的這個次第嗎？ 

十地菩薩雖然於法，可能他的歷練，後得智，慢慢經驗，得了自在，但是尚有微細

的所知障，以及要任運，任運煩惱的種子，意思是說這個煩惱習氣，煩惱的種子，還有

一點點在。唉！那件事情也還沒有圓滿，或是說某一件事情現前，自己還能力不足的時

候，會有一個不明白的一念的覺受，但不是煩惱相，所以要斷這種障礙，方能入如來地，

所以十地菩薩要修的時候都還有障礙，這個就是次第說。那以如來的教法，祂把這次第，

一地一地的障礙講得非常的明白。 

但這個中國的禪宗，中國禪宗是特別特別的強調徹見本性，所以在這個修行譬如天

臺宗，天臺宗，其實智者大師，在寫這個所有的《大止觀》、《小止觀》，從《小止觀》

再《大止觀》，一直到三觀，它過程也是次第說，而且它的次第已經是總合了。總合，

由假入空，然後這個由空出假，是不是學道位了？到最後呢？中觀，中道實相。中道實

相的時候，是不是在講當體？當體空、妙有、空假中，是不是講這樣？所以他已經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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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成這樣的大區塊，可是中間這一段呢？就看人怎麼演了，看你怎麼走了，看你在什

麼樣的證量了。 

那每一個現前，你明白的時候都很明白，但明白的層次各個不同。所以我們講悟，

一樣都是悟，你悟，可以從這裡悟到前面十公尺；你也可以這裡悟到無量無邊，佛，悟

到無量無邊！對不對？你也可以明白一點點，再來明白一點點，再來明白一點點，再來

明白一點點，慢慢的藉事練心裡面得後得智。那這些的過程裡面，都是在修行領眾度眾

當中現前，而這個後得智飽滿的。這樣知道？ 

這個就要聖諦現觀，跟同學介紹，修行有沒有這個過程？有的，所以以後聽人家說

啊，他開悟了，恭喜他！那就是見道位。見道位之後一直到成佛好遠，好久！不要以為

他開悟了，他就等佛，差遠了。而且悟後起修，分分證法身，前面有講過，對不對？分

分證法身，是不是一直是在解脫中？而解脫知見，也就是後得智，這個是如何去修行而

獲證，個人的時間有多長，在這裡面，在你所有的一切能夠平等覺嗎？而覺到最後一切

不分別而平等嗎？這個就是惠能大師問行思而他回答的，他回答：落何階級？他說他沒

有階級，表示他證得平等無分別，這個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器重行思禪師的一段。 

在六祖惠能大師的座下，當首眾弟子，就是首座。那日子過著過著，有一天這個惠

能大師就跟行思禪師說，說他自己。他說：「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

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他說，我從上面，也就是達磨祖師傳慧可，然後慢慢

慢慢傳到我惠能，這個過程是從衣跟法這兩個來「師資遞授」，來傳承的；這個衣呢？

是為了表徵這個是所謂認可的表信，這個法是因為印心，印佛心，心心相印，我今得到

了這個衣跟法，所以大家都會相信，因為大家都是來這裡參訪嘛。 

「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 

但是我得這個衣跟法之後，遭受到很多的迫害，我相信後代這種對於衣跟法的競

爭，看這個表徵的東西，一定會更加的強烈，而且只要是得這個法衣的，可能災難比我

現在還恐怖。所以他就跟行思講：「衣即留鎮山門」，我這個衣就不傳了，就放在曹溪，

當鎮山寶。「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那你，法，意思說我已經跟你認可了，弘法的

事情你就好好去教化眾生，不要讓這個法脈，這樣子頓悟的方法有斷絕。這表示什麼？

六祖惠能大師其實是想把他的衣法是傳給行思的，這番語詞就做了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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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這個行思禪師，前面有講，他聽了六祖惠能

大師跟他說的話，你可以獨當一面了，去度化眾生，古德是這樣的，古德是這樣。所以

他就真的回祖籍江西省這個地方，住在靜居寺。這過程當然行思禪師，因為他有得到六

祖惠能的認可，所以來參訪他的人也很多，他金字招牌可以掛得出來，也很多。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依然座下有很多參訪者，那中間有一個石頭希遷，這個石

頭希遷他是沙彌的時候就去參訪了。參訪這過程，當然他就在惠能六祖大師的身邊好好

的學習，當六祖惠能大師要示滅的時候，這個石頭希遷當時叫希遷，這個希遷就問大師

講：「我以後怎麼辦？」和尚您要圓寂，我怎麼辦？他就回答：「尋思去」，這個希遷他

就意思想說，你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的靜慮思惟，就是好好的禪修，所以六祖惠能大師

遷化之後，這個希遷就一天到晚坐禪。 

坐久了，裡面的元老的，這個長老的師兄就跟他講，你為什麼要一天到晚坐呢？他

說，大師有交代，他還是個沙彌，這表示很年輕，還沒有二十歲嘛，說大師有交代他叫

我尋思去。這個長老就跟他說，唉呀！你沒弄明白，大師的意思是叫你去找行思師兄，

尋這個思，去找他。唉呀！這個希遷於是才明白，是這個意思。他講話簡單明瞭，於是

這個希遷和尚那時還是叫希遷，沙彌，他就禮謝，就離開了這個曹溪，去找這個行思禪

師。 

這裡面行思禪師因為得到六祖惠能大師的認可，那個大江南北，不分遠近來參訪他

的人很多，很多，其中有一個學僧，就來參訪的人，他就問行思禪師：「如何是佛法大

意？」就是總問，總問一般都是這樣問。這個行思禪師顧左右而言他，他不回那個話：

「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就問他：「廬陵的米是什麼價錢？」唉喲！我們現在一斤米

多少錢？這樣。他問：什麼是佛法大意？他說我們現在ㄧ斤米多少錢。廬陵就是江西的

意思，江西的米一斤多少錢？這個學僧他一定想說，我跟你問佛法大意，你給我回答現

在米一斤多少錢，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 

這裡面是很深的意涵，因為行思禪師他最早的時候，他在修行已經不落階級，他證

得是一個平等覺觀。對不對？他的現觀是一切平等。我們眾生總是會有什麼是佛法？什

麼是佛法？這個事情的道理一定要這樣，不然我椎心，這樣，得內傷，知道意思嗎？有

的人就是這樣，到底什麼是佛法？他說米一斤多少錢？他的意思是要你去參，佛法是平

等的，法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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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它就是在你每一個的當下，你都平等覺觀而不染汙，你明白或不明白，那個是

次第問題，每個人都有修正的路線，沒有關係，但是佛法就是這麼簡單，在所有一切當

中，生滅中看到無生滅，事中知道是理，這兩個是吻合的。 

所以什麼是佛法大意？他問他：「米一斤多少錢？」意思是說不是要秤斤秤兩，道

也不是要弄玄虛，道也不是要分別，而是當下承擔，這樣。佛法不是所謂物質，你任何

看到的現在鹽漲價了，現在糖漲價了，不是這些；但是鹽跟糖漲價，也沒有是非，所以

他沒有貴賤之分，這個就是行思禪師他要度化眾生，常常用這個平等的這樣一個角度，

讓眾生能夠在這裡契入，這是他的引度。 

這個裡面再回到剛剛講的這個希遷，這個希遷差不多是成熟了，差不多是成熟，但

這個行思禪師他就要驗證他。有一天他就拿了一封信，他就跟他說，他就跟他說：「你

把這封信捎去給懷讓禪師」，懷讓就是下一個，南嶽的懷讓，因為他們是同門師兄弟，

懷讓也是得道了，所以也是分化一方，他在南嶽那邊。他就跟他說：「那你速去速回」，

你快去快回來。回來之後，回來之後他有講，他說：「回來之後，我給你一把斧頭」，我

給你一把斧頭，那你可以以後去坐山去。 

這個希遷他就帶了這封信，就去找這個懷讓禪師，其實他也不知道信裡寫什麼，但

師父就跟他說，行思禪師說：「你速去速回，回來之後，我給你一把小斧頭。」斧頭，

可以讓你去開山去。他去的時候並沒有把信拿出來，他就跟這個懷讓有幾番的對話，幾

番對話之後，他就速速的就回到行思禪師這裡。 

我們一般會怎麼做？師父交代，嗯，好！你如果起懷疑，你如果起思想，師父交代

什麼東西，有兩種答案，第一個是偷看信，第二個是揣測信，偷看信跟揣測信是同一個

性質，叫做心中有疑，第三個是這個信與我無關。對不對？是不是這樣？所以他去到那

裡，也不拿信給他，就跟他對話，對一些話，對一些話之後，他就回來了。 

這個行思就問他你怎麼去那麼快就回來？他的意思是說我信也沒有送達，我人有去

可是信也不達，法也不通，我們也沒有說到什麼；因為他跟這個懷讓禪師有一些對話，

他問的問題太高了，他問的是一個究竟話語。 

這個懷讓跟他說，唉呀！你問的問題太高了，你能不能往下問，問比較基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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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了一個非常，應該是講非常狂大的語詞。這個原文是這樣，他說：「令遷往南岳和

尚處，下書曰」，因為你把這封信送去給懷讓，然後呢？「快回來，回來之後，我給你

一個鈯斧子住山」，鈯斧子住山就是我給你一把斧頭，你就可以去住山。 

那一般會怎麼想？你在這裡會怎麼起念？師父叫我去送一封信回來，就可以讓我去

住山，給我一把斧頭，這樣表示我怎麼樣？先給你這個疑點，對不對？這樣表示我怎麼

樣？這一封信不知道要講什麼，他叫我去送信，然後這個希遷他到這個懷讓的地方，沒

有把信呈上去，因為這信與我無關。如果我是悟，我很明白我在做什麼，你給不給我鈯

斧子，那是你的問題；我明白，是一切明白的問題。聽得懂嗎？ 

他中間沒有起動念，懷疑，也不喜悅，然後他回來，他去沒有把書信給他。他見了

懷讓禪師的時候，他就問，他說：「不重己靈，不求諸聖時如何？」如果我也沒有看到

我的靈明的覺性，而我也沒有要求諸佛菩薩的什麼東西的當下，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

態？這是一個悟後的風光，因為已經無我，沒有所謂我不我的想法，也沒有所謂佛不佛

的高低的存在，這是一個絕對的狀態；但是也可以給他解釋成是一個大高傲者，我已經

無相了，我也無佛、無菩薩，所以這可以兩種解讀。 

這個時候懷讓就回答他：「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你問的東西，問的問題太

高了，這表示你開悟了，對不對？你何不向下問？問問你到底有什麼問題，你到底有什

麼問題。希遷就回答他，他說：「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他說叫我往下問，

我寧可永遠住在沉淪當中，我也不會羡慕諸聖他們的解脫。上面的話很高傲，下面的話

也是高傲，可是你要讀對的話，就是上面他沒有高低，佛與我的存在，下面我也沒有眾

生跟解脫的存在。懷讓聽了之後，就沒有回答，他沒有回答，希遷於是就馬上回頭，就

回頭回去找這個行思禪師。 

行思禪師就跟他說：「子返甚速」，你怎麼去，那麼快就回來？你怎麼那麼快就回來？

「書達否？」我那一封信你有沒有送達給他？希遷就回答：「信亦不通，書亦不達。」

信，裡面我並沒有送過去，裡面的內容也沒有達到他的耳朵裡，他不知道，這就表示他

的氣慨了。知道嗎？如果是真悟者，他很明白，他不需要懷讓你再來給我印可，因為我

是在你行思禪師的身邊跟座下，你難道看不明白？他這是有一番內涵在裡面。你既然明

白，又何必信傳給懷讓師兄知道？這個內容如何，裡面要表達什麼東西，我不在乎，與

我無關，可以知道這意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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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個行思禪師就問：「作麼生？」你們發生了什麼對話？你們發生了什麼對話？

中間發生什麼？你做了些什麼事？「希遷舉前話」，就是把他跟這個懷讓的對話，舉前

話，就把它說，「舉前話了」，說完了之後，便云，就說：「去時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

說我要去的時候和尚您，行思禪師，您有許我一個鈯斧子讓我去坐山，現在請你給我吧！

這整個的一路過程，他就是要表態，這個是非、這個信、這個書與他無關，他不給你當

傳信者。這個過程呢？既然行思禪師你跟懷讓禪師，兩個都是六祖惠能大師座下的得道

弟子，那麼又何必互通有無。 

所以「師垂下一足」，這個時候他說：「你許我一個鈯斧子，便請」，請你現在給我

吧！行思禪師於是就把一隻腳放下來，這表示什麼？傳承了，傳承，所以「師垂下一足，

遷禮謝，辭往石頭。」希遷於是就禮拜，謝師告辭，到石頭山這個地方，所以叫做石頭

和尚。 

因為他自己有悟，他知道，然後這個行思禪師要透過送信的這件事情，之前先許他

一個鈯斧子，要讓你住山，他也知道你是在檢覈我的，我沒有動念，這個上面也沒有高

高低低、大大小小，在他心中也沒有佛了，也沒有眾生。這樣聽得懂嗎？所以在這個石

頭希遷座下，當然還是有很多的傳承。大眾就對於行思禪師，其實尊稱他為七祖，尊稱

他為七祖；因為六祖惠能大師有在跟他談到，這個衣就留鎮山，這個法你去分化一方，

表示他是有得到他的傳承，這個是行思禪師。 

行思禪師他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他是屬於很保守，自檢覈的。我們修行人一般來講

都會有一個過程，我們也看到有所謂不一樣的相狀，有的是靜靜的都不說話，有的是說

很多。在古德的這個展現上面，就是在機鋒相對的時候才說，在度化眾生的時候該說也

說。佛典裡面它有，在我們戒律裡面它有一條戒律：「眾生沒有請法，不可自說」，它是

這樣規範我們的。它說如果眾生沒有請法，眾生沒有這需要，他不是登座教授的時候，

不可一直說，會讓眾生謗法，不尊重法。這個對出家人的戒律，當然你們沒有讀到這個。 

這個佛法它是殊勝的，但是你不請而自說，世尊是直到後來才說《彌陀經》，可是

也是為弟子眾說，因為弟子不知道生命的將來路徑。對不對？在這裡面，我們對於說法

與否，日常生活裡面，你看所有的古大德的展現，還是沉默守金口；談論佛法該談論時

該談論，但是佛法如果把它拿來當成茶餘飯後，不斷的說過多的時候，眾生反而不珍惜。

所以他行住坐臥都是來參訪，來參禮，然後這個過程裡面，他就一一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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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參道友當中，這是允許的。同參道友當中，譬如我們共同在學習某一部經論，

這上面我有不瞭解之處，這個時候要不吝，是不是我們在經典裡面也有講？不能夠慳

吝，對不對？像這個時候的彼此共同討論是必要的，是可以的，但是要懂得對大眾宣說

佛法的基本應該守的原則。這樣瞭解？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下一個，懷讓禪師跟六祖惠能

大師參訪、參扣的一段發生。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 

  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 

  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這一段也是相當有名的一段公案，這個懷讓禪師，在之前我們有略略介紹一下懷讓

禪師，因為懷讓禪師在度這個馬祖道一的時候，就是我們以前舉過例子，磨磚，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讓同學去知道，經文裡面的一段重點，所以先舉了那個例，事實上在

這裡，就是他的一個歷史的記載。 

說到這個懷讓禪師，他是「金州杜氏子也」，就是陝西省安康縣姓杜家的一個小孩，

上次有介紹，這個懷讓他出生的時候是四月八日，那個時候「白氣六道貫天」，他出生

的時候，瑞氣沖上天，那個時候唐高宗就問：「這是什麼祥瑞之象？」當然宮廷裡面，

宮中都是有這種觀星宿的這些人，他說：「唉呀！國之法寶，不染世榮。」他不會想要

就是做世間的事務，不會想要享受世間的榮華富貴。 

這個時候金州的太守韓偕，就表奏，就是奏明這個皇帝，這個皇帝他知道原來是哪

家的小孩出生，這皇帝就發這個敕令，就是皇帝就跟這個太守講，去看看他家，去慰問

慰問，這前面有講過，這個太守就去他家看看這個小孩。這個懷讓，他在他們家第三個

小孩，三兄弟，他是最小的，他的性情是非常的溫和，性情非常的溫和，所以就給他取

名叫懷讓，讓，他有這種讓賢、安忍、溫和的個性。這個懷讓出生之後，他就喜歡佛經，

他就特別特別的喜歡佛經，這個一定是再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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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十五歲的時候，他都會自己去，就是自己這個叫做俱生慧，這是你修行累生累

劫達到某一種穩定，你出生的時候自然具足了這種智慧，般若智慧。修行，好好修不會

丟的，隔陰之迷那也是迷現象中而已，但是不會迷你的心性，不會。所以他到十五歲的

時候，「默觀止水」，他就常常會參，然後看這個水，在這裡有他內心的一個思惟修，一

些佛法會現前。那默觀止水，然後在這個止水當中，映現自己的倒影，他這個裡面，三

反厥像，三次裡面他都有所體會，然後那個清淨現前。「如初覺心，有獨得方」，他這個

有所體會，才十五歲。這個十五歲的懷讓，他就默觀止水，當然就是有所領悟，看到清

淨的自性。 

然後他就回頭要回家返步的時候，「忽聞空中聲曰」，空中出現了聲音說，「佛法津

梁，俟子而大」，你是佛法的棟樑，佛教在等待你而大放光芒。然後這個懷讓聽到了，

他知道他生命帶著使命的，這是他自己的願。有些時候你在一種最茫然的時候，你在最

茫然，而且環境裡可能是餘業吧，像這種情形，你要聽你自己真實的聲音，你要聽你最

真實的聲音。如果你是曾經修行過的，再來的，我們不是說再來就是佛，我們只是修行

再來想要繼續修行的佛子，聽你最真實的聲音，都會現前的，那個就是發過願。如果你

的願是六種震動，諸佛菩薩作見證，在你生命最低潮，最茫然，最不知如何的時候，這

些諸佛的印證、法語、清淨，自己的願力會現前，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回去之後，就自己決定了，下定了決心，才十五歲，所以他就辭親，這個懷

讓他就辭別他的雙親，往荊州玉泉寺去出家去了。古時候的佛法是興盛的，對於出家人

的尊重，是崇高的，以前不當宰相，去當醫生，不當醫生，去當和尚，這稀鬆平常，因

為他們都是飽讀詩書，而且分化一方，度化的大眾真的是無量無邊。講到這裡，同學，

如果家裡眷屬，親戚眷屬中有這種出世的，出世的有願力的再來人，讓他好好上路，好

好上路。 

回到本文，這個金州杜氏的杜姓的子弟，他最初去參謁嵩山的安國師，這個嵩山的

安國師，他的資料是這樣的。這個安國師，是慧安國師，他是荊州枝江人，姓衛氏，也

就是他俗姓是衛，他出生不是在唐朝，他出生是在隋朝開皇二年，也就是很早很早的年

代出生，他圓寂的時候是唐朝的景龍二年，所以他歷經朝代，就是隋到唐，他活了一百

二十八歲，所以叫老安國師。 

這個老安國師他歷經好幾個皇帝，到唐太宗正觀的時候，這個慧安，就是慧安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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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不叫國師，他就去參謁五祖的忍和尚，所以在五祖忍和尚那裡發明心地，也就是

悟開了。悟開，到高宗麟德的這個時候，他就安住在終南山的石壁，也就是他有一些時

間，是在終南山這邊的。 

那個時候，因為他悟開之後的人，他所說的、所傳的法，與一般正在修學中，自然

大有不同，所以皇帝這個高宗就召他入宮，因為當時唐朝對於佛法是非常的推崇，而且

皇帝也會精研它。這個時候，這個老安國師，這是慧安，他就力辭，他不想去，這個修

行人自有他一番的智慧去揀擇，所以他就到嵩山這個地方，住了一些時候。因為他力辭

高宗他的邀約，召他入宮，他不要，一般的這個佛教界，對於他的這種清廉，當然是很

讚許的，所以「學者依之」，就很多要學習的人，都來依止他。 

後來呢？武帝又下詔，召他入宮去，這個時候他就應了，這個不是晚節不保，這樣

知道。這個時候武帝召他，召他的時候，「待以師禮」，就是把他當成導師一樣來禮敬他，

這個武帝召他，這上面沒有寫他結果如何。到中宗的時候，唐中宗的時候，又請他到後

宮，就是到朝廷去三年，他去了，在那邊有說法，那時候他已經老邁了，然後他有入宮

去，在那邊三年，所以稱為安國師。慧安，這個老安國師，因為皇帝都禮遇他，他也為

皇宮貴族，這大內裡面的所有人來說法。 

三年之後他就辭歸，他就是請辭，然後回到他自己安住的地方。有一天就有一個萬

回公經過，經過慧安國師所安住的這個地方，這個老安國師就跟這個萬回公，兩個就握

手，然後說了很長很長的話。說了這話之後，其實侍者，他已經一百二十八歲，一定有

侍者，這個侍者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的意義，之後八天，就跟這個萬回公把手說話，這

樣子八天之後，他就「閉戶，偃臥示寂」，他就門關起來，然後示寂，最後就圓寂了，

所以他總共活了一百二十八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