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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6》 

             印可法師宣講          

說到這個永嘉玄覺他到了曹溪，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於是就繞師三匝，繞這個六

祖惠能大師三圈，右旋，這個當然在經論裡面都有繞佛三匝，繞佛七匝，然後再請法，

以示恭敬，這個是一個行儀。這個時候他繞佛三匝，繞大師三匝之後，一般根據佛經是

不是就馬上禮拜？他不是，他就是然後振揚一下這個錫杖，站立好就對了，就繞了三匝，

振一下錫杖，就站立在一旁。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就開口了，他說：「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

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他說，所謂的出家人，出家的沙門，應該要具備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大德！不知道你是從哪個地方來的，來這裡，有如此的自高的這種我慢的相

狀，像這種一般，他們這個是一個要印證的過程。 

這個玄覺到那裡，他也不禮拜，但是他有繞三匝，這個大師也不會生氣，他只是說

大德！你從哪裡來？是不是？這裡面是平靜的，是沒有是非的，這個我們就慢慢讀下去

就會知道。所以大師問他，所謂的沙門要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這

個數字，給大家做個數學題瞭解一下，是佛弟子持守日常威儀之法，也就是世尊定的戒

律，要規範於要跟祂學習的這些出家弟子們，它有細則還有一些基礎的作息的標準。所

以坐作進退有威德儀則，你就是行住坐臥裡面它有一個準則，比丘持守二百五十條戒，

如果配以行住坐臥四威儀，就二百五十乘以四，就一千，就一千條戒。所以你行住坐臥

應該要如何具足威儀，如法如律，這是有準則的，所以一千。 

因為修行必須修持有三聚淨戒，也就是攝律儀戒，自己的部分你應該如何持守；攝

善法戒，應該如何在這所有裡面，行住坐臥裡面的善法；再來攝眾生戒，度化眾生的時

候，行住坐臥又應當如何。所以這個一千再乘以三聚淨戒，就三千威儀，是這樣來的。

所以修行人，有的人說，你們修行人，你們出家人真麻煩，真囉嗦，那就是不會的人才

說這樣，你如果會的人感覺很自由，你就對就好了。你為什麼要來違逆錯，然後就覺得

很囉嗦？是你自己搞不清楚，是不是？很多都覺得綁手綁腳，怎麼會呢？如果你真的是

這樣行住坐臥，如法如律，根本就沒有什麼好煩惱的，它沒有後遺症，沒有副作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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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 

剛剛講三千，再配以身口七支，殺盜淫、兩舌、惡口、妄言（也就是妄語、綺語），

還有貪瞋癡三毒及等分等四種煩惱。這怎麼算呢？七支是不是三千乘以七？三七二十

一，就二萬一，然後貪瞋癡就在四種煩惱裡面，四種根本煩惱裡面，貪瞋癡就分布在裡

面了。四種根本煩惱就是我癡、我見、我慢跟我愛，這四種裡面都有貪瞋癡，所以兩萬

一再乘以四所以八萬四千，是這樣來的。是不是古大德都很精準？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其實有個準則，你如果修行裡面，你慢慢能夠看到自己的

清淨，也尊重眾生的清淨，你這上面就沒有這麼多對抗。很多人就是很愛去對抗很多東

西，其實就你心裡不平靜、不平靜，所以共成八萬四千。這個經典裡面都講三千威儀八

萬細行，是講個大概數字，概括的數字，所以說八萬細行。 

如果尼戒就不一樣，這是僧戒，僧戒是二百五十條，尼師的尼戒是三百四十八條，

三百四十八戒，所以它不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所有的同學你會覺得壓力很重，就是八

萬威儀、十二萬細行，這個數字有沒有很大？光把這數寫起來，幾個零都要寫很久，對

不對？唉呀！好好持戒就沒有這麼多問題，所以是不是更重？那是不是就表示這女眾，

你一定出狀況的機會比較大，做錯事比較多？所以要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的威儀來規範

你，這麼多這麼多小細節，你要好好遵守，你才能成佛，世尊其實不是這種用意。 

世尊是說，如果你不知道，我跟你講得更明白一點，這麼多戒律就是為了保護你，

保護你，你才不會盲亂，然後外界的所有接觸，也因為戒的關係，也不會有機會，自己

受到了一些傷害，有一些機會讓自己落在某一種難當中。自己在修正上面，是不是更有

明白的準則？是這樣的。你把它看慈悲，就覺得世尊很慈悲；你如果給它讀錯，就覺得

世尊祢實在男女不平等，是不是？就是這種想法。事實上真正的佛性不是在這些數字，

佛性它不是在這個上面看男女眾。戒律的話，你真正好好修持，八萬，你也不覺得是重，

它也沒有束縛可言；十二萬細行，你也沒有什麼好約束的。你如果不持守的話，一條戒

你就守得喘不過氣來，每天要抗爭。對不對？這樣知道意思？ 

好！回到本文，這個大師就說，所謂的出家人應該具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意思是

怎麼樣？你來，你繞三匝，你怎麼沒禮拜？因為前面不是有一個來參訪的時候，頭不著

地嗎？那時候六祖惠能大師也是說他起大傲慢，為什麼禮而不及地？對不對？他這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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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禮了，這錫杖搖一搖，就站在那裡了。是不是？然後你從哪個地方來，如此的自高，

生我慢？這個玄覺他就馬上回答，下面這一句是就相狀而回答。 

他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時間這麼少了，生死這件事情，是人生裡面最大

的一件事情，生命在這個應該是說念念當中，生命是無常的，然後時間很短促，生命是

如此的變異，來去之間非常的迅速，意思說我已經沒時間跟你禮拜了。，這個其實是對

話而已，他們並不是在較量說我不禮拜你，是因為我沒時間，這樣你就別來了。下一句

就回答他，這樣你何必來？迅速的話，你還花那個時間來幹什麼？所以像這些修行人是

不是不會落相狀？是不是不會落相狀？「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那你趕快去了生死，

你幹麼來？一定不會是這種對話，他們一定不落相狀。 

大師於是就回答，你看，他都不會生氣，對不對？大師於是就說：「何不體取無生，

了無速乎？」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去體會無生的道理，如果你體會了無生的道理，就瞭解

也沒有生死，也沒有迅不迅速這回事。是不是就是指導？是不是要印驗他？你看這個大

師有沒有因為你不禮拜，他就生氣？根本就沒有，對不對？他只是在這個話題裡面有個

契機點。這個玄覺於是回答：「體即無生，了本無速。」他剛剛不是說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嗎？就相狀而言。大師也沒有落入相狀，他直接告訴他你相狀中的理，應該是「體

取無生，了無速」，是不是他直接指導？他用相狀，他是不是用理回答他？看得懂？ 

下一句呢？這個玄覺就把自己所體悟的理，馬上說出來。所以他回答：「體即無生，

了本無速。」本體，本來就沒有生不生，意思說清淨的佛性沒有所謂生不生，因為他本

具。因為他悟得，他已經是開悟的，所以他說，體即無生，本體，本體清淨，自性、覺

性本來就是無生，「了本無速」，要了生死這一件事情，根本就沒有速不速度的問題，這

是在說明他所悟的體悟的東西。這句同學聽懂嗎？ 

我們上次不是在講生死跟涅槃是同一件事？所以當你在生死相狀裡面，你的意識抽

拔掉，為什麼有生死概念跟生死的感受？是因為留著意識，意識中去感受到生死，生死

的束縛；如果你轉識成智，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生滅生死，所有一切都是因緣，緣起性空，

所有一切都是該圓滿的，你安住寂然當中，是不是就是涅槃？是不是生死涅槃是同一件

事？所以了生死並不是我就成了那個不死的，上次講到一個飛劍斬黃龍，是不是？不是

要當一個不死的守屍鬼，而是要證得清淨的佛性、清淨的覺性，這才是畢竟生死。對不

對？那我們生死的相狀，這是一個段生所呈現的樣子而已，這是一個因緣法，因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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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會產生束縛。 

所以他說了生死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速度，這句就說對了，是不是就是把

自己所體悟的說出來？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馬上回答：「如是，如是！」是這樣子的，

沒錯是這樣子的，你悟的是對的，這就是印可他了，這個就是給他做印證。那個玄覺這

個時候「方具威儀禮拜」，這個時候才照佛教的禮儀向大師禮拜，因為確實大師是真悟

者，他所悟的，是一致的，因為他都說「如是，如是」！ 

然後馬上，這指一下子的時間，「須臾告辭」，這個時候玄覺就向大師要告辭、要離

去。他剛剛來的時候是不是講到一個速度問題？是不是用一個速度作為主題？這個六祖

惠能大師都會就這個主題，再跟談他下去，他剛剛不是在講「無常迅度」，所以我沒有

時間向你禮拜？再來就說「了本無速」，也沒有時間不時間的問題。這個時候大師就說：

「返太速乎？」這麼快就要回去了，這也是就相狀而說。是不是換大師就相狀而說？有

沒有看到他們很玄妙的對話？開始的玄覺是不是就相狀而說？大師就理而說，然後現在

他要走了，大師就相狀而說，留他，你這樣馬上就要回去，會不會太快了一點？你千里

迢迢來到這裡。 

然後玄覺馬上回答，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換他就理而說，是不是換他就

理而說？他說自性本來就沒有動不動的問題，他並沒有波動，哪有什麼迅速不迅速的

呢？意思說這時間空間不加以思考，他並沒有時間空間的束縛跟障礙。這個大師就回答

他，師曰：「誰知非動？」誰懂得本來不動？這個是要再次的印證，這是不是再次印證，

誰知不動？這個大師呈現的是誰知非動，有一點是懷疑，那是你嘴上說的，你真的非動

嗎？如果你是要以挑釁的角度，是不是大師就要問說誰知非動？誰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動

不動？你說你不動，開始來的時候你又說迅速，後來就說了本無速，現在就說你不動，

你到底有沒有速？前後結集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所以大師這次是第二次再印驗他，

他說：「誰知非動？」 

當然這裡有多重的解讀，就是說誰知道你的心有沒有動？雖然你說你不動，再次印

驗。第二個是大師再問：「到底誰真的不動？眾生真的不動嗎？」這個時候呢？這個玄

覺一點也沒有怯弱、懦弱、害怕的態度，這個上面他直接曰：「仁者自生分別」，玄覺回

答，是慈悲的仁者您自己生出的分別心，有動跟不動的分別吧，你現在好像在懷疑我說

不動是不是真的不動？是你生的分別心，是不是換他把這個箭打回去？意思說你不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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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話，這個是分別心說出來的話。 

大師沒有生氣，我們一般都說：「返太速乎」，凡夫是這樣，你這樣回去會不會太迅

速，太快了？也沒有什麼快不快，我沒有打算在這裡住一宿，我沒有打算在這裡，反正

我路途遙遠，我要趕快回去，我們一般人是不是就這個問題，都要找理由？是不是？他

這個是就理，「本自非動」是不是就在講這個？但是本自非動。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住

與不住都無所謂。是不是？但是住與不住都無所謂，也是會有一個答案是你留不留，那

你說你不動，大師就再次測試他「誰知非動」，他說：「仁者自生分別」，仁者你心中起

分別，要來較量計度我，這個大師其實他是再次檢覈他。 

大師就回答：「汝甚得無生之意」，你看，是不是讚許的話？他說，你對於無生、無

生滅、無生死的義理，領會得很透徹，沒錯。因為這裡面他都是一個平靜的對話，而且

機鋒相對，大師問這個問題「誰知非動」？他有沒有動起來？沒有，他說「仁者自生分

別」，是你在揣測我，是你在分別我。這個大師知道他沒有動，所以他說「你對於無生

滅跟無生死的義理，領會得很透徹」。是不是？ 

這個玄覺又回答：「無生豈有意耶？」無生無死還有什麼義理可言，這裡面當下就

一切是明明白白的，他沒有所謂什麼那個義理跟內涵，你領會得很透徹，那還是落入意

識，是不是思惟法？意識才有義理可言，實相非語言文字跟認知，所以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還有什麼義理不義理的。無生滅就無生滅，他當下是現證量，現證量的話，就是

當下其實心裡是一片明白的，這個語詞是語詞。 

這個大師再次要驗證他，大師就說：「無意誰當分別？」因為談到意識了，是不是？

他說那無生無滅的體證之下，哪有還有什麼意識不意識？什麼領會不領會？因為無所

得，因為無所得，所以沒有動念這麼一回事。大師就說：「無意誰當分別？」如果都沒

有意識這麼一個東西在運作，那這實相的義理又如何分別？這個玄覺又回答他：「分別

亦非意。」這個談到佛性的大用，這個就他的回答：「分別亦非意」，分別義理也不是意

識在分別義理，這個就是自性分別。 

有一堂課我們不是講明白分別的三種狀態嗎？對不對？他說：「分別亦非意」，分別

義理也不是意識，所以沒有分別不分別，分別本身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我們人之所

以痛苦，就是在分別之後的道理，自己執著它是唯一的對，所以你把分別視為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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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實這是個別的意，對不對？這是個別的意，它不是實相。實相中它是本來就具

足因緣，人、事、物所有的一切條件。這裡面呢？是因緣，它是空，對不對？那是空的

狀態之下，所以你分不分別，這最後的答案，其實就是實相中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也沒

有把這個分別認定是唯一的狀態。 

譬如，譬如你現在有兩個水果在手上，兩個都長的是橘色的，那你會分別，你說有

一個叫柳丁，一個叫橘子，這是你的分別。你跟那個小朋友講，譬如現在有個小朋友，

有一個小朋友，你跟他說：「把柳丁拿來給我」，他拿了是橘子來，你說：「不是！我要

的是柳丁，那個是柳丁，這個是橘子。你懂不懂？」你就氣得要命。因為你的意識裡認

定分別是分別，你的名號跟你所認定的這個分別，其實是你的；這個小孩子他就一直拿

橘子過來，他一直說這個就是柳丁，他很無辜，他沒有是非。知道吧？聽懂嗎？ 

對他來講，這小孩子他認為這個就是柳丁，在你這個就叫橘子。如果你一直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笨？這叫做橘子，這個就是橘子，我剝給你看，橘子可以剝，柳丁要用切的，

譬如，這是不是分別？然後產生的意，這是不是意？ 

如果你今天進入到這個小孩子裡面，你進入他的心，對他來講兩個味道差不多，都

酸甜酸甜，兩個都可以吃，兩個長得很相像，對他來講，他不是用意識去分別它，他只

是認知，認知知道你要我拿一個水果過來，這兩個水果他沒有辦法分別得很清楚，可是

他知道你要的是這個東西；對他來講分別，他不是用意識下去的，這只是舉例。對不對？

所以真正生氣的是誰？對不對？有些時候我們就是會有這種情形。 

有的人你怎麼跟他講，怎麼跟他講，你的分別對你有意義，對他來講那個分別沒意

義，對他來講分別是沒有意義。這個時候當然是就意識的存在在對話，所以玄覺回答他：

「分別亦非意」，說實在要分別什麼義理不義理，也不是用意識去分別的，因為他就在

講佛性，自然對於一切是明白的，這樣的意思。 

師曰：「善哉！」是不是最後還是給他印證了？前面他怎麼回答？他說：「如是，如

是！」對！你說的是沒錯。到這個地方他說：「善哉！」很好，肯定的。是不是肯定？

所以「少留一宿」，最後他就住了一個晚上再走，玄覺因此被當時的人稱做一宿覺，就

再留一個晚上，他是叫玄覺嘛，這留一個晚上的那個玄覺，也是在那個晚上，就那一天

他得了印證，他確實是覺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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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就著了有個著作叫〈證道歌〉，他這個〈證道歌〉真的是大放光彩，廣為流

傳，「盛行於世」，這個盛行於世很長。為什麼這個永嘉玄覺他作〈證道歌〉那麼的順暢，

而且把這個修行的一些東西都寫在裡面？是因為他融會貫通。你看他開始的時候，他有

講他聽方等經論，都有師承，然後自己是不是也研讀深入經藏？對於《維摩結經》非常

的有體會，所以悟佛心宗。對於天臺的止觀法門，這都不同體系，對於天臺的止觀法門，

是不是在小時候就開始有精研？這些東西會不會打架？都不會打架的。有的人讀這部經

會跟這部經打架，這部經會跟這部經打架，那是因為腦袋裡不通，不是經不通，是人不

通，這樣通不通，這樣知道吧？ 

〈永嘉證道歌〉相當有可讀性，後來「諡曰無相大師，時稱為真覺焉」。當時因為

他有去到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給他印驗，所以後來就稱為無相大師，他圓寂之後追

封為無相大師。這一段是不是很好聽？很好聽。 

所以修行有很多的點點滴滴，在這個機鋒相對，悟者對悟者的對話裡面，其實他們

都不會落入相狀，這麼多是不是都看明白了？你正說反說他都安住於相狀，都在安住於

理當中。如果他提相狀出來的時候，其實他就在印驗你的理，他不會再強調這個相。前

面這幾個都是這樣的，他去到的時候都談到一個相狀，六祖惠能大師就直接都是在說理

的；你如果能夠領會那個理的時候，你自然就不會落在相狀中，不會落在相狀中，當然

就離相了，才理事，就看得懂事的背後的理。 

這裡面，一個是就相，一個是就理。修行人你要修行的話，理絕對跟相在一起的，

你不會今天就掉到相裡面，理就不見了；你也不會著理而不動，那你就是世間的一切不

能圓滿。對不對？所以你看這祖師大德他們的對話裡面，是不是著相他用理？你懂，你

是不是就退了？你是不是這相裡面就抽拔出來？你是不是在這裡就體悟？如果是你一

直在講這個理，他就會罵你，你在講理而不能動、不能用，他就會跟你講「焦芽敗種」，

當然這裡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展現。接下來我們再來瞭解，這個禪者智隍，這一段經文先

唸一段：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

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

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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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先唸這麼小段。另外有一個禪者，這個地方是不是就不講禪師？是不是用禪者？

表示他有沒有度化眾生？沒有，就是修禪者這樣的意思。所以他的這個名號，當然這個

是後來的記錄，反記錄，你剛開始是一個禪者，後來是不是有度化眾生？有引度眾生，

是不是就叫禪師？這個就叫禪者智隍，也就是他其實只是個修禪的人。 

這個禪者智隍呢？最初他開始是去參拜五祖忍和尚，不是六祖惠能大師，所以這個

是不是比較年長？所以他最初去參拜五祖忍和尚，當然跟忍和尚有些對談。有的人是這

樣，你跟他對談，你有禪法上面的問題，你會跟他對談對談，你會說：「對！在這種狀

態，沒有錯，這是入禪定。」他可能就五祖忍和尚跟他說，這是一個禪定的狀態，沒錯，

他可能就以為你印可我了，印驗我，我是入了禪定。跟你講你入禪定，有沒有說你開悟？

所以他自己以為，他自己以為已經得到正受三昧，這裡講正受，不講他覺悟。 

正受的定義是這樣：「所謂的正受也叫三摩鉢底，正定現前，遠離邪想，而領受正

所緣之境的狀態。」也就是你沒有雜思雜想，你很明白，很明白而領受正所緣，也就是

你每一個當下的所緣境，這個領受很明確，都沒有混雜。亦即入定的時候，有的是所謂

有定的相，入定的時候，以定之力，因為你禪定的修行這個力，讓身跟心領受「平和」，

平等安和之相，也就是你在正受，也就是遠離了邪想，而對於所緣的正所緣的這些明白，

身心沒有雜思雜想，是不是沒有過去心沒有未來心？這個時候是一種平等的。就是在每

一個現象，每一個現況中安住，沒有波動，這樣叫正受。 

這個正受，也就是講我們這個定、禪定的功夫，定心而離邪亂，稱為正。所以前面

定慧等持，是不是最後講一行三昧？就是你這個心是定而離邪亂，這個才叫正。那無念

無想，無念無想前面講很多，無念無想，無念是不是就是正念？無想就是沒有邪想，正

念所有一切，是不是空無的道理？跟所有因緣法，所以一切都明白，有為無為不一不異，

是不是都明白？所以無念無想而納法在心，稱為受。納法這個法，就是萬法實相之法，

就像說明鏡沒有心意識的運作，而所有一切的現況現物很明白，這個叫正受。 

這個人呢？智隍他以為正受，正受一定是，悟之前一定是正受，一定是正受，你沒

有正受，不可能悟的。因為正受是屬定，這個定是還是有一個運作，他裡面一定是有分

別，是自性分別，但自性分別跟真正瞭解實相的空的這個道理，他是以瞭解認知而不是

體得。你如果要從這個有漏的正定轉無漏的正定，他一定連正定的這些，完全達到出離。

出離不是不動、不知道，是完全明白，即有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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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上面呢？意識是不動的，那個從有漏的定，達生無漏的定，才會悟。這個地方他

以為他這個狀態，他已經無雜思雜想，所有的一切境，很明白，這個是功夫沒有錯，這

是功夫沒有錯，他就一直要讓自己安在這種狀態之中；於是就自己結了一個草菴，然後

在裡面長坐，時間達多久？二十年，二十年都讓自己維持在這種正受，禪定的相狀當中。 

這個大師的弟子還是這個玄策，這玄策就四方遊方，四處遊學遊方去。這個弟子玄

策，雲遊四方，就到了河朔，也就是這個智隍結草菴的地方。所以「聞隍之名」，聽到

這個人的名號，於是「造菴問云」，就去造訪他，去拜訪他，然後就問這個智隍。因為

聽說禪定很好，二十年都沒跟人打交道，都乖乖坐在那裡，都很輕安很愉悅還是怎麼樣，

一定有他的一些訊息。一些訊息在這個當區，就說甚為流傳。 

當然這些古大德都有給我們很多準則，那我們現在就是，你悟到某個程度是穩定

的，這事實上修行有些體悟是很正常的，沒有什麼不能說。那也不是說，啊！我開悟了，

我們講過悟它有深淺，就像你爆破，你爆破，是大顆的，大顆的這種混雜物，爆破，爆

破了，還有很多碎片，然後自己還有一顆，這大顆變小顆，大顆變中顆，破了人我執，

這法我執很硬。每一塊每一塊破出來的東西，還有覺受，於是每一個是不是還要再破很

多次？這每一個衝擊點，每個行住坐臥之間碰到了，碰到了你這個執著點，你還有法執，

還有執的時候，是再破一次，再破，再破，再破，最後這個，大顆變小顆，還要破、破、

破！破到遍一切處，無影無蹤。 

所以悟你可以說我第一次爆破，怎樣？有沒有殘餘物？是不是這樣？世尊就不一

樣。所以我們在講悟後起修保任的這一塊，真正在覺照，止觀雙運，這個過程，因為我

們有過去的情識跟執著，意識種子裡面的東西，是不是就是你爆之後，還有一小塊一小

塊一小塊的東西？你還有你結構的東西，那要歷經多長的時間去修為它，這就是重點。 

他呢？只是讓自己得到正受三昧，一直要進入這個定裡面，其他的這些呢？與世隔

絕。沒有錯，你在修行達到某一種體悟的時候，「不破本參不住山」，為什麼有的破本參

會讓你住山，也就是閉關？這上面有一些時候是要深入經藏的，有些時候是要隔離你的

習氣的，有些時候是你自己本身還沒有穩住到某個程度，外界的這些無法應付。當然會

有很多智慧湧現，這段時間是會如如現前，沒有錯。這個如如現前的過程裡面，絕對不

是自說自話，你不是說在這上面，以為自己悟了，就是第幾祖第幾祖，都不是，這個裡

面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發展，所以這個時候深入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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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閉關的時候就閉出一條蟲，有的是一個魔，因為破本參，它只是一個基礎，第

一個而已。所以到後期，後來，縱使你破本參，也不可住山，有的大德他就要你在大眾

中，大眾中行持磨練，然後再一關一關去破，因為從衝突裡面去看到你的問題。如果衝

突裡面的衝突，都是別人在折磨我的，這樣你是什麼？你如果衝突裡面都知道自己的問

題在哪裡，又把它圓滿，這樣叫做修行。是不是這樣？所以這個地方他就是什麼都不能

做。 

於是這個玄策去拜訪他，就跟他問：「汝在此做什麼？」你在這裡做什麼？智隍他

就回答：「入定」，因為他還有定，他還有定的概念。真正的修為者，講到定慧等持，是

不是在在處處都是定？所以他沒有一個特別的定的相狀。但凡夫因為雜染中，浮動中，

所以凡夫藉由禪坐，來讓自己的這個六根暫時冷靜下來，這個是一個加行，加功用行的

過程，這個定是為了要進入那個定，不是已經入了定。對不對？ 

這個玄策就問他：「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那你說你要入定，入定，你在入定，

是有心的入呢？還是無心的入？玄策馬上說：「若無心入者」，如果你這個入定，是無心

入，那麼一切無情的山河大地、草木瓦石，也應該都是得到了定。因為你看，它們都靜

靜不動，是我們動物才不會定，我們動物是不是跑來跑去？是不是？你是動物，你如果

是無心的話，是不是跟這草木所有一切無情一樣，它們也都叫入定？因為其實他在探索

你這個意識，到底怎麼來看這個定，其實就這樣。 

真正常在定中不說定，真的常在定中是不說定。「若有心入者」，如果你是有心來入

這個定，是不是意識造作？是不是意識造作？然後我要讓自己進入到一個定裡面，是不

是有一個我要切斷某一些？所以「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若一切的有情眾生，

應該也都是可以進入這個定的。當然其實這些話，所謂如何去解讀它，不重要，最重要

是他要跟智隍兩個來做對談。接下來：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 

  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隍無對。 

當然這個跟我們初學禪定的人說這番話，會覺得有一點迷糊。因為初學禪定的人，

在世俗的這個五蘊，或是繁雜的環境裡面，很難得有一念清明，所以都隨境而轉，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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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境。所以在開始學禪定的時候，當然會有入定出定的這樣一個過程，這是一個學習的

狀態；如果你已經達到了所謂悟開的這個情形的時候，他就沒有定跟不定的一個揀擇

性，這個前面有講到一行三昧，它是恆常定慧等持。所以縱使兩腿一盤的時候，也沒有

我要入定或是我不入定，在世間的行住坐臥當中，也不見有那種不能夠定的狀態，那才

是一種真定。 

所以他回答，這是就著他的問題，當我入定的時候我不覺得，他也沒有這個覺受，

所謂我有心或是無心，其實這句話智隍回答並沒有回答錯，只是智隍他對於入定這個上

面，還有定的這個點沒有跨過去而已。所以這個玄策他就回答，如果你不覺得，你當時

是真的是靈明覺性，你不見有，有或無的，有心或無心的這種感受，那意思就是恆定，

就是常定。那你一直是安住在常定裡面，你就不用再談你要入定，你正在入定，那也就

不用出的問題，那還有什麼出跟什麼入定？ 

繼續說，他如果你有出定或有入定，那也就不是所謂真的大定，因為你還有講你要

入定，既有入一定會有出，對不對？所以你表示還有一念沒有跨過去，你這個上面還有

入與出，定與非定的狀態，這個時候他點出來了，智隍無以對答，無言以對。沒有錯，

他問：「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在入定」。有的人問說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在清修，就

是你要清，才有辦法修，對不對？如果說這是一切很自然，大概對話就不會回答，他甚

至於回答都不會回答。 

他說，你在這做什麼？他可能就直接回答：「仁者，喝口茶吧！」可能就是直接這

樣：「仁者，來者何意？」這樣子。因為他問這個問題，他就不會答，他就不做答這個

問題。因為他如果沒有定跟出的這種想法概念，只是仁者，你來這裡，好生坐著，我給

你奉茶，這樣的意思。所以這裡面智隍一定還有一個點，一個點，那就是對於定的解釋。 

到這個的時候，當然我們可以瞭解一下，古大德在前面定慧等持的時候，其實我們

有解釋很多，大家應該也還依稀記得，總是再提幾個公案給同學做個輔助。這個有一個

僧，他就問白鹿山的顯端禪師，這個當然是談到定。這個他問顯端禪師說：「凝然湛寂

時如何？」就是你很寧靜、靈明，這樣很清楚很清楚，一切很清淨的時候，如何？這個

端曰，就是顯端禪師，他不是跟他許可，印驗他或是說認可他什麼，他說：「不是闍梨

安身立命處」。他說：那我凝然湛寂時如何？凝然湛寂時如何？我一切很寧靜很明白，

就是定的狀態，那如何？他要得到什麼？他回答：「不是闍梨安身立命處。」這不是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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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阿闍梨，教授師，你該一直安住的地方。 

這個學人，這個僧就問，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那麼學人、末學我應該

如何才是立命安身處？這個顯端禪師就回答：「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雲，有出

山，雲是不是在山上飄？那雲呢？它在這個無住當中，雖然我們五蘊所有一切，在凡夫

當中有意識，所以你雖然有雲有出山之勢，這個雲，不住，它也有可能消散的時候。對

不對？那我們修行裡面，你自然在體會裡面會有寧靜的時候，凝然寧靜的時候；但重點

是他的機用，不是一直要保持那個寂靜湛然，那個只是你如何去識得自性的一個方法，

一個過程。 

他說：「水無投澗聲」，而水在流的時候，這是一個清淨，譬如法水，這是一個宣揚

的時候，它就沒有投澗聲，它就再也沒有嘩啦嘩啦，或石頭掉進去的聲音，在講慧。雲

有出山勢是在講修持的時候，這個雜染，這所有一切它會有飄散出去，不再停留在這個

點的時候。但是你在慧的使用的時候，水無投澗聲，水在流，法在弘揚的時候，或是行

住坐臥裡面，就不會再產生聲響了，它就不會再產生這些噪音，這樣子。 

「於是會得」，於是，這個僧就瞭解了，「常寂寂，不離常惺惺，足知定慧不二法門

矣。」所以要恆常，你要如前面定的狀態是凝然湛寂，說常寂寂；不離常惺惺，又不離

開恆常的一切很靈明，也就是一切是明白的。所以他不會有一個明白跟不明白的轉換

點，而是恆常不管你是狀態如何，都是恆常的常寂寂，也常惺惺，所以這才是定慧不二。

這個地方這是一個補充。 

這個時候其實智隍，他如果還要有入定跟出定，那麼意思他不是恆定，這樣的意思。

接下來這一段經文，就是這個智隍對於玄策，有一些言論的探討，這個是彼此的切磋。 

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

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這個時候這個智隍良久，停了相當久的時間沒有說話，因為他點到了，他點到了。

因為他從五祖忍和尚那裡參訪之後，他以為的境界，所以他就不再有進階，接受別的訊

息進來，一直安住在自己以為的這種模式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