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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0》 

             印可法師宣講          

在石頭希遷禪師裡面他有講： 

  「汝心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用無方；三界六道，唯識心

現；水月鏡像，有生滅耶？汝知之，無所不備。諸聖述言，欲顯法身本寂，同歸根耳。」 

這個石頭希遷禪師就講，我們的心體，眾生的覺性，是離斷跟常，「性非垢淨」，覺

性、佛性它不是所謂乾淨跟汙垢的問題，它是一個機用，「湛然圓滿」，它這個覺性是遍

一切處，所有一切都可發生它的作用，而且是圓滿的。每個人是不是都在覺？覺對覺錯

而已。是不是每一刻都在覺？覺的是一小塊方位呢，還是覺全部？是重點呢？是對焦對

到某一個點，然後執取了這個點，還是全面的都能夠覺而不動？這個覺性不動，不會在

這上面染著。 

所以他講：「凡聖齊等」，在凡在聖，不增不減。「應用無方」，在這上面沒有所謂阻

隔，三界六道都是我們這個心所現，這個講很多了。「水月鏡像，有生滅耶？」縱是水、

月、鏡所有一切的反射，所有一切你體悟的點點滴滴、來來去去，真正有生滅嗎？針對

於我們這個心體，也就覺性而言，它沒有生滅。只是在鏡像上面的外界的境上，我們說

六根對六塵起緣境，這個緣境是生滅法，但是你的覺性是無生滅的。「汝知之」，你要知

道它，這些「無所不備」，沒有不齊全的。 

「諸聖述言」，所有的聖哲都同時講這麼一件事，「欲顯法身本寂，同歸根耳」，如

果你要顯，你要把自己的清淨法身現前，這個覺性真的遍一切，而且斷了你無明，你可

以知道，這個地方你就先指認自己的清淨法身，覺性是本來寂靜的。「同歸根耳」，你要

如何下手，就在你的六根，回來呢？就是從你的門戶這裡去下手吧，就眼耳鼻舌身意。

對不對？  

在《宗鏡》裡面有講到： 

  「一門深入而忘覺知，是心中自證法門。」 

我們凡夫因為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凡夫要使用諸佛菩薩告訴我們、指導我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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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的根器流出來的辦法，而我用這個辦法，真實的去使用它。那這個辦法每個人不

一樣，這個「一門深入而忘覺知」，能夠從中跳出見聞覺知，回到你的清淨，「是心中自

證法門」，這個就是我們每一個清淨的覺性裡面，我們在使用的時候，自己能夠證悟的

最相應的法門。 

所以我們在佛學上面，你要瞭解它都是方便，這個是權；最後你使用了，你悟得了， 

而忘覺知，這是實。所以師呢？是個方便，師不能代我們悟的，佛不能代我們悟的，要

我們好好的修行。 

先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 

所有古大德同時都在講，諸佛的清淨，自覺的聖智，所有古大德講的都一樣，現在

的大德也是講一樣，不用古大德，都是在講真如妙心，都跟我們介紹了，它最主要不是

用世間的文字，你從文字裡所可以得的到，而是你要去體悟；你體悟才有，不是你讀了

就有。讀了是一個方便的指標，指月之指，這個上面我們就瞭解。所以誰都得得無師之

智，師是一個過程，真正的這個方便，就是諸佛菩薩的慈悲，而自己實用了。實用的這

個點在哪裡？根、六根，就是六根門頭。 

再給同學介紹無師之智。《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裡面，毘盧遮那佛就是什麼？法

身佛。在講這個清淨法身如何證得，這個疏上面寫得很明白。它說：「一切諸法，皆無

自性」，你看所有的一切諸法，它沒有說「我現在要成就什麼，我現在要獻一塊麵包給

你吃，我是這塊麵包，我好高興被你吃，我現在是個雞蛋，我要和著麵粉而成為饅頭。」

無自性，這在因緣因緣間，如果你能看得懂，我們眾生的所有一切，因為心動。它說： 

「無有動搖，無有變易，亦無住處也。阿賴耶是房義，是盛受義。」所謂我們眾生之所

以生死流轉，是因為我們的阿賴耶識，而阿賴耶識是怎麼種進去的呢？那就是因為我們

的取。 

「今平等法界中，無有如是受藏之相，故無住處也。」如果我們知道平等法界中，

所有的佛性都是平等清淨的，它根本就沒有你要把它納受，你要把它收藏起來的這些，

所以是無住處的，一定要無住。這在前面幾品，定慧等持之前，全部都在講無住。 

「若一切法，皆無自性，即是無作。」所以諸法，無造作之相。「無作故，無有生滅果

報等，本來寂然，常自寂滅之相，即同不思議解脫也。」這是在講說我們在修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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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從這個地方下手，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清淨覺性是本來無一物的，那在這個裡

面呢？所有的不管現象的等等都是生滅。在這裡面如果你能夠懂寂滅之相。 

「此無相法中，無人能說，無可表示，而能令一切得之也；亦自證得，當知是即大

方便力也。此法無人能教授者，不由他悟而得證之，即是自覺無師之智，自然成佛道；

於道場現寂覺，如是法之實相也。」 

它說如果你能夠從瞭解一切法是平等的，是無相的，也沒有人可以再跟你怎麼解釋

了，也沒有什麼可以真實去讓你去懂得它的內涵，你就是要自己去證悟它，這個就是佛

菩薩給我們的指導原則，這只是大方便力。「此法無人能教授者」，這個使用它，自己去

覺照，自己去悟得了這個辦法，「不由他悟而得證之」，不可能由別人悟。也就是我們如

果能夠照這樣去做，自覺無師之智自然能現前，這個是《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裡面，

我要如何成就清淨法身。 

回歸還是說了，所有的經論都是，三藏十二部匯歸而言，都是指月之指，都是指月

之指；要拿來用，拿來實修，而實修跟用就在六根門頭每一個現況中。《宗鏡錄》裡面

它就有一段警誡學人的話，它說：「此為今時學人」，當然那個時候它一定講今時，對我

們現在而言，他就古人了。所以他說。 

「此為今時學人，一向外求，但學大乘之語；不能返本，內自觀心，明見天真之佛。

若了此心佛，即自然智，無師之智現前，何煩外學。」 

他說今天的學人，當然他講當時，「一向外求，但學大乘之語」，也就是對外一直要

學習，這個大乘佛法的言教的部分，而不能夠真的返本，迴光返照，回來自己的內心，

來觀察覺照，這個心裡面的素質跟變動。我們要知道「天真之佛」，如果你能夠迴光返

照，你就會知道這一切東西，它是一個短暫的，它是一個虛幻的，它是一個不實的，中

間若有發生，無住，對不對？我們起覺觀力。凡夫就是這樣，這個東西停多久，他就痛

苦多久；這個東西能夠明白的時候，當下就頓悟。所以「若了此心佛，即自然智」，我

們就知道：「即心即佛，是心是佛，非心非佛」，前面都講過，所以無師之智就會現前，

何煩外學。 

上一次也跟同學介紹，在修行裡面，他進入到空的體會，解脫狀態之後，他會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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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卡。那幾個關卡，為什麼？就像六祖惠能大師，見到五祖忍和尚的時候，他有講到：

「他的自心不斷自然湧出智慧」，對不對？這個就是無師之智有現前。他這個裡面，是

有一些關卡有過的，何煩外學？所以後發智的部分沒有辦法外學。前面的辦法是一門要

深入，我們一般來講它有悟前悟後，對不對？我們凡夫的話是不是就在悟前？悟前的話

就是老老實實的迴光返照，用自己的一門深入，不管你用哪一種辦法，那個是每個人根

器，每個人自己的擇定。 

所謂佛法三藏十二部的知見告訴你的，匯歸都是清淨的，它沒有是非。在建立知見

的時候，千萬不要灌輸是非；當你擇定法門的時候，是相應而為殊勝，要記得這個原則。

哪一天你坐禪了，去罵念佛的，念佛的笑坐禪的，那個都是彼此笑掉大牙，最後笑一笑，

人家也不來這一回事，因為那個是過程，過程每個人相應。而且說實在每個人都會有試

用期，你用試用期，是不是會有試用期？試用期你一直不入，那你才會一直有一些辦法

去輔佐，到最後你有一個比較相應的辦法去走出來，但是全部都是定跟慧要等持，全部

都是這樣的。 

那悟後呢？悟後的無師之智沒有辦法教導，大德就講得很明白。後面也有悟後的無

師之智的現前，是破關卡而已。是破關卡而現前，並沒有辦法用教導的，但前面的知見

是有辦法建立的。 

我們在邊聽邊學的時候，一方面在補足清淨的正知見、正念，而這個清淨的正知見、

正念，卻不能執著，是糾正於我們的錯，對不對？是不是糾正於我們的錯？糾正於我們

的錯，我們的法門要用好，凡夫需要法門的，一定的。要不然你鬆散，不知道如何去串

連，如何把這一些雜染的東西，有用一種辦法去釐清。但到無師之智的時候，就得自開

發，把那個瓶頸打破，這個是無師之智的一點點小小補充。 

在《大藏一覽》裡面它有講到，它有講到這個無師之智，它說： 

    「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文，

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 

它說到如果我們想要研究佛乘，我們想要一覽浩瀚無邊的三藏十二部，「披尋寶

藏」，這些披尋寶藏你可以進去，「一一須消歸自己」，所有所說的一切回來就是要檢覈

這裡，你要消融，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明白了，所以三藏十二部為了是要讓你消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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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使冥合真心」，所有的每一句、每一句、每一句，在背後呢？你都要瞭解，就是

用清淨的真心，在這個所有的三藏十二部裡面。「但莫執義上之文」，且不要執著於語義

上所表達出來的東西，「隨語生見」，隨這個言語，世尊所說的大德所論述的，不立文字，

是不是也有很多文字記錄？不要隨這些語言生起了見，生起了你佛法上的知見。 

「直須探詮下之旨」，真的就要真的明白，下功夫去知道它背後的意思是什麼，背

後的意思，是看清楚我們的整個心裡的東西，我們不是在講嗎？前面全部都在講這個地

方，就是道場，「契會本宗」，契會佛所說的清淨的佛性，所以無師之智就會現前，因為

那是自己的，「天真之道不昧」。 

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知教有助道之

力，初心安可暫忘。」 

這個言教，是幫助我們修行，確實它是必要的，「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忘」。

在開始學習的人確實你要總持，因為你有世間的很多雜染；但是真正到修行，慢慢你研

究佛典，披尋寶藏的時候是要消歸自己，就是把那個障礙點跨過去，智慧是因為障礙障

礙住了，跨越那個障礙點，你的無師之智就會現前。一直強調再強調，就是這樣的。那

我們在這個上面，還是要慢慢的愈來愈明白諸佛菩薩在說些什麼，祂要我們怎麼樣去下

手。接下來我們就瞭解後一段經文。 

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 

他說，況且我自己都感覺到很遺憾，時空不能夠讓我可以遠道而前去親近六祖惠能

大師，所以這個神秀有沒有非常的自謙？是不是很自謙？真的很自謙，他不會說，哼！

我跟他都是同一個師父，他知道的我也已經都知道了，他沒有這樣，他都還願意親近。

「虛受國恩」，我今天在此呢？虛受著國家對我的恩澤，因為那個時候，則天皇帝對他

非常的禮遇，上次有介紹。對不對？「汝等諸人」，你們大夥兒這一般人，如果沒有受

到一些佛法的利益，我幫不上你的忙，那麼你也沒有突破你的瓶頸，那你就不要死守在

這裡了，你們可以前往到曹溪那邊，去參叩六祖惠能大師，甚至於得到他的印證。這是

一個心胸，這是不是心胸？ 

有的呢？你在這裡，只有這裡。開始是不要學生亂跑沒有錯，可是他如果在這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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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久了，然後沒有辦法突破，在古大德他會給你寫介紹信，他會給你寫介紹信，你可以

到我的師兄那裡，你可以到哪個地方，我的師兄那裡去參叩，我給你寫介紹信去，就帶

著這樣的一封信去，這是心胸。對不對？這個上面當然有的人是還沒有穩，自己調伏這

些法都還不能受用，就直接說我要四處看看，四處走走，就走馬看花，那個是完全錯了

方向。我要四處參，參了千山萬水，沒有一處你看得上眼，因為你是用挑，挑毛病的方

式在挑道場，你永遠沒有道場可以去，沒有。 

你如果是我在這裡是參叩，我懂得迴光返照，這個辦法我來用，這個辦法我比較不

相應，哪個地方的辦法我來用，他們是用什麼樣的一種教導，這個上面用上了，用上手，

如果還不悟，當然這個祖師大德心胸是開闊的，像這種，前面就很明白，前面很明白，

這個懷讓禪師，懷讓小的時候不是也是根器嗎？後來他不是去參哪裡？他說你去參六

祖，是不是這樣？都有這種氣度的，都有這種氣度。像這個神秀他就講，你們可以去那

邊，沒有關係。 

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

還為吾說。」 

他說，有一天他就跟志誠講，其實志誠的緣在六祖，後面就知道了。他就跟志誠講，

你聰明多智，你是很聰明的、很利的，那你可以替代我，到曹溪去聽聞法要，你可以替

我去聽一聽。如果有聽聞到什麼很殊勝的法，「盡心記取」，你都要很用功的，努力的把

它記錄下來，回來之後再為我說明。有沒有氣度？有啊！是不是？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 

這個志誠知道了，神秀大師就已經開口了，我可以去了。當然他已經功夫做很多了，

可能在身邊也很久，磨啊磨啊！迴光返照的能力也有了，那有一些沒有辦法突破。有的

時候環境太熟悉了，就會鬆散，有些時候是沒有辦法再讓自己保持最高的覺性，這當然

中間會有很多的發生。 

志誠接受了使命之後，於是就出發到了曹溪。到了曹溪之後，志誠就隨著大夥兒一

起參拜，也向六祖惠能大師請安，但是就獨獨沒有說出自己的來處跟因緣。其實明眼人

一看都知道來了一個新禪和子。一般來講，都會有招呼，你到一個寺裡去，你當然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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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知客那裡報到，總是會說明自己的來處，他是沒有。他到的時候好好看大夥兒上堂

了，他就跟著大夥兒一起禮拜，一起就坐在這個下面，就是聽法師的開示。這個是有違

出家人到一個道場參訪的規矩。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當然就明白了。 

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潜在此會。」 

當時六祖惠能大師在堂上一看，就很明白的告訴大眾說，現在在臺下坐著，有一個

是來盜法的人，也就是來偷聽的，有一個來偷聽的人。其實六祖惠能大師會這麼小心眼

嗎？不是啦！他就是要挑明著你來參，我跟你面對面講，你不用閃閃躲躲的坐在那兒當

成是外人，你就去知客處報到，我們就知道你哪裡來，你要來參訪，他就會跟前面其他

的一些去對談他，你照這樣來就好了。 

可是他把自己放在裡面，不動聲色，其實內心是不是有一些些是因為神秀大師跟他

說，你去聽，然後記下來，回來告訴我，我就有一個職責。就是為了要來多聽一點，是

不是？他留有一念，可是這一念就是契機。這個契機可以是順的，是逆的，是如法的，

是不如法的，因為你後面就可以看到六祖惠能大師的心量。就潛藏在你們這個裡面，這

個時候志誠就自己站出來了，因為我確實，我是要想來多聽一點，然後記錄下來，回來

偷偷的告訴我師父，因為我在我師父那裡，頭還撞不破。是不是？  

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 

所以志誠隨即就出列了，來向大師禮拜，說明白，明白的陳述自己是從哪裡來，然

後神秀大師他是如何的交代我的。六祖惠能大師於是就說了，你是從玉泉寺來的，你應

該就是我剛剛所說盜法的人，你應該就是間諜，你就是偵探。這個志誠其實他是有勇氣

的，對曰：「不是！」我不是。因為他心中是不是有仰慕六祖惠能大師的法要？因為神

秀大師跟他說：「豈徒然哉？」我的師父親自把衣法交給他，他是有料的，他得無師之

智，我比不上他。所以他心中是不是對他又有景仰，又承擔了某一種職責？就是要聽一

些，回去告訴我師父，是不是這樣？然後這些我師父可以受用，我希望我也能受用，能

在這裡受到點撥也不錯。所以他是不是也具足勇氣？ 對曰：「不是！」我不是細作。 

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 

大師就問他：「何得不是？」怎麼說不是呢？你剛剛就沒有說明白，你現在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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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怎麼不是？對曰，志誠馬上回答：「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志誠就回答說，我剛

剛沒有說出來自己的身分跟緣由，之前可以說是你剛剛說的那個細作，剛剛是，可是我

已經說明白之後，「說了不是」，我剛剛說明白，所以現在我不是。他沒有結構相續心，

他是塊料。對不對？  

六祖惠能大師聽這一句就知道，這個可以。他說，你是細作，我要一直爭取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要不然就編個謊，他是據實以說。他說，那你就是間諜，你就是偵探，

他說我不是，剛剛沒說之前是，我已經說了，現在我站在這裡，我不是。是塊料，對不

對？他能夠從這個地方抽拔。六祖惠能大師的回答，你看他都沒有繼續，不追打，死咬

他，他馬上轉。 

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 

六祖惠能大師就說：「汝師若為示眾？」是不是直接就談？這是很正常的話，你的

師父都是怎麼教導大眾的？有沒有生氣？是不是沒有？這是不是又是氣度？是不是就

是氣度？這就是他們一樣都是有這種大量的，你的師父都怎麼教導大眾？是不是我們要

說好，我現在抓到你了，下去，不准你聽。因為你是細作，咬死他，有沒有？沒有。他

就直接，因為剛剛有講，他有講他的師父跟他說，你去聽一聽，老老實實的記載下來，

回來告訴我。六祖惠能大師要讓他比對一下這中間的差異，是為了幫助他，他就開始提

起話題了，你的師父怎麼教導大眾的？  

志誠就回答，我的師父經常都指導我們，就指導一起修行的這些大眾，要「住心觀

靜」，要收攝自己一己之心，不要那麼散亂，讓自己能夠鎮定下來，然後進入清淨安靜

當中；「長坐不臥」，要坐長香，而不要鬆散，一天到晚就想要去睡覺，他用的是這個語

詞。六祖惠能大師針對他提出來這一點，他要點出的是志誠你自己，因為志誠在這裡是

沒有過關的，對不對？所以他知道你的住心觀靜是有問題，就志誠自己本身是有問題的。 

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 

所以大師就回答，如果要你收攝你的心，讓它完全的穩定下來，然後你讓自己回到

寧靜當中，這是一種病態，並不是禪，因為你不活潑了，你心思是沒有辦法有正常的運

作，你的心性沒有活動力。「長坐拘身」，如果只是要恆常一直坐長香，一直要坐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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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這種辦法把你的身子拘束起來而已，「於理何益」，對於要體會的佛理有什麼益

處，它有什麼直接的關連性？那這樣子，其實這番話是針對志誠而說。 

那我們一般凡夫，你六根對六塵，一天到晚太活潑，太活潑就像那種潑猴，那種狀

態之下，是不是也要給自己一點功課？是不是？所以那是一個過程，當然這一段他是針

對志誠而說。所以六祖惠能大師自己有沒有教禪修？有啊！至於坐的相狀、長、短，個

別個別有所不同的過程，那在這裡，消文到這裡，補充一下玉泉寺。 

玉泉寺介紹 

這個玉泉，他說你是從玉泉來的，我們前面不是有介紹嗎？這個神秀大師他在北方

這玉泉的這個地方，這玉泉寺是座落在湖北的當陽縣，在當陽縣玉泉山的東南麓，就是

東南這一邊。「以玉泉山，形似覆船，故又名覆船山，或覆舟山。」這個玉泉山它的形

狀像一艘船，但是是反著扣過來，翻覆、倒扣的、翻覆的船，所以又叫做覆船山。這個

玉泉山是很有名的，「或覆舟山，頗富勝景」，它那裡環境非常的幽雅，「靈山妙境」，這

樣，人家說仙山。 

在東漢的時候，很早，在東漢的建安年間，也就是西元一百九十六到兩百二十年間，

那個時候有一個普淨禪師初結茅在此，就是有個茅棚，最早的時候是有一個普淨禪師結

了一個茅棚在這個地方。到梁宣帝的時候，因為漸漸信眾會在這裡請法，自然成為一種

聚集。所以到梁宣帝的時候，就「敕建覆船山寺」，所謂皇帝敕建，那這個寺一定大了，

有道高僧。我們現在的寺都要自己建，居士自己建。以前的寺為什麼會那麼大？因為是

敕建，是國家來建的。「歷來高僧來住者甚多」，很多高僧大德都在這個覆船山寺，也就

叫玉泉寺。 

到隋代的時候，開皇十二年，就是西元五百九十二年，智者大師也到這個地方來住。

智者大師在這個地方「倡立法門，並建一寺」，這個時候他就在這個地方有講修行，然

後又建了一個寺。開始是不是梁朝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大規模，有建了一個寺叫覆船山

寺？然後智者大師又再那裡建了一個寺，建了寺之後第二年，智顗就是智者大師就在這

個地方講《法華玄義》，《法華玄義》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到文帝的時候，「原敕寺額一音寺」，這個時候皇帝就賜了一個匾額在他的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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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叫一音寺，佛一音演說，所以就叫一音寺。後來又改叫玉泉寺，為什麼叫玉泉寺？

因為這個寺有一個洞穴在旁邊，這個洞穴的水就這樣滴下來滴下來，滴下來滴下來，會

凝注，那凝注看起來像泉，就像一注的泉水，其實就是什麼？鐘乳石，很漂亮。那這個

水呢？這個「色似琉璃」，因為那鐘乳石這樣滴下來，滴下來，有的是不是這樣凝固？

它很多的礦物質在裡面，所以它看起來就像琉璃，是不是會有點透明透明？看起來像琉

璃。「味如甘露」，它那個水喝起來特別的甜美，所以就叫玉泉，所以這個叫玉泉。 

在一樣是那個年代，十四年四月的時候，智者大師在那裡住相當久。智者大師又在

那裡說《摩訶止觀》，玉泉寺的名於是聲名大噪。《摩訶止觀》是修禪修的人，在高級禪

修班所使用的教材，所以玉泉寺聲名大噪，當時跟棲霞、靈岩、天臺並稱天下叢林四絕。

這天下四大叢林，所以這玉泉寺很有名的。後來這個玉泉寺，還是有很多大德駐錫，因

為它靠近文化重鎮，當時這個文化重鎮都是在北方。 

接下來再講，到唐高宗的時候，儀鳯年中，六祖惠能大師是不是儀鳯年中到南方？

差不多那個時候。其實那個時候這個神秀大師也成熟了，所以神秀他在儀鳯年中裡面，

他也到這個玉泉山。然後他在這個寺，這個寺的東邊，這個玉泉寺這個叫一音寺，在這

個一音寺的旁邊結廬，也就是蓋了一個茅棚，只要是得道高僧，慢慢他當然就會聲名遠

播。而且我們從前面的歷史知道，神秀大師是非常嚴己的，有沒有？他寧可去汲水、服

勞役，因為他想要真正的在這寺裡實修，所以當時五祖忍和尚非常器重他，所以他在那

裡就結了一個小小的寺，叫度門寺。 

後來在上一次的課程有介紹，後來則天皇帝請他到內宮去說法，還回來整修度門

寺，又把度門寺好好的給整修，變成比較氣派，比較宏偉。所以後來也有一些大德懷讓、

惠真、承遠等等，都是到玉泉這個地方來駐錫。那時間又隔多久呢？這個唐，對不對？

然後宋、元、明、清，是不是這樣？到宋代的時候，它這個禪法是天下四大叢林之一，

所以它的禪法非常的興盛，成為禪院，對於這個修禪，有特別的獨到，然後也有在指導。 

所以到天禧末年，天禧這個皇帝的年號，就是西元一零一七到一零二一這一段。開

始建立的時候，是不是一百多年？到現在到一千零一十七年，是不是九百年，快一千年

了？這個時候明朝的蕭皇后崇揚佛法，一千多年古寺，總是會有一些剝落，像我們古蹟

幾百年幾百年都得重建了，所以那個時候蕭皇后就給它重建，改名叫做景德禪寺，把它

擴大到「九大樓」，它有九個很大的樓，「十八殿」，有十八個殿堂。我們現在一般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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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殿堂？有的寺比較大，完整一點，是不是前面有天王殿？再來進入有彌勒殿，再來可

能就大雄寶殿，後面可能有所謂的觀音殿，或是什麼殿，或是什麼殿，西方三聖殿，到

最後藏經閣，是不是這樣？就差不多這幾個殿堂。它有十八殿。 

有多少房間給僧眾住呢？「三千七百僧舍」，可以容納三千七百個僧眾可以住宿。「占

地左右各五里」，就是它這個是主殿，這邊有五里，這邊有五里，「前後十里」，前有十

里，後有十里，所以是不是方圓就是很大很寬很廣？對不對？「被譽為荊楚叢林之冠」。

所以這個玉泉大不大？當然那個時候是還沒有後來蕭皇后重建那麼大，但之前就是有古

大德在那裡駐錫。所以只要講你從玉泉來，就知道現在駐錫的是誰，那裡的禪風如何，

那裡的教化如何，信眾規模如何，這樣。 

這個是古時候的修行，在當時人眾也多，執事，這看古大德的記載裡面，是相當的

讓人讚歎。那個執事人員，煮飯，那個鍋如大海，是不是？他們的那一鍋鏟，鍋鏟這樣

從這裡到對岸，這樣推過去，對面又有一個鏟子這樣推過來。所以一看到這種三千七百

僧舍，我們真的要很讚歎古德，也讚歎大家願意在一起修行。然後在這裡面呢？如何你

能夠真的安住，就是每個人自己在這上面的功夫。我們三皈依不是有統理大眾嗎？統理

大眾，一切無礙。以前的大眾不是這樣，五六個就吵起來了，這十個，二十個就，以前

的統理大眾都是一千多人的，會不會有一些紛爭，什麼的？全部用戒，這樣就好了。我

們就用戒作為準則，對與不對就這樣，所以這個是修行的道風。以前的尊師重道，尊師

重道是夠的，那現代各自體會。對不對？那這個地方我們就講到這個對話，這個從玉泉

來，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說：「於理何益？」 

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作了一個偈子，他說：「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若是在生，

活著的時候，只是端坐著而不眠臥，因為他前面講，神秀和尚是要他們「住心觀靜，長

坐不臥」，他並沒有講不倒單，只是說長坐，你要很長的時間，長香要坐，這樣。「死去

臥不坐」，到死亡的時候，就會長臥，而不再以坐的形式。所以你現在好好坐吧！可是

到死了的時候，你就好好躺著吧！這個裡面其實他是在講身的心，就是我們身心兩調，

那你如果一直著在身的話，其實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他說：「一具臭骨頭」，人的

色身是一付臭皮囊，「何為立功課？」何必在肉體上強要訂一個什麼樣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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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四句偈，其實是針對於長坐不臥，但是你志誠並沒有開悟，針對於在這裡你

要重新去想到，你修行上要突破的點。那我們凡夫眾生在修行的開端，盲亂的狀態之下，

這個功課的訂定是不是有必要？讓你要有這個意願，這是一種方便，這是一種短暫的辦

法，在一個短暫時間的辦法。前面有講定慧等持，到你在在處處都是定與慧，那個當然

是功夫做到某一種程度有穩定，那是一個就是恆常的一種狀態。 

那如同我們念佛開始學念佛的人，有沒有要訂功課，我一天要念多少，我一天要念

多少？其實這是對治於自己很容易散漫的心，所以當你把自己的功課訂下來，你比較不

會懈怠，這是一個定課。禪坐也是一樣，念佛也是一樣。這個志誠聽完之後。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

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 

這個是志誠他聽完了這個四句偈之後，他對於自己在坐的這個相上，有一番不一樣

的看法，很相應，所以就再向六祖惠能大師禮拜，接著就馬上說弟子，是不是不一樣了？

這是不是一個提昇？他尊敬度跑出來了，稱謂上改為弟子。他前面「汝從玉泉來，應是

細作。」對曰：「不是！」他都不開口講弟子，對不對？都不開口這個。但這個地方呢？

相應了，降伏了，有意願了，尊稱六祖惠能大師，你是師，你有把我的問題說出來，問

題說出來，你也要願意接受，對不對？所以他稱謂上就改為弟子。 

他說弟子在神秀大師那兒，我在那裡親近學道已經有九年了，但是我不能夠契入佛

理而得悟，我沒有辦法契悟。其實九年不算久，是不是九年不算久？前面不是還有三、

四十年的嗎？這個趙州禪師，當他是一個小沙彌的時候，就能夠對上幾句。可是趙州禪

師行腳到八十歲的時候，人家就問他：「你何必再千里迢迢四處行腳？」他就說：「只為

心裡不安定」，我這個地方還沒有悄然安靜下來。當然到他徹見大徹大悟之後，他就駐

錫之後，就不再跨越山門前的一條溪，前面有一棵樹，他就不再跨越，因為安住了，就

不再浮動了，心就不浮動，其實這個我們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一般修行人來講，有的時候他很浮動，很浮動這裡也要，那裡也要，這裡也要參，

那裡也要參，參來參去其實就是自己心不安住。如果你的心變成說安於現況而不動，寂

然，享受在一種比較好的條件之下，那也是一個陷阱。有的是心的浮動會讓他四處四處

跑，很多人是這種現象，走了好多好多地方，最後覺得無一處是兒家，水裡躲著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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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溫暖，所以什麼也不是。這個地方他講我在那裡九年，沒有契入。那我今天聽聞和尚

一說，是不是馬上尊稱？是不是弟子跟和尚都出來了？這表示他的心降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