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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7》 

             印可法師宣講          

今天我們要進入的是來瞭解有一位童子叫神會，他去依止六祖惠能大師，得法的所

有經過。今天在這個神會禪師，這個主題圓滿的時候，這個〈頓漸第八〉這是第八品，

也將做一個結束。接下來。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 

  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 

  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 

  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先讀到這裡，話說有一個童子，這個當然是很年輕的，他才十三歲，這個十三歲的

童子，名字叫神會，他是在襄陽姓高的家族裡面的子弟，然後他來的時候才十三歲，根

據經藏裡面的記錄，他就在玉泉寺也就是神秀大師身邊，已經在那裡參了三年，之後才

到曹溪來參拜六祖惠能大師。所以這十三歲，利不利？而且這個對起話來，這煞有其事。 

這個大師他從不輕人，他不輕後學，他也不會看你就是個十三歲的孩子，他問他的

時候是很平等的。師曰：「善知識遠來艱辛」，善知識你遠道而來，真是辛苦，而且他直

接問這個：「還將得本來否？」你來這兒，你是不是還滅了？帶著你本來的面目，這樣

來的嗎？這意思是你發現了你的佛性嗎？你知道本來面目嗎？「若有本，則合識主，試

說看。」如果有本，也就是你見本來面目，那麼也就是你認得了自性的這個主。在禪門

裡面常常會用一個主人公，這個禪林用語，就是指人人本具的佛性。當你瞥見空性的人，

就是知道本來面目，只是太多的雜染又蓋上去了。 

他問這個的時候，他直接問你帶著本來面目來嗎？「試說看」，試著說說看。這神

會就回答了，十三歲的孩子回答：「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我呢？瞭解，但是他不

用我，意思是說在所有一切體用的時候，在用的時候，就是以無住為他的相狀；能見，

也就是無住，那麼這個就是主人翁所展現出來的世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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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師一聽，這個以無住為本，在經論裡面都是解到最後，才講無住為本，所以

他一下就把那個最後的答案說出來了，六祖惠能大師如果是門外漢，就馬上給你印可

了，但畢竟不是，他不是門外漢。他一看就知道，你這是會抓重點的話。這六祖惠大師

他直接說，這沙彌，你這沙彌，表示他是落髮的了，他是落髮的，「這沙彌爭合取次語」，

你怎麼可以就這麼簡單的把結論的話丟出來呢？對啊！以無住為本，我們前面開始都講

嗎？是不是？ 

這個神會真有膽，真是有膽，神會其實他知道，他知道六祖惠能大師問這句話的時

候，他真的是用結語，結語把這話對回去而已。但神會他主攻，他主攻，就問，是不是

很有膽？他就問和尚：「您坐禪是有見，還是沒有見？」就是您還有感覺嗎？這裡面呢？

您見著什麼？他在探索，他帶著他的疑惑來。既有疑惑，怎麼是見本的人？很明顯。 

但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看到你會問這問題，這已經心外求法了，你管我境界。所

以他就用柱杖，他用這個拐杖打神會三下，然後問：「吾打汝痛不痛？」我打你痛不痛？

這個神會狡猾，但是也是他裡面對佛法略有消化，對於受的解釋能說，所以神會回答：

「亦痛，亦不痛。」我也痛，但也不痛，這個不用解釋。痛，在講色身；覺受以不住的

話，就不痛。這個六祖惠能大師當然知道。他就回答：「吾亦見，亦不見。」我也見，

也沒有見。這個神會如果兩個真的是悟得，神會一定是「阿彌陀佛！」可是呢？他心外

求法，他想要探索，其實是自己的問題，他以自己的問題來問六祖惠能大師，六祖惠能

大師的回答，跟他自己的回答有什麼不一樣？如果你瞭解的話，還需要再問嗎？當然是

不可能瞭解的。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所以他說：「如何是亦見，亦不見？」你是怎麼是見，也不見呢？那這個時候。 

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

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我也是見，然後也不見，他讓神會先回答，然後他再附和

了這個答案。神會問：「那如何是又見，又不見呢？」就是你有覺受，還是沒覺受？你

這裡面呢？在坐禪的時候，是有見還是沒有見？六祖惠能大師他回答，他不就坐禪而回

答，他下面這個回答，不是就坐禪而回答，他是講普遍性的所有一切狀態之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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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所見」，吾所見到的是「常見自心過愆」，都是看到自己的過錯，而沒有看到他人

的是非善惡，好或不好的地方。因為我沒有在心外去探究別人的事情，也不會計較分別，

所以呢？是亦見亦不見，這個就是我的亦見亦不見。因為我見己過，自心的過愆，而我

不見他人是非，這是六祖惠能大師的回答。 

是六祖惠能大師知不知道神會的過愆？當然知道，但是這個過愆，是知道實相中他

的問題，但不是心中討厭神會，不是對這個小孩已經起了對立的狀態。這舉例，在座有

沒有教過晚輩？有沒有看過自己跟長輩的衝突？有。如果你有晚輩的人，你有兩個小孩

或是兩個晚輩在爭吵，那這爭吵的時候，你會不會很明白哪個為什麼而爭吵，他的立論

點要爭取的是什麼，另外一個為什麼回嘴，他立論點是因為什麼，會不會很明白？當你

知道的時候，你是見還不見？見實相不見是非，這樣就是見亦不見，這個見就等於不見。 

如果你今天這兩個晚輩，你喜歡的是甲，不喜歡乙，你要袒護甲或認為甲有道理，

你就會附和過去甲而一起攻擊乙，那就是見。或是你在評斷甲乙衝突的是非之下，已經

把你的答案標立很清楚，所以你不對，你對，你對三分，你錯五分，這個你也對，這個

你錯，這個錯，這個對，是不是就叫閻羅王？判定是非，這個判定是非是可以判，但是

你心中如果已經把這個是非對立存在，對立我認為你對五分，你錯三分，這件事你對五

分，你錯三分，這個判決給下了的時候，心中一定肯定你這個判決是唯一的正確，這個

時候就見見見見見，好多見。這樣知道嗎？立了好多法。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有沒有見到神會？有，可是不見。因為神會的這個是神會的問

題，不是他的問題，他不會因為神會的這個小孩的這些，而來討厭這個小孩，他內心只

是知道你的問題在這裡。就像今天如果你的背後有人誤解你了，說到你的壞話，你見或

不見？見或不見？你也聽到，見或不見？動念即見，不動念是知，是清淨的知。見己就

是自心過愆，這個見就好了，但不見對方的錯，你不動。這樣知道意思？所以他講我不

見他人的是非好惡，所以這叫見亦不見。 

你說，你剛剛回答你痛也不痛，那又是如何？當然這個神會如果還要再對下去，兩

個就槓了。所以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要藉這句來說法，他就不再等神會的回答，他主

動替他回答。他說：「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你如果不

痛，那麼你就是草木石頭，因為你不痛，其實你是肉；那如果你今天會覺得痛，就如同

是凡夫一樣，凡夫都有一個自我保護機制，你打我，我就痛，我就自然回，要不然回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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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眼神就，哼！箭這樣給他射出去。你幹麼打我？是不是？ 

那如果人家打你，你是這個身體反射是人家打你，你就這樣，如果是你在抗拒跟挑

釁，打啊！繼續，再打，你這個裡面那個是有東西的。對不對？那你看你打的時候，他

一臉清純，以為你在跟他打嗨！說哈囉！是不是？這裡面就有東西。他說如果你會覺得

痛，那你就跟凡夫一樣，會起瞋恨，會起瞋恚怨恨。 

那你在前面你所問我：「見跟不見」，表示你的心有兩個東西，你向外在別人的見或

不見裡探討，也就是你的內心有見跟不見這兩個盲點，他是用這樣來說法。所以就說明

了你心中還是有兩邊，一個是見，一個是不見，表示你坐禪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見，什麼

叫不見，因為你要問我，我到底見還不見？六祖惠能大師他也不會回答說，我見不見干

你什麼屁事？他也不會這樣。因為他問他，他就順著答，才有辦法引下一個話題。 

禪師在接引人有兩種巧妙，一種是知道，你看你功課都沒做，你就來，「請問祖師

西來意」，那就不用問了，不用跟你浪費時間，敲下去讓你走，回去做功課，這種是不

回答，那就是在裡面的人。在裡面的人很清楚，你功課沒有做，每天嚼舌根只是在問，

這語言文字而已。你為什麼不去看你自己的祖師，你的西來意，而要問祖師西來意？那

上堂的時候和尚的開示有沒有聽進去？所以在裡面的人問祖師西來意，都是不答的，都

是不答的，他的接引的時候，一定是在日常中，在日常的。 

那對於外來的這個，對談的時候，一定要從左邊右邊旁邊去抓他的中間，去看到他

其實問題在哪裡，因為他問見跟不見，他問他痛跟不痛。可是痛跟不痛，當六祖惠能大

師用這樣回答的時候，這個神會他不能接腔的，他接不了腔。他如果還是這樣在我痛是

色身痛，我心不痛，我無，無什麼？清淨受什麼，這些就接不下去。 

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直接點出，你在說見與不見，其實你有兩邊；那至於痛跟不痛，

他是有痛的生，不痛，你回答不痛，就是有滅，所以你的心有生滅。你既有兩邊，又有

生滅，接下來就要教訓他了。 

「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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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神會真是利根，他說：「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至於你回答痛不痛，這是

有生跟滅。」以痛而言，是有生滅。但你自己沒有看見自己的自性，因為前面他有問他：

「若有本，則何是主？」就是你認識了你自己這個主人，那你現在沒有迴光返照，「你

自己沒看見自己的自性，敢爾弄人？」反倒過來賣弄語言文字，在這兒呼巄人，在這兒

來問我的見與不見。 

這個神會一聽之後，他知道錯，於是他馬上向大師頂禮，五體投地了，而且懺悔謝

罪。這算利的，他沒有狡辯，他沒有狡辯，是不是禪子就是這樣？當點過之後，他有沒

有即時是知道錯？他有沒有即時回來？那這個地方呢？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

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 

六祖惠能大師說，如果你的心裡迷悶，而沒有看到自己的清淨自性，第一句他問：

「若有本，則合識主」，那你應該直接就講：「末學愚昧，請和尚開示。」不就這樣就好

了嗎？你「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你試著說說看。你馬上回答：「以無住為本」，

你就是背書給我聽，你不老實。對不對？所以他說你如果迷悶，而不見自性，就應該直

接請善知識指引條道路，他的對話就不會這樣，但是這個也是很巧妙的對話。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心裡明白了悟了，那也就自見自己的清淨本性，你就可以依法而修萬行，所

有的一切裡面都有可修的點，因為悟後起修。 

那你今天很明白你自己愚迷，不見本心，卻來這兒問我見與不見，那我自己的見，

我自己的清淨自性，我徹見的話是我自己知道，那我自己知道，又與你何干？不能成為

你的，豈能夠代替你的迷昧。所以你來這裡問問這些話，對你是沒有用的，對你是沒有

用，我不能夠代替你迷。我回答我見跟不見，對你有什麼用處？「汝若自見」，你如果

自見本性的話，也一樣，如果我是迷昧的話，一樣你也不能夠代替得了我的迷昧，不可

能給我。對不對？他這樣講。 

「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 

這地方他直接指出來，你問我的這些跟你都沒有關係，你今天問我，我如果徹見本

性，也不會給你；如果你徹見本性，也不可能給我，你為什麼不老老實實的，知道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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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自己沒有自見清淨本性，而卻來這個地方來問我到底見與不見。這個神情當然是嚴肅

的，這個語詞當然是堅定的。對不對？禪師在接引人，該堅毅的時候是堅毅，說法直指

人心的時候，要點撥的時候，是直接又明確的。 

但是在等候眾生的時候，看其迂迴中，卻有某一種力道，跟某一個讓你去產生謎團

的一個洞留著給你跳。那你跳進去之後，爬得起來，就可以；爬不起來，因緣和合，這

個禪和子他是慚愧的、清淨的，就可以嚴肅的點。如果這禪和子已經起瞋恚，這上面在

計較分別於他跳下去的那個坑，是誰是、誰對、誰不對等等的這些組合起來的時候，這

個禪師就不顧，他自己不動，可是他也不會顧憐他，因為這個功課，是每個人要自己做

的。如果苦口婆心，再來跟他解析解析，再來說說說，那會沒命的，古時候的禪，不是

這樣帶的。祖惠能大師是嚴肅的，語詞是堅毅的，指出來的錯誤是明白的。當然這個是

沒有實況，我們已經是透過語言文字。 

這個神會於是心裡就想著，真是善知識！真是善知識！善巧智慧，直指人心。裡面

既可屈，他跟你對談，因為你十三歲而已，但是也不是輕視於你，既可屈又可伸，又可

出棒子，又打。神會於是他迴光返照，知道自己在這上面多麼造次，這個地方。 

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

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

佛性。」 

他就請大師恕罪了，他心中自己想著，這真的是大德，我的伎倆，我心中所有的問

題，他都點出來了，從此這個神會就常隨在六祖惠能大師的左右，不離開大師就對了。

有一天，這個大師他就上堂，就跟大眾講，我有一樣東西，沒有頭也沒有尾，也沒有名

字、語言文字可以去解釋它，也沒有前面也沒有後面可以分別它，請問大家還認得嗎？

這個不是元宵節在打謎語，大家還認識嗎？ 

這個神會他就出列了，他就說：「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這個就是諸佛的本

源，也就是神會的佛性。其實神會如果是自己在這上面體悟，他這樣說是沒有錯的；他

如果沒有體悟，而用所謂他在經論裡面的語言，他瞭解，這超越語言文字，他這樣回答

也是沒有錯的。但六祖惠能大師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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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

解宗徒。」 

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他當然可以挑他的語病，這是不是所有語言文字都可以挑

的？語言文字的背後就看你的認知而認知，那個解釋都自己下的，可是你體會的東西卻

不是解釋的東西。如果你用下的解釋，以為就是體會，那麼就被你的意識所蒙蔽，所以

你看得懂語言文字背後的東西，那你就不住有，也不住空，所以他抓他的語病。 

他說，剛剛不是跟你說嗎？沒有名字，也沒有文字可以來表述它，那你現在還叫它

稱做為本源的佛性，唉呀！你這個孩子，你以後如果有個可以遮風擋雨，蓋頭的茅棚可

安住的話，可以存身安住的話，你是很會講，但是呢？說來說去，你也只是個依文解義

的宗徒罷了，也就是你在佛法會知解的人而已。 

他這樣講，就沒有再講神會的反應，這裡面所有的答案留給神會。這個時候如果你

真的是在以佛法做知解的人，你應該知道六祖惠能大師說的是事實。如果你是有體悟的

人，又不用在乎六祖惠能大師在公然公眾之中，說你是一個佛法做知解的人，你又何須

在乎？聽懂？所以這個地方，這是神會跟六祖惠能大師互動的一些過程。因為縱使你有

體悟，還不成熟，他還不成熟的。 

但是很多時候，修行有境界的人很多，你只要願意修，你不管拜佛也好，誦經也好，

讀經論也好，念佛也好，任何法門都好，你只要真的把法門拿來用，一定會有境界發生。

是不是都會有？而這個境界在哪裡？沒有卡到位，沒有卡到一個瓶頸的時候，你還以為

是過關了。當你要卡到瓶頸的時候，你才知道自己這個問題在哪裡，這個最珍貴，這沒

有什麼好丟臉的。知道嗎？ 

同學！修行裡面就是要這麼老實的捫心自問，你就知道這個就是最珍貴，我今天看

到我的瓶頸，只要你看到瓶頸，你就會過。修行裡看到瓶頸，就說會過，如果你不敢去

面對我有這個瓶頸，而是在這裡茫然失去了自己，這個就像我們之前有一些課，在介紹

利根器、中根器跟下根器，這是習，習氣業習的問題，這是習氣的問題。所以修行裡面

不管祖師大德怎麼說，你的任何一點一滴，他都知道。他知道你的知道，等待著你的知

道，等待著你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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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六祖壇經 97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你如果過不去，在那邊躁動，看起來是不是自我折磨，很辛苦？那個經驗值，是千

載難逢。當你在躁動的這些東西，跟他花多少時間去過去，而那個點，你摸到了，而跨

過去了，那個是讚歎，是要讚歎那個跨越。而你躁動的時候，這個指導師父，他不會像

父母親一樣心疼你，他不會像父母親一樣去心疼。孩子！你肚子餓了，你還過不去怎麼

辦？不就要陪你三天三夜和你一樣睡不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指導師父他的明白，跟他的如如不動。 

但我們在走過這個千山萬水的時候，就記得，任何的瓶頸都是珍貴的契機，因為那

是自己生命的東西。跟環境，跟所有的一切，有關係卻也沒關係，那個就是契機。這樣

聽到這個神會知道他的因緣，總要從頭給同學介紹這個神會禪師。這個神會禪師跟六祖

惠能大師的這段因緣紮得很緊，因為後來會肯定於惠能大師，他是六祖，是因為神會，

這個公案是有故事發生的，重新把它介紹一次。 

說這個神會，他是襄陽人，這個地方寫十三歲，有的藏經寫十四歲，他是來拜見六

祖惠能大師的時候，就是十三、十四歲當中，這個時候其實剛剛六祖惠能大師不是用杖

打他三下？然後他直接說你這個沙彌，怎麼一下就總結了佛法的結語拿出來說？這個時

候其實神會自己知道，他知道這是我做的功課，我已經能夠把佛法它的脈絡，跟它的次

第，跟最後把握的宗旨，它的大原則是什麼，這是做功課而來的。這個神會他後來就在

這裡安住，安住到他要受具足戒。 

在過去的叢林，齠年出家的很多，就是小孩子就出家的沙彌很多，到要受具足戒的

時候，都會去戒壇受具足戒。這個神會呢？他也是去西京受戒，然後受完戒，當然在北

方也有一些參訪，因為他很利。然後到唐景龍年中又回到曹溪去。當他四處去參訪的時

候，他當然知道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是他在那裡依止的這個大師是如何的一個氣度，

跟如何的這種悲心。當然六祖惠能大師的過去的點點滴滴的歷史，一定會有耳聞，對不

對？而且接引這麼多的眾生，他一定會知道，所以他又回到曹溪去，依然承事供養。接

下來。 

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澤禪師。 

這個是在直接說他接引的過程。到後來呢？祖師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圓寂之後，神會

他就到京洛，就是北方京城的地方，洛陽的地方，然後大弘曹溪的頓教。因為當時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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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頓北漸？所以北方是不是漸教，弘揚得發揚光大？上次有講這個文化氣息、文化重

鎮，大家經過這種所謂儒學文化的熏陶的人，他的理路是要被說服的，所以在這個過程

裡面，會有一些思惟的模式，那是養成了習慣，所以漸教在北方是比較能夠推的，因為

你一步一步的接受。為什麼他會入北方呢？這在裡面是有一段這個因緣的，話說這個神

會一直在和尚身邊，在傳記裡面它有講，和尚他在最後要入滅之前，他有跟神會說一番

話。 

他跟神會說：「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

標定宗旨。」 

當然這一段言詞其實在前面也有一個大德，那個人就是行思禪師。這六祖惠能大師

跟他說，從世尊把這個佛法傳下來，到達磨祖師到我們東土來，一路這樣子師師相承，

在相狀上面，承接、承襲佛法的，這個衣跟鉢只能傳給一個。所以這個衣鉢最主要是內

傳法印，知道你證得的清淨佛性，這是不顛倒的，你真的桶底脫落，不再無明，所以是

以法印來印自心。那相狀上面，外就是用這個袈裟作為標記。那六祖惠能大師他就說道：

「然我為此衣，幾失身命」，但是我為了這件衣裳，這件祖衣，幾乎好幾次「身在旦夕，

命如懸絲」，所以不要再傳了。這傳，恐你們可能又遭那個殺身之禍。 

因為六祖惠能大師他的袈裟好幾次被偷，然後甚至於有要暗算他的。在達磨祖師他

的懸記裡面，他有預言，他說到六代之後，頓教在中國之後就很微細、很微薄，「即汝

是也」，也就是到了你這個時候了，他這樣跟神會講，因為他自己是六祖。所以到六祖

之後，這個佛法頓法幾乎不見蹤跡了，契機點就在你身上了。所以這一件衣裳這件袈裟，

就留著鎮山，之前不是有講他把它分成兩份？一份埋在地裡，一份就送給那個西天來的。 

然後他就跟這個神會講「汝機緣在北」，雖然是頓法在南，對不對？但是你的機緣

卻在北，「即須過嶺」，你必須跨越過這個大禹嶺，你必須跨過這個地方，「二十年外，

當弘此法，廣度眾生」，二十年之後你再弘揚頓法，因為那個時候他很年輕。像六祖惠

能大師當時他得道的時候，忍和尚也跟他講，你候些時候，你不要馬上弘揚，因為你的

法緣未具足。是不是這樣？所以你到底什麼時候會成熟？整個大環境裡面，是什麼樣的

一個變化，是這些得道高僧都知道。這個上面就是機緣問題。所以那個六祖惠能大師就

跟神會講：「二十年外，當弘此法。」這是有一個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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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個過程，就是六祖惠能大師他圓寂之後，北宗也就是這個神秀大師那一邊，在

北方發揚光大。他有一個弟子很有名，叫普寂，普寂禪師，他的法緣很勝，是「二京法

主，三帝門師」，所以他歷經三朝的皇帝，然後在北方大家都會直接說，佛法不過就是

頓跟漸，就是根器問題，所傳的都是達磨祖師的這個法，所以南北只是因為地區的關係，

只要佛法你最後能證得清淨佛性就好了，這個方法當然是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這個北方因為這門人愈來愈多，多的時候，沒收斂，有的時候就覺得

我的師父很厲害，你師父是你師父，又不是你，對不對？然後門人一多的時候，有時候

會不好掌管，會失控。大家都會認為說，我們一樣都是傳自於達磨祖師，現在就不講忍

和尚了，就直接講說我們都是傳自於達磨祖師，所以法有什麼不同？也是忍和尚教出來

的弟子，神秀大師，神秀也是這樣子的。所以當時大家就說，其實真正的六祖，其實是

神秀。門人就講，你看這個普寂禪師，貴為三帝門師，三個皇帝都拜他為國師，所以理

所當然爾他就是七祖，門人就會這樣拱自己的師父。對不對？ 

神會他就是得六祖惠能大師的心法，所以他就到東京，當時有西京跟東京，然後他

就在東京的荷西寺，當然都是以地名，譬如曹溪六祖惠能大師就叫曹溪，然後什麼？哪

裡大梅什麼禪師，或是什麼嵩山老安國師，都是以那個地名，所以當時的人都叫他荷澤

和尚。像這些人你看經論裡面都不描寫他的外相，只有六祖惠能大師他很自謙的說我相

貌長得不好，所以我到北方，他們大概不會接受我的佛法；而且我口齒不清晰，他有南

方的腔調。這經論裡面有描述，大藏經裡面有講，說這個荷澤禪師。 

頂異凡相，如孔丘也。骨氣殊眾，總辯難測。 

「頂異凡相」，他的頭頂他的整個髮相很特別，「如孔丘也」，這上面肉髻，頂髻。「骨

氣殊眾」，他很有那種道風，很有那種樣子，很殊勝。「總辯難測」，他很能夠觀微知著，

在所有的事相上看得很明白。而且因為他經論上面能夠做整合，所以跟他論辯經論的時

候，也都沒有辦法超越於他。他呢？後來就是在六祖惠能大師身邊，他對於北的傳法跟

南的這個心法，其實他都有接觸到，他是由六祖惠能大師的一些機鋒相對，這些去開發

的。 

和尚行門增上，苦行供養，密添眾瓶，斫冰濟眾，負薪檐水，神轉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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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呢？他自己在曹溪的時候，他自己發願，他呢？是用苦行來供養的，因為

他畢竟才十幾歲。你十幾歲的時候，正年輕正有力，正有力氣。所以他都「密添眾瓶，

斫冰濟眾，負薪檐水。」他就怎麼樣呢？他就是常常挑水、打柴，然後就是為大眾，對

眾生服勞役，真的是這樣去做。「神轉巨石」，其實他有神力，寺裡曾經可能就是有一些

建設，一些搬動的，他都有一些神蹟。 

策身禮稱，燃燈殿光，誦經神衛。律窮五部，禪感紫雲。 

這裡面有講到他在修行的過程，都是在曹溪的地方，「燃燈殿光」，也就是說他對於

法堂上面的維護，然後自己也有一些異象。誦經的時候，因為他誦經，這個護法龍天會

護佑他。然後他在律學上面有真的深入，禪修的時候，也感得這天上有紫雲，這個當然

就是一些所謂真實的修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