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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9》 

             印可法師宣講          

今天我們就要進入〈宣詔第九〉，也就是第九品，直接我們來唸一段經文。 

〈宣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

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

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這一段經文就談到六祖惠能大師，他在弘法利生的過程裡面，得到了當時就是國家

的元首皇上的認同，這裡面有他跟朝廷一些互動的記載。說到這個神龍元年，也就是公

元七百零五年，就是西元七百零五年，上元日也就是上元節的這一天，上元節是幾月幾

日？元月十五日。當時這個武則天跟唐中宗，武則天是好樂佛法的，她跟這個唐中宗就

下了一道詔書，那裡面明白的說道：「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也就是朕在此要禮請

老安國師，就是安國公，安國公以及神秀兩位大師，到宮中來接受這個皇帝的供養。 

「萬機之暇，每究一乘」，如果能夠在治理國政閒餘的時間裡面，可以跟兩位大師

切磋切磋佛法，研究一佛乘的教義。這個時候當時的這兩位他禮請的大師，也就是老安

國公，就是安國師跟神秀大師，他們兩位都同時推讓，就是很自謙的說道：「南方有能

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在這個南方，當時六祖惠能大師就是在南方，所以叫南能，

北秀這個前面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他說在南方有個惠能禪師，而這個惠能禪師，是五祖弘忍和尚將衣鉢密授的唯

一的一個人，也就是他正傳這個法脈，「傳佛心印」。那惠能禪師他現在在南方大開法筵，

所傳的都是佛佛相傳的印心法門，「可請彼問」，皇上您可以請他來宮內，來受您的供養，

那也好跟他參究參究一番。這是修行人的這種無私的心，不是說「捨我其誰，天下就只

有我行」，這個還是有我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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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我們就要瞭解這個密授，這個密授忍大師衣法，因為在前面緣起的地方，

在第一品的〈行由品〉有講到，這個忍和尚在半夜三更，為六祖惠能大師當時的盧行者

在細說這個《金剛經》，之後呢？他徹悟，所以將衣鉢交予他，就徹夜離開，那這是個

密授。佛法裡面其實密授還有很深的涵義，那在祖師大德，也就是這衣鉢相傳，有很多

這個密授的公案，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無畏三藏禪要》法語 

受觀智密要禪定法門大乘妙旨，夫欲受法，此法深奧，信者甚希，不可對眾。量機

密授，仍須先為說種種方便。會通聖教令生堅信，決除疑網，然可開曉。 

在《無畏三藏禪要》裡面它有特別強調，它說：「受觀智密要禪定法門大乘的妙旨」，

如果你要接受這個禪定法門大乘妙旨，其實都是一對一的傳授。這個地方它講，「欲受

法，此法深奧，信者甚希，不可對眾。」也就是這個袐密的心法，講這個好像又很神袐，

其實不是。意思說這個根器，你這個所有的功夫，都做到差不多差不多，就只那個最後

的臨門一腳，這個功夫一般都是師對弟子直接點撥，而相承下去。所以這過程會有認可，

但是還沒有到這個時候，也就是這些佛法的基礎概要，這個基礎呢？跟這些可以說出來

的法門，所可以說出來的步驟，大家就要好好的拿來使用，它不是經論而已。 

所以真正能夠達到這樣子的，都是「量機密授」，就是根據這個弟子，功夫做到百

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這個時候才對他有一番的點撥。因為眾生總有一個飄忽，那麼一

點點沒有辦法釐清的部分，所以「仍須先為說種種方便」，在這之前呢？大開法筵，也

就是一樣，弘法利生都是在講這所有的功夫。那這個功夫，自己在好好做的時候，好好

下功夫，總是要「會通聖教令生堅信，決除疑網」，就是要讓這個弟子們對於三藏十二

部，對於世尊所說的這種教法，跟我們佛性清淨無雜染，你要堅信，那你要有你的辦法

來斷絕，有決定的這個清淨心，除掉自己的疑網。這樣之後，當功夫做到那個程度，「然

可開曉」，才可以為他點撥。 

輸波迦羅三藏曰：眾生根機不同，大聖設教亦復非一，不可偏執一法，互相是非。

尚不得人天報，況無上道？ 

所以眾生根器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入門，跟每個人他所盲點是什麼，其實都有些許

的差異；這世尊設教也不是只有一種辦法，所以我們不可以偏執在某一種，各別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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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裡面，而論斷他人的是非。如果互相是非，彼此貶抑的情形。「尚不得人天報，況

無上道？」你自己在貶抑這個佛所說的這些方便教法，你自己已經產生了是非心，這個

就不可能得到人天報了，「況無上道」？何況你還可能證無上道嗎？ 

或有單行布施得成佛，或有唯脩戒亦得作佛，忍進禪慧，乃至八萬四千塵沙法門，

一一門入，悉得成佛。若聞此說，當自淨意，寂然安住。 

所以這些大德當然都看到了所謂一般的現象，一般就是有這些現象沒錯，所以都一

一的在藏經裡面，就不斷的在重複，大家不要爭不要吵，不要再說你家的最好吃，不要

再說你這法門最殊勝，其實都還在方便中，這樣的意思。對不對？你都還是在方便中，

那你真正決定信，當你有體悟的時候，依然經論裡有讓你一一證明的，中間還在打拼，

不要爭吵了，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這個意思。 

八萬四千塵沙法門，一一門入，悉得成佛。若聞此說，當自淨意，寂然安住。 

它說：「八萬四千塵沙法門，一一門入」，就是一一門都是可以入的，「悉得成佛」，

都是可以成佛，因為那個還是一個途徑。「若聞此說，當自淨意，寂然安住。」如果今

天知道了這樣的一個總綱，這樣的一個道理之後，你要自淨其意，不要在外面人家的法

門什麼，在那邊批判，那個是沒有用的，那個只是你自己的心是非而已。所以你這心應

該要寂然，安住在你自己的法門就好了。 

那每個人相應的法門，前面我有講過每個人都有試用期，事實上是這樣，你到最後

才發現，你哪個法門你可以好好的安住在其中，最適合你自己的心性，這中間九彎十八

拐，經過有好多好多的法要，好多的整理功夫，這都是方便。那這個地方是在講真正到

最後的那個掀開的那個密授，那個不是大眾可以真正去瞭解這個法脈，法法相傳，代代

相傳，它裡面的真正的實況。再舉一些這個大德的例給大家參考。 

將罪與懺  

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  

《佛祖統記》裡面講，當時三祖僧璨見二祖慧可的時候，他還是個白衣，還沒有出

家。然後他就請問二祖慧可，他說：「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弟子這個身上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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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疾，就是有病在身，三祖身體一向不頂好的，人家說這些疾病都是所謂造業，所以應

該要好好懺悔，「請師懺罪」，請師您來為我懺這個罪。 

祖曰：「將罪來，與汝懺。」 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  

  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 

二祖就說：「好，來懺罪，你把罪拿出來，我替你懺，我帶引你懺。」這個時候三

祖，他頓了一下，「覓罪了不可得」，我要把這個罪提出來，好像有一個實質的東西，我

們來給它擦一擦、揉一揉、撕破、燒掉，他說這個覓罪了不可得，拿不出來。二祖就說：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好，你的罪懺完了，那你就要依止佛法僧。你一直在看

我是罪，我是罪，我是罪，還在外道，他說，你應該依止佛法僧。這個三祖僧璨他還是

個白衣。 

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他就說，我今天看到和尚您，我已經知道什麼是僧，僧在做些什麼事情，這個我明

白了，你叫我依止佛法僧。這個時候他已經看到何謂僧了，他說：「未審何以名佛、法？」

那什麼又叫做佛跟法？二祖就回答：「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就你那顆心，

就本來是佛，你心中所有的一切，現前的、清淨的、覺照，覺照是一個動作，它所現前

的所有真理，就是法。法跟佛，它沒有差異，「僧寶亦然」，三寶裡面的僧寶也是一樣。

那這個時候三祖他就回答。 

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 

唉呀！我今天才知道，罪性不是存在某一個方所，它不是在裡面，也不在外面，也

沒有說哪一個地方可以掛得上這個罪性，那這個心也是一樣，它本來就是清淨的。佛、

法，它不是二分法，不是有佛這個人說出的東西叫法。佛要說的，體現的，所有的一切

本身就是法；而這一切寂然，本來就是佛。那他回答這樣。 

祖大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受具。自茲

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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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祖大器之」，認為這是個利根器，沒多久之後就為他剃髮，然後他也具足，

這個受戒，他也受了戒。然後他就跟他講，二祖就跟三祖僧璨講。 

祖乃告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無

令斷絕。」 

達磨祖師他是以這個佛心印，正法眼藏傳授給我，「吾今付汝」，我今天已經把這個

佛法的所有的一切心要傳給你了，因為你得了跟我一樣，跟佛沒有什麼兩樣。「吾今付

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給你這個為憑的這個衣，你要好好的護持正法。所以這個

意思是說，在代代相傳的裡面，它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印證。 

到近代這上面已經比較不足以來談論它，所以很多大德都是要以經論來自我檢覈。

那是否有消息，這個就不是我們在這課堂上可說的。那再講到這個密授，在公案裡面談

到，世尊傳這個衣鉢，正法眼藏傳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再傳給阿難，前面有這樣記載，

是有二十四祖，到第二十四祖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很奇特的公案。 

師子比丘，中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已出家習定，晚又師鶴勒那。 

話說這個第二十三祖，我們後面第十品也有，那個時候會跟大家一一介紹。話說到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這個鶴勒那尊者，傳給第二十四祖，他叫師子尊者，這師子吼

的師子，師子尊者。這個師子尊者，是中天竺，就是這個中印度天竺國人，姓婆羅門，

他很小的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出家習定，修習著禪定的功夫。後來呢？他傳法五十年。

我們看這個祖師大德的傳記，每一個傳法都是四、五十年以上，而且以前的年代，真的

活得比較老，真的是這樣。一百多歲、一百六、七十歲的大有人在，現在要上一百很難。 

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婴在汝身。」 

說到這個師子尊者，他後來傳燈五十年。這個過程有一件事發生，也就是鶴勒那尊

者，他為這個師子尊者印證，把佛法傳給他，棒子交給他的時候，他有跟他講一個預言。

他說：「吾滅後五十年」，也就是我把衣鉢傳給你了，當我入滅之後，當然你就是下一祖，

對不對？這個佛法傳五十年的時候，「有一個災難會發生」，這個災難就在你的身上發生。 

得付大法，往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宗者如達磨達等甚眾，後得長者子斯多，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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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珠之緣，遂受之出家，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多。 

當時他就聽聽嘛，這個師子尊者他當然就是弘法，他就一直弘法到這個罽賓國，罽

賓國去弘法。當時的這個罽賓國的國王他並不信佛法，所以他有滅佛法的這個法難的事

蹟。那尊者呢？也就這師子尊者，他就到那裡弘法。然後他在弘法的過程裡面，他就接

引了另外一個弟子，先接引這個弟子，這個弟子是一個長者的兒子，叫做斯多，是非常

有善根的。這個斯多因為跟師子尊者非常有緣，後來他把這個棒子，就是他開悟了，把

這個棒子交給斯多，又給他加了個名號，婆舍斯多。話又說回來，他已有先接引有這個

傳承的弟子。 

昔日罽賓國王，仗劍詣師子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不？」曰：「已得蘊空。」

王曰：「離生死不？」曰：「已離生死。」 

有一天，這個國王罽賓國的國王，他就到師子尊者的面前，就直接問他，因為他不

信佛法。他就問他說：「師得蘊空不？」尊者！你五蘊皆空嗎？你已經不會有這個五蘊

的波動嗎？這個時候師子尊者回答：「已得蘊空。」我已證得五蘊皆空。這個國王就問：

「離生死不？」對生死這件事你出離了嗎？尊者回答：「已離生死。」我已離生死，他

沒有生死的罣礙。 

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答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之，

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七日而終。 

國王又問，就直接說：「既離生死，可施我頭。」你如果已經遠離了生死，沒有生

死的罣礙，你把頭布施給我吧。這個師子尊者就回答：「身非我有，何吝於頭。」這個

身子已經不是我有，因為這是四大，也是皆空，他不執著，他說「身非我有，何吝於頭。」

這個頭我有什麼好吝嗇。這個國王馬上拔劍起來，就啪！就把這個尊者的首級直接砍

斷。這個鶴勒那尊者當時就有預讖，他有跟他講過，有個預言，所以後來這個頭斬斷，

斬斷！「白乳涌高數尺」，他不是噴血。他是從身體就涌出了白乳，白色的乳漿，動脈

嘛，白色的乳漿噴出來，涌高數尺，「王臂亦墮」，國王的這個手馬上就斷落在地，這殺

聖者，「七日而終」，七天之後這個罽賓國的國王，他也死亡了。這個是佛滅後的一千二

百八年，這一千兩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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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呢？當然這個弟子，剛剛講婆舍斯多，這個婆舍斯多他看到了他的師父，師子

尊者被這個國王所斬。但這是一個成就的聖者，他流的不是我們的一般的這種血，他這

個體已經轉過了，他已經轉過了，全善，已經轉過了，所以修行還是有它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報身，這不是像我們的業報身四大假合之身，是金剛不壞之身，但是捨這個頭又何

妨，但是也是一種難，這是法難。 

師子曰：「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我豈苟免。而吾所傳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

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即以吾僧伽梨衣為信。」 

繼續說，繼續說這個二十五祖，這個二十五祖當然他在傳承這個衣鉢的時候，師子

尊者有跟他講，他說：「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我知道這個罽賓國的國王，在這個

地方我會有一些災難的，我是不可能免於這個災難的，我今天把佛「如來大法眼藏付於

汝」，已經傳承給你了，「汝宜奉之」，你要好好的奉行，把這個佛法傳承下去。「即去自

務傳化」，你就好好的自己該去弘法了，如果有人還對你懷疑的話，你要記得就要用我

給你的這個僧伽梨這個衣為信，記得！記得用這個傳承下去的衣為信，你就不會再被懷

疑。我們一般看衣服就是衣服，是不是？就是材料所做的，有什麼不一樣，這個就是我

們不懂的地方。 

我師師子尊者， 今日遇難， 斯可殤焉？  即辭王南邁 ，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

王名天德   迎請供養。 

這個二十五祖，這個二十五祖後來就慢慢的四處去弘法，往南走，到南天，也就是

南天竺的地方，南印度，他就藏就是隱遁在一個山谷中。當時的這個國王，一個小區域

一個小區域都有國王，當時的那個國王叫天德，他也聽說了這是個有修有證的聖者，於

是迎請他去供養，這也是個因緣。他就去了，他也去，雖然他自己有隱遁在某一處，但

是還是被發現了，這是真的就要弘法，自然不脛而走。 

王有二子，一名德勝， 凶暴而色力充盛 ；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

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 

這個國王他有兩個兒子，有一個呢？兇暴而色力充盛，有一個呢？和柔而長嬰疾

苦。有一個個性很凶暴，但是體能卻很好，身體很勇健就是；另外一個溫和也慈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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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病懨懨的，長年都有這個疾病。「祖乃為其陳因果」，這個時候的二十五祖就跟他講

因果，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兒子，這個國王聽一聽之後，有道理，略略相信，但是還不

是頂相信，說實在的。 

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 ，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

家， 祖即與授具。 

這個時候呢？王宮裡面有一個咒術師，就是一個會有咒這一個外道，他非常的嫉

妒，他非常的嫉妒這個二十五祖，得到國王的信任，然後就派人在他的食物裡面、飲食

裡面加了毒藥，加了毒藥之後，「祖知而食之」，這二十五祖知道這是毒藥，他還是給它

吞下去了。「彼反受禍」，吃下去之後，這個咒術師果報還報於自身，就天譴，還報於自

身，他反而自己受到災殃。之後他知道了，其實是自己幹下的滔天大罪。我們說出佛身

血，這個代代相傳的祖師大德，你給他嫉妒，你給他汙衊，還給他毒，其實是自己造作，

他自己知道這是自己錯。後來他反而「投祖出家」，他反而反過來，依止在二十五祖的

座下隨著他出家。這個心胸就有講，這個二十五祖呢？「即與受具」，還是接受了他，

還給他授具足戒。 

我們人會這樣嗎？我們人會說你這樣置我於死地，你這個狼心狗肺，我收你當弟

子，改天你半夜來給捅我一刀。那個得道高僧不會有這種疑慮，你再怎麼罵他，你再怎

麼樣，他也不會跟你記恨，會記恨的就不是，對不對？會嫉妒人的，也不是。他不會，

因為他看到的是眾生的佛性，他不是看到你的行為，你的行為那是你自己的事，因果自

負，可是他看到的是眾生的佛性。 

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外道 ，致難於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 

那之後，再六十年之後，太子德勝即位，這個德勝，國王叫天德，他有兩個兒子，

有一個叫德勝，他就即位了，當了國王。這個國王還是信奉外道，信奉外道，他就開始

又找碴，因為他的父王在，對這個二十五祖還略有恭敬，他父王已經不在了，換他已經

即位了，他就對於這個二十五祖常常問難。 

這個時候德勝他有一個兒子，叫不如密多，這個不如密多，就進諫跟他的父王講，

這是一個得道高僧，你不要一天到晚找碴、問難、傷害於他。他這個進諫的時候，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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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王就把他關起來，他反而把自己這個兒子關起來。然後他還是不服氣，他就覺得他

是問難嘛，對這個二十五祖，不甚信服。 

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 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

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

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 

於是他就直接面對面的跟他說，你到底傳的是什麼法？佛滅後已經一千兩百多年

了，你的師承是誰？你是正法還邪法？他直接問。這個二十五祖他就講：「飲光大士，

親受佛印，輾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這個飲光大士就是大迦葉尊者，大

迦葉尊者，是親受佛印，就是佛的認可，印記，輾轉代代相傳到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

就是從我的師父師子尊者那裡，傳承這個衣鉢。 

王曰：「余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   

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 

後來這個國王就抓到把柄了，他說：「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

這個師子尊者，師子比丘，他自己都不能夠免除被罽賓國的國王斬頭了，他還有什麼能

耐傳法給你？他如果有能耐傳法給你，他應該就不死。眾生的造業這力道是很強的。這

個二十五祖回答他：「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我的師父師子尊

者，他還沒有遭受到這個法難，這個災難之前他就密授我，把這個衣鉢傳承給我了，而

且還有一個傳法偈，還有一句四句偈傳法給我，所以我確實是有師承的。 

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

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 

這個國王更不信，他說：「其衣何在？」這衣在哪裡？你拿出來給我看。然後這二

十五祖「即於囊中」，就在袋子裡面掏出這件衣服給國王看。我們一般就會想自己來做

一件，誰也不知道原始它是長什麼樣子。是吧？這個國王他一拿到這個衣，燒了，「王

命焚之」，他說燒了，你有什麼能耐，就讓它燒，這個衣，點火就燒。「五色相鮮，薪盡

如故」，這個燒的時候，這個火很旺盛，五色，五種顏色的火在那邊冒，這個柴火他當

然是用了很多的柴，柴火都滅了，那件衣服完好如故。祖衣！這不是我們說著玩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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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說著玩的，  

「王即追悔致禮」，這個王看到不可思議，才知道自己真的是汙衊，這個是三世一

切諸佛的印信，這個修為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這豈是世間以為的知見，這裡面是實相，

是金剛，這個物，已經不是世間物。我們凡夫是被物轉，相應感得的依報。而諸佛呢？

是能轉物。是不是？那個時候又不是像現代，這件衣服是所謂的，現在有什麼材質永遠

不會壞，防彈衣或是什麼什麼纖維去做的，不是！當時的年代就是這樣子。對不對？所

以才瞭解這個密授，法法相傳，這個衣鉢非等閒世間之物。所以這個師子，師子尊者他

真的傳承這個佛心印，這個佛法給第二十五祖，這確確實實沒有錯的。於是他才赦免了

他自己的兒子，那個太子，因為他本來他自己兒子為這個二十五祖說話，他還把他關起

來，對不對？現在證明果真如此，這個給同學補充補充。 

聖哲有些時候這些修行人，他金剛不壞，但在所謂的清淨法身，也不是眾生你怎麼

想，用心思口議的，他也是不會雜染的，他也不為所動。這裡面呢？三世一切諸佛，佛

佛都是相通，所有的菩薩當然也是依止於諸佛的法要，由此而來證悟的。那這個是不可

思議，不可思議。好，那我們回到課本。 

談到這個惠能禪師，他確實是受到五祖忍和尚的衣鉢，那那件衣服又一直傳，後來

傳到這六祖惠能大師，在前面一段不是有一個西天來的嗎？對不對？西天來的，這達磨

祖師跟他說，你去看看，你去看看現在已經傳到第六代，然後他不是在一個石頭邊在洗

那件祖衣嗎？後來六祖惠能大師把這個祖衣分成幾份？有一份是埋在地底下。到宋朝的

時候，這個一部分的祖衣是不是又出現於世間，完好如初，顏色也是鮮艷的？ 

這個地方是給同學輔佐於「密授衣法」，護法龍天都會護的。這個只是我們眾生用

眾生的想法，每天到晚，一天到晚都會有自己的很多想法，這些無聊，真的是用自己的

想法。那我們想這個大德圓寂的時候燒一燒還有舍利子，你看都還沒有燒，一砍頭就是

白乳，涌高幾尺高，對不對？那已經是轉過的金剛不壞之身，哪是我們這種四大假合的。 

再回來，回來這裡。他說，皇上，「可請彼問」，你可以請他來這個地方，向他參究

參究。「今遣內侍薛簡」，現在就可以請這個內侍就是內臣薛簡，前去請六祖惠能大師過

來。內侍，是官就是一種官的名，這個官專門在掌管宮廷裡面，領導這些內侍、內常侍

者的官，就是統管宦官，就是在內宮裡面的這些職位、事務的這樣的一個官名，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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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宦臣，也是宦官。這個薛簡，「馳詔迎請」，他就帶著皇帝所下的這個詔書，快馬加鞭

的往南去，最主要就是要迎請六祖惠能大師能夠入宮來。 

當然到的時候它裡面有講，「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希望六祖惠能大師您慈悲，體

念我們現今的這個皇帝，他是崇尚佛法，求法心切，請惠能大師您速速的進京，趕赴京

城來，接受那個皇帝的供養，以及可以教導這個國王。皇帝如果崇敬佛教的話，當然他

的國教就是會佛教。 

那六祖惠能大師呢？「師上表辭疾」，當時的六祖惠能大師，就向朝廷上了一個表，

當然這一定有人代筆，因為他自己不懂得這些文辭，向朝廷上表辭疾。用什麼理由呢？

就是以身患疾病作為理由來加以推辭，「願終林麓」，就向皇上說明，希望能夠在山林水

邊度過此生。這是他不想到大內去，他不想到宮廷去。 

這個又可以舉一些故事給同學聽。其實修行人達到這種程度，他根本就不會著名利

的，他不會在這個名利上面去做文章，他也不會想這樣。弘法利生就是他應該荷擔的家

業，荷擔如來家業，怎麼還會喔！現在皇帝叫我，快馬加鞭下詔書來，快喔！行李準備

好，趕快去。不會的！其實祖師大德很多這樣，很多這樣。為什麼他也會辭疾？因為北

已經有神秀了，這個國王還是可以熏修佛法，那又何必把所有的菁英都留在大內，那黎

民百姓呢？這些還是有機會，機會是平等平等的。 

四祖道信大師，蘄州司馬氏，世居河內，後遷徙至蘄州廣濟縣。 

    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

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於言下大

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唐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歸蘄春，住破頭山三十餘年。 

再舉一個例，就道信，四祖道信的故事。話說這個道信，四祖道信，他是蘄州司馬

氏，也就是蘄州人氏，他姓司馬。這個道信開始，他碰到三祖的時候是個沙彌，以前都

很年輕就出家，這沙彌會問這個問題，倒是很利。他就問三祖，他說：「願和尚慈悲，

乞與解脫法門」，乞請和尚您教導我，能夠得畢竟解脫的法門。這個三祖就看看他，他

就說：「誰縛你？」是誰綁住你？你告訴我，誰綁住你了？是誰縛你？四祖道信他就回

答：「無人縛。」沒有人綁我。三祖就跟他說：「何為更求解脫？」沒有人綁你，你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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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還要解脫呢？這個是沙彌，這個道信，當下大悟。誰綁你？  

後來二十歲了，去受具足戒，他受了具足戒之後，三祖僧璨，就授以衣法，就傳承

給他，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具格的比丘。你沙彌總是還不完成是個比丘，把衣法傳給他。

那在武德年間，他就一直「居在破頭山」，居住在一個破頭山這個地方，在那邊弘法。 

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太宗聞師道風，三詔入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

若果不起，即取其首，師引頸受刃，使回以聞，帝彌加敬重。 

後來到貞觀年間，唐太宗，當然過去皇帝一樣都代代相承，這是帝制，到了唐太宗

他下了三次的詔，因為他二十歲就得法了，他下詔三次，要命令他赴京去當國師，請他

到京城去。然後這個四祖道信「並以疾辭」，他就說我生病了，我不能遠行，我身體不

好等等。這個皇帝就明明知道，你才幾歲而已，就病成這個樣子，他也知道你在找理由。

是啊！所以「帝命使者」，皇帝就跟這個帶詔書去的使者說：「若果不起，即取其首」，

如果他不起來，不來的話，你就把他的首級給我砍回來，跟他說就要砍他的頭。當然皇

帝一定會再說，不是真正要殺他，你不要真殺了他。 

這個使者帶著這個詔書，這到了就直接說，直接說，皇帝詔曰，要來請你到京城去

接受供養，當皇帝的老師，要不然就要砍你的頭。這個道信就說：喔！是，好！「引頸

受刃」，他就把脖子拉了長長的，他說好，我就不去了，你要砍，你就砍吧！當然沒砍

了。「使回以聞」，這個使者回去之後，就一五一十的告訴這皇帝，這皇帝聽了，這唐太

宗聽了，「帝彌加敬重」，這皇帝更是景仰，景仰這個道風。修行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

能移，是不是？所以這個就是古大德。其實歷代祖師多有這種公案，很多有這種公案，

不是只有一個。對不對？ 

那你說那安國公跟那個神秀大師，不就沒有格，不是！他不是為了這個供養，他為

了這個皇帝的法身慧命，因為他本來就在北方。可是六祖惠能大師是在南方，他是在南

方，你南方已經有要學佛的信眾，你北方已經有安國師跟神秀了，所以當然，理所當然

爾的，是不是？所以我們這裡不能批判。接下來再讀一小段。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

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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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了，他就說他不能去，他生病了，這個薛簡他也莫可奈何。他就向大師問道，

在京城裡邊的這些禪師，他們都這麼說著，說「欲得會道」，如果你要能夠體會領會佛

道，那麼你就必須要坐禪修習禪定，要有這個禪定的功夫。如果不經過禪定，也就是不

經過四禪八定，而想要得到解脫，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不知道大師您的說法，對這件事

情您的說法如何？你怎麼看這件事情？當然六祖惠能大師就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