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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介紹黃龍派悟新禪師之生平，並依《緇門警訓‧黃龍死心悟新禪師小

參》，來呈顯悟新佛門亂象之批判，且由《黃龍四家語錄》內〈黃龍死心悟新禪

師語錄〉，提取部分語錄，令讀者對悟新禪師的思想有初步的認識。  

 黃龍派由慧南禪師開創，續為祖心禪師，再傳悟新禪師。其禪門風格特殊，

慧南師由「黃龍三關」接引學眾而獨得盛名，祖心師則由「誨堂拳頭」聞名，

悟新師雖沒有特別之處，但也傳承了祖師門的風格，接引學眾也以「頓」為根

本，勿執著在經、律、論的表相上，應放在「本性」，才能在正確的佛道上修行。 

 在《緇門警訓》裡，收錄悟新師的小參，內文用家教來做譬喻，講述當時

佛門應如何管理僧眾，並訓誡出家眾不應該執著於身、愛及色，更深入解釋若

執著，將會造成修行道上的束縛。在當時有許多士大夫與禪師交遊甚深，因此

有些寺院很有錢，讓許多出家眾欣羨，造成佛門內有些僧人為了權力及金錢而

出家，因出家動機不純粹為佛法，讓佛門內多了雜亂，因此悟新師給弟子們四

轉語，希望可用此四轉語來驗證出家人是否為假。 

 筆者在悟新師的語錄裡歸納出「觀照出生活即般若之體」、「凡即是聖，聖

即是凡」與「佛法的圓通無礙」等特色，可以了解到悟新師開導弟子們要在生

活中看見自己的自性，不要執著於經、律、論；要延續佛法中凡聖不二的精神，

最後達到對於世間萬物已超然脫俗圓融無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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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黃龍派是由臨濟宗石霜楚圓（986─1039）的弟子慧南禪師（1002-1069）

開創，而石霜楚圓另一位弟子方會（992─1049）則開展了楊岐派。南宋後，黃

龍派逐漸衰退，楊岐派則大肆興起，至今臨濟宗的思想仍受此派之影響。 

 黃龍慧南主要弟子有黃龍祖心（1025─1100）、黃檗惟勝、泐潭洪英、雲蓋

守智、東林常總（1025─1091）及真淨克文（1025─1102）。黃龍慧南開展出特

別宗風「黃龍三關」，以「佛手、驢腳、生緣三語接引學者」1，而在慧南師去

世後，祖心師繼任住持，死心悟新（1043─1115）為其法嗣之一。祖心師因晚

年住於誨堂，以「晦堂拳頭」而聞名。在第一節死心悟新之生平中，祖心師以

拳之正反來測驗悟新師，而悟新師在祖心師的弟子中非常出色，當時獲得不少

居士及信徒的擁戴。 

 本文第一節中會介紹〈悟新禪師之生平〉，第二節〈緇門警訓‧黃龍死心新

禪師小參〉中解析悟新禪師對於在佛門中修行的開示，從開示內容可略探當時

叢林風氣，並可了解悟新禪師對於修禪的看法。在第三節中筆者由《黃龍四家

錄‧死心悟新禪師語錄》裡選擇部分悟新禪師的上堂語錄，來探究悟新禪師的

禪風特色。最後，希望藉由此篇文章，能令讀者對悟新禪師有初步的印象，並

能對此禪師提起興趣。  

                                                 

1
 關世謙，《中國禪宗史》，頁 406。其正文是「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勘問學者。莫能契其旨。

天下叢林目為黃龍三關」。而慧南祖師的問答內文可參《黃龍慧南禪師語錄 第一卷》「師

室中常問僧：『出家所以鄉關來歷？』復扣云：『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

又復：『當機問答。』正馳鋒辯，却復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

所得？』却復垂脚云：『我脚何似驢脚？』」，CBETA,T47,no.1993, p.636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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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死心悟新之生平 

 死心禪師，又稱悟新禪師，俗氏為王（後期紀載作黃），2是韶州曲江人（為

今日紹關市），3於慶曆三年（1043）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出生時，白光覆蓋著

整間房間，他的左肩膀上有塊紫色的肉覆蓋著，這樣看起來，就好像僧侶穿著

袈裟一樣。4
 

 悟新禪師顯得聰穎脫俗，不同於凡人，《續傳燈錄》內記載：「魁岸黑面，

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5壯年時，由佛陀院的德

修禪師為他圓頂，並受具足戒，6並告訴他的朋友們，當僧侶就應該尋求世間上

的出世之法，這樣才可以在村鄉之中弘揚佛法。於是，開始便開始廣遊四方參

學。7
 

 悟新禪師得具之後，四方參學，可謂之非常好學，在熙寧八年(1075)，到

了黃龍的謁晦堂向祖心方丈請法，卻看見方丈握緊了拳頭，問悟新禪師說：「喚

                                                 

2
 對於悟新禪師的俗姓，各個紀載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將資料列舉如下： 

《續傳燈錄 第二十二卷》：「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CBETA,T51,no.2077,p.61b6。 

《角虎集 第一卷》：「師。韶川王氏子。」，CBETA,X62,no.1177,p.189a18。 

《五燈會元 第十七卷》：「韶州黃氏子。」，CBETA,X80,no.1565,p.360b5。 

《指月錄 第二十八卷》：「韶州黃氏子。」，CBETA,X83,no.1578,p.697b10。 

 由上述列舉看出，因為《角虎集》和《指月錄》編輯時間較《續傳燈錄》及《嘉泰普登錄》

晚，所以筆者推論「王氏」為悟新禪師之俗姓。 
3
 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網頁」http://ccts.ascc.net/searches.php?lang=zh-tw 

2013/01/08。 
4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9-11。 

5
《續傳燈錄》卷 22，CBETA,T51,no.2077,p.613b6-8。 

6
 筆者在《釋氏稽古略 第四卷》、《五燈會元 第十七卷》及《嘉泰普燈錄 第六卷》中發現，

都有出現為悟新禪師剃度之法師名，請參考如下 

《釋氏稽古略 第四卷》：「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CBETA,T49,no.203,p.883b4-5。 

《五燈會元 第十七卷》：「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CBETA,X80,no.1565,p.360b6-7。 

《嘉泰普燈錄 第六卷》：「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已」，CBETA,X79,no.1559,p.324b11-12。 

  除上述列舉之三項，其餘經卷及語錄皆無提及為悟新禪師剃度之法師名，只約略紀載於哪間

寺院剃度。 
7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11-13。 

http://ccts.ascc.net/searches.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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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悟新禪師被問得不知所措。經

過了兩年，才終於理解並體悟，又再去找方丈述說所領悟的境界。8沒想到卻遭

受到祖心方丈的斥喝：「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悟新禪師感到非常窘困，方

丈罵他說，食物用說的怎麼能令人感到飽足，意指著，悟新禪師只靠一張嘴，

而無真正悟道。他這時覺得自己來到此處，已經弓折箭盡，沒能有更多的體悟

了，希望方丈發大慈悲，懇求為他指明，要如何能達到開悟的境界。而後，方

丈為悟新禪師開示：「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翳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

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9這意思也就是說，當我們看見灰塵飛

起來後，就在天空裡被遮蔽了；而一個種子掉到泥土裡後，就在土裡被遮蔽了。

想要達到開悟的那個安樂處，就必須遮蔽在許多屍骨裡，你只要死了就可以到

達，這道理從久遠劫來都是如此，只要專心在死亡這件事上就可以了。這說明，

如果執著在想開悟的境界，心就不算是安住於當下，死亡總是不期而遇，應好

好專注於當下的覺知，等時候到了，自然而然就能開悟。 

 有一天，悟新禪師在靜坐時，聽見知事輕輕地經過。突然，板聲如打雷般

震響，在那當下隨即開悟，急得忘了將衣服整理好，也忘了穿上鞋，開心宣說

著，天下的人們，只學習到了表面的禪學，而他自己，是真正領悟了禪的境意。

方丈聽了大笑回應：「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10此後「號死心叟，執侍扶翊，

凡一十八秋，不自疲厭，始命分座11，後徧登諸老之門，機語超絕」。悟新禪師

在元佑七年(1092)至雲岩(今陝西宜川縣)，而在紹聖四年(1100)搬遷翠岩，最後

在政和初年(1111)定居黃龍(為現今農安)。12
 

                                                 

8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13-16。 

9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13-20。 

10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20-23。 

11
「分座」意謂禪林中首座代住持說法布教者。《漢語大辭典》3.7 版。 

12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4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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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在黃龍第五年的春天，悟新禪師身邊的侍者突然說，在今年會有一件

好事，沒有人會知道，每個人聽了無不多端猜測。那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師徒

大眾靜坐在廳堂內，悟心禪師幫弟子靈源惟清陳設食物，接著說起了舊交寄來

的書信，內容是說：「是日巡寮，薄暮小參，勸諭學徒。」13如此簡潔的偈頌，

著實令人不得其解，禪師又補充：「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報五湖

禪客，14心王自在休參。」心王以法相宗來說，是為精神作用上的核心，15以這

解釋看來，悟新禪師是想提醒學子們，不要再說話時顛顛倒倒，不說話時又忘

東忘西，做甚麼事情都丟三落四。心要自在，要自己能掌握住妄念，且不散亂，

也是期許學子們，能將心安住於當下，活在當下之意。 

 當月十四日，禪師去到白石莊，在房內寫下：「安心并題脊記，食和羅飯如

常時，食畢，偃息。」16過了些天，弟子們請禪師歸寺，禪師說了句「大千為家，

何以歸為？」令大眾議論紛紛，猜測著是否因為疾病而不想離去，隨即傳了醫

僧化冲來看診，卻被喝斥。知藏17慧宣說，師父到這裡來，是要給我們一個警告

及反省。但悟新禪師聽完後，怒說「川藞苴18，莫亂道。」講完不久即坐化圓寂。 

 在將禪師遺體抬回法堂的這段期間，他的面容及身形毫無改變，經過三日

                                                 

13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5b4-8。 

14
「禪客」禪家寺院，預擇辯才，應白衣請說法時，使與說法者相為答問，謂之禪客。《漢語大

辭典》3.7 版。 
15

 有部及法相宗等所列五位法中之心法。相對「心所」而言，六識或八識之識體自身稱為心王。

意為精神作用之主體。說一切有部以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之識體為一，故列

心王為一；法相宗以八識（六識加末那識、阿賴耶識）各有識體，故列心王為八。《佛光

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3/01/08 。 
16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5b8-11。 

17
「知藏」又作藏主、藏司。禪林西序六頭首之一。乃掌理寺院所藏一切經論典籍之職稱。藏，

即大藏經、三藏。禪林中，大眾看經，須得知藏許可，方能借出經論。知藏須常點對函

帙目錄，缺略者，加以補足；殘斷者，加以粘綴；潮濕者，予以焙乾。《佛光大辭典》電

子網路版， 

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detail.asp?DINDEX=12358&DTITLE=%AA%BE%C2%C3 

2013/11/05。 
18
「藞苴」意指邋遢、不整潔、不利落和不端莊。《漢語大辭典》3.7 版。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detail.asp?DINDEX=12358&DTITLE=%AA%BE%C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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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感覺到體溫，而後便將遺體放進墓穴。上至官員下至民眾，所有聽到此消

息的人，都到禪師的墓穴瞻仰遺容，並悲傷哀弔，並於坐化後當月二十二日舉

行火化，共燒出五顆舍利子。凡路經此地之人，在聽聞悟新禪師的事蹟後，都

覺得不可思議，因此於晦堂方丈室的北方，建了座悟新禪師的舍利塔。悟心禪

師共享年七十二歲，戒臘四十六。19
 

 悟新禪師在圓寂後，示現了令人折服的修為。禪師天生本為利根性人，這

一生只為弘法，告誡著弟子「川藞苴，莫亂道」，衣服可以穿得破舊，但說法要

有依據，切莫亂說，尤其在這五濁惡世裡，更要宣說正法。可見，悟新禪師不

只對弘法有大願力，對法的真理，更有金剛般的堅持，這的確不是一般禪僧可

做到。 

                                                 

19
《嘉泰普燈錄》卷 6，CBETA,X79,no.1559,p.325b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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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緇門警訓‧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以此篇探究悟新禪師佛門規約之思想 

 《緇門警訓》最初的雛型是由《緇林寶訓》所增補而來，是由僧人永中（？）

所收錄，而目前通行的則是由僧人如卺（1425－？）所編輯的。此書並不屬於

經、律、論其中的一個，書內收錄了警策、訓誡、規儀及箴銘等，目的在於挽

救佛門宗風，警示社會亂象。筆者所寫的悟新師小參，意在警示僧人們不可犯

戒，並教導種種規範。 

 本節分為三段，第一段是〈以家教為譬喻〉，是新禪師對於當時緇門亂象所

做的開示20，為本小參的開端。第二段〈身、愛及色之詮釋〉是有關如何破解

執著於身、愛及色的開示。第三段〈破買度碟僧之法〉是最後對與當時亂象的

一個總結。筆者放入原文並加入詮釋及註解，希望將悟新禪師對於禪門規約的

開示，及其思想能作一個清楚講解，希望讓悟新禪師的教誨，能帶進人們生活

中，並得到啟發。 

一：以家教為譬喻 

 在宋代，佛門風氣優劣參差不齊，因此悟新禪師對於此現象做了一番小參，

希望門中弟子能時時警惕自己，不與時世同流合汙。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 

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

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 

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

                                                 

20 關於《緇門警訓》的序，可參照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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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
21
 

 上述原文中寫的「小參」，根據黃繹勳教授在《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

之研究》，解釋「小參」是禪門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學習方式。依不同的時間和

活動內容，有所謂早參、晚參和小參的分別，「小參」特別是指不固定時間的說

法活動。22這段為悟新禪師的舉例，說有些人的家裡，會有三個或五個兒子，兒

子們在今日做了些甚麼事情？是好是壞，在晚上回家時，父母親將會一一判斷，

然後給予獎勵或處罰，藉此說明在寺院叢林中也是如此。 

 僧人們在寺院裡，每日做了些甚麼事，是好或是壞，當住持的人也要清楚

地判斷及處理才是。但，端看現今世間，佛門中嚴持戒律的僧人已經越來越少，

較多挾帶著劣根性之人，令人實在不知該從何說起，悟新禪師的這段舉例，看

出當代的寺院裡，叢林的風氣有許多放逸且守戒不嚴者，令人覺得婉惜。禪師

繼續又指出，寺院有些長老級的僧人，用倚老賣老之態放逸度日，原文如下： 

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住，

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滓。 

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
23
 

原文裡的「滓」在《說文解字》裡意為「鄙穢」24，悟新禪師稱「地獄滓」謾罵

那些放逸之人，就像人渣一樣會感得入地獄的業報。因為那時有一些長老居住

在衰敗的寺院裡，為了改善生活，就會寫信送往很多寺院道場，無非就是想討

個好地方住，若討到了，便選個好日子入住，但是有些人會倚老賣老，想在裡

                                                 

21
《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1-6。 

22
 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312。 

23
《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6-10。 

24
「鄙穢」指污穢的思想感情。李善注，《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漢語大辭典》3.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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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過得自在快活，這樣也違反了佛教苦修的本意。由禪師用「地獄滓」這詞彙

看來，當時寺院應有許多長老態度不對，因此，若碰到了對禪法有自己領悟之

人，那真的是非常難能可貴。除了倚老賣老的僧人外，悟新禪師也提到了造口

業之人，原文如下： 

我看見爾遮一隊漢，在遮裏心憤憤口悱悱，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趁口

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
25
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

便道只是遮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

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只宜色身安樂。
26
 

 在本段悟新禪師說他發現了一些人，在心裡懷有憤恨，而且常道人長短，

並誇耀自己對禪和道很清楚，就算面對方丈也喜歡說東論西不懂得尊敬；還有

一些人，徹底認錯了空性的本質，執著在空相上了，這樣也就變成了頑空；又

有一些人，只看見虛空裡的光彩而自滿。有一些外道，說「無」和「有」皆不

是，這些全都是錯的，就算相信了這說法，也無法在世間裡獲得解脫。會說這

些道理的人，根本只安住在色身上，安住在虛幻的安樂裡，並沒有看透佛法的

實相。最後，禪師丟了個問題，讓人反思這些邪魔外道的思想或放逸態度的對

治？原文如下： 

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
27
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 

見神見鬼，遮邊討巫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爾不見我佛

如來，為三界
28
醫王、四生

29
慈父，醫一切眾生心病。只為爾不信自心，向

                                                 

25
「箇」，此字為引申為量詞或為指示代詞，「這」或「那」之意。《漢語大辭典》3.7 版。 

26《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14-16。 
27
「延壽堂」為僧人用以療病或休養的地方，此含有延續法身慧命的意思。《佛光大辭典》電子

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4/05。 
28
「三界」意指眾生所住的欲界、色界及無色界，欲界裡有食慾和淫欲等諸多染欲；色界是指

以斷除了欲界種種慾望，但卻還是有色之化身的存在；無色界中除了以斷除一切欲界有

情，也沒有色身，唯有甚深之禪定。《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4/05。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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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爾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爾自心麼？
30
 

本段悟新禪師在說明，不要讓邪見這種病，放在自己的修行的道路上，就好比

將被烹煮的螃蟹，在鍋子裡慌張地手忙腳亂找不到出路。也好比有些人看到了

神或鬼，就向巫師求救，又向醫師請益，到處卜凶問吉，問著到底是好還是不

好。卻不見佛陀為三界中的醫王，也是四生的慈父，他能醫治眾生所有由心所

產生的煩惱病。只因為自己對佛陀沒有信心，才會向外道來求解，而被邪魔魍

魎入侵，被搞得糊里糊塗，反而模糊了本自俱足清淨佛性的心。 

 悟新禪師用父母親對於孩子處斷來做為對叢林規約的譬喻，再接續點出寺

院中放逸僧人的弊病，最後再給予問題令人思維，一階層一階層的延續下來，

令人很輕易就能了解禪師說的重點。 

二：身、愛及色之詮釋 

 人會對於情感、身體及欲望等產生執著，也因為執著在這些相上，很容易

在修行的道上偏離，因此悟新禪師對於身、愛及色會如何障道，及如何屏除這

樣的障礙，提出一些譬喻來詮釋，原文如下： 

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 

若到這個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

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31 

 悟新禪師在此段，用太陽來譬喻修行能得來的光明，用陰暗來代表心中的

                                                                                                                                            

29
「四生」為卵生、胎生、濕生及化生，卵生為蛇、魚或蟻類，由卵孵化而生；胎生則如人、

馬、羊等，由母胎誕生；濕生則是由濕潤之地所生，有如蚊的幼蟲或飛蛾等；最後的化生則是

在諸天、地獄中因業力的關係而轉化而生，因此「四生」也可泛指一切的有情眾生。《佛光大辭

典》電子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4/05。 
30《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16-22。 
31《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22。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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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嗔、癡及妄想雜念等，當太陽升起時，天底下一片光明，怎麼會看到陰暗

的地方？如果修行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會因未知吉凶而用卜卦來讓自己安心，

也沒有所謂的是非好惡，到了這時候，就能悠哉地在是非頭上坐著、臥著，就

算到了妓院、酒家或是虎穴魔宮，也能安身立命於此處，而不感煩惱。也就是

說，當修行的光明，已經覆蓋了所有的妄想雜念，不管感受到了甚麼，都可以

不放在心上也不罣礙，亦能安住在生活中，就算再雜亂的環境，也無法影響心

的安定。悟新禪師又將此譬喻再用更細微的方式來詮釋，原文如下： 

只為爾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趫趫欹欹、繘繘繂繂，信之不及，便被世

間情愛，纏縛得來七顛八倒。 

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

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

住院，我去讚佐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
32
 

 上述文內的「趫趫欹欹、繘繘繂繂」此四個字皆有繩結纏繞之意，33這種重

疊式的用法，是從唐代開始出現的一種形容詞表達方式，34由上文及下文推論，

應指煩惱之意。文中的「業識」，是指因為無名的關係令本來的清淨心混亂。35而

「恁麼」是在禪宗典籍中常見的用詞，通常指「這樣」或「那樣」。
36
 

 在無量劫來每個人的業識都很濃厚，所以心中總是七上八下，藏有許多的

煩惱結，還來不及擁有正念及正信，就被世間的情愛束縛的七顛八倒。不管是

江南、廣南、淮南、向北、湖南或福建人，都只會自私地護著自己人；就算是

僧人亦不例外，和自己同鄉的就一起住一個院裡，有人熱心地去幫助或輔助，

也有可能因為一次的小摩擦，就變成了別人閒言緋語的對象，這樣的私心真是

                                                 

32《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b26。 

33《漢語大辭典》3.7 版。 

34 張美蘭，《禪宗語言概論》，頁 176。 

35《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3/11/25。 

36 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44。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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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苦啊！ 

 悟新禪師提出人性總有「胳臂向內彎」的私心，來警戒大眾不該讓這樣的

私心變成障道的束縛，再藉由這一點放大，變成了愛縛、色縛、名縛及院縛等，

原文如下： 

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畫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

也畫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

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 

 上述原文裡的「行腳」可引申為求法而遊走四方，也可指不停的移動。「掩

彩」可解釋為掩避；而「鈍置」也可做為「鈍致」，有折磨和折騰的意思。37「自

由自在」在禪宗裡常解為悟道的境界，而悟新禪師在此段用「殺人」一詞，對

照前面「自由自在」的解釋，則可喻為抹滅自性之意。本段無非是想闡述，四

處求法雖貴為精進，但若執著在法相上，自己的本來佛性就被掩蓋掉了，這樣

無非是畫斷了能前往解脫的道路，如果畫不斷這樣的執著，必將處處被愛、色、

院、名及利所束縛。悟新禪師繼續問道； 

爾何不退步思量？ 

爾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為爾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

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

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

今日。 

只為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爾死，爾死我生；生生死死，死

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
38
 

 在《佛說觀佛三昧海經》第五卷裡有提到十八地獄的說明，其中鑊湯地獄

                                                 

37《漢語大辭典》3.7 版。 

38《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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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七重鐵網，裡面有滿滿沸騰的融鐵，並有五百羅剎，拿燒過的大石用以將

銅鑊燒熱，此石火焰焰相承，經六十個日夜都部會熄滅。而在寒冰地獄裡，四

面八方都是冰山，亦有十八個小冰山，這裡寒冰充滿山間，上有冰輪，冰雹有

如雨般從空而下。39原文內說母親吃熱食時，就有如置身在鑊湯地獄；而母親

吃冷食時，就有如置身於寒冰地獄，當一入胎直到出生，將不斷地受寒、熱、

饑、飽、病及苦的逼迫煎熬，並延續至今。 

 悟新禪師問為何不退一步來想想？如果懂得了反觀這些前因後果，我們也

就部會執著於這個臭皮囊，也不會因為起了一念的貪愛投入了母胎中，並接受

了父精母血，轉成了入凡的生命體。也因為不懂得這些道理，所以也就衍生了

許多是非得過患，在世上爭個我生你死、你死我生，這些死死生生，隨著業障

而接受果報，輪迴著從沒間斷過。 

 人因為貪著的慾望，世世輪迴著，不懂得反觀前因後果，若懂得這些道理，

就不會再為一己的私心去推動輪迴的輪盤，也不會在這生死之中亂亂打轉，有

因有緣，業所感召，也惟有時時突破貪嗔癡毒，才能證得脫離凡俗的智慧。 

三：破買度碟僧之法 

 在宋初起，每年剃度為僧的有千人之多，因此有非常多的寺院占了不少的

農地，那時政府為補救財庫，頒布購買度碟的法律，有些僧人並不是為了修行

證道而出家，因此普遍來說，僧人素質降低許多。40當時也有很多士大夫和禪師

非常親近，當供養來源增多，造就許多禪師非常有錢，變作是其他禪師的誘惑，

很多膚淺的禪師因利益之貪，流俗地奉承達官貴人，讓當時佛門有許多弊病。41

對此現象悟新禪師非常不滿，並喝斥說： 

                                                 

39《佛說觀佛三昧海經》，CBETA,T15,no.643,p.671c16。 
40

 中村‧元，《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頁 434。 
41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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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

菽麥不分。 

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捼
42
腰捺胯，胡揮亂脛要做大漢。

大漢
43
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 

奴脣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
44
，不消得

45
如此諸上

座
46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47
 

 上述悟新禪師斥罵，有一些人像狗又像奴隸，拿別人的錢買度牒，再把他

的狗頭理個精光，然後披上佛門袈裟，是真是假實在難以分辨。進來佛門之中，

卻在破壞佛法，穿著袈裟，卻不顯僧人的莊重，一心想著要做人上人，但要做

人上人，怎能如此胡來。要做人上人者，需懂得謙遜和圓融，並不是那種只顧

著眼前而忘了後面的性格。 

 在宅邸中奴婢之間，總喜歡聚一起說三道四，討論是非八卦，然後比較著

彼此在宅中的生活飲食，住的房舍是否安穩方便，實則用不著將自己用比較的

方式來放在人上人的位置。人身在世，這色身是很難得，然而佛法更加難以聽

聞，如果還不在此生來加緊修行，需等到何時才能再得人身來修行？然而，悟

心禪師對於此也有另一番對治的見解： 

爾諸人
48
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

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
49
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

                                                 

42
「捼」音與「挪」相同，意為揉搓、摩挲。《漢語大辭典》3.7 版。 

43
「大漢」是漢代人對本朝之稱。大，尊之之詞。漢司馬相如，《封禪文》：「大漢之德，逢涌原

泉」。《漢語大辭典》3.7 版。 
44
「穩便」意為方便、穩妥。《漢語大辭典》3.7 版。 

45
「不消得」意旨用不著。在《初刻拍案驚奇》第 31 卷裡也有說道「賽兒說道：『阿也！不消

得如此。』」此也解為「用不著如此」之意。《漢語大辭典》3.7 版。 
46
「上座」其意與「上坐」相同，指受尊敬的席位，在《顏師古注》內也有解釋，「上坐，尊處

也」。《漢語大辭典》3.7 版。 
47《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c15。 
48
「諸人」為眾人之意思。《漢語大辭典》3.7 版。 

49
「窮」有盡和完的意思。《漢語大辭典》3.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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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發明

51
，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

河為酥酪
52
，豈不暢快平生。 

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
53
念得一大藏

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
54
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

55
 

 上述「四大」又稱四界，為地、水、火及風所組成。地有堅固的性質，為

保持穩定者；水有濕潤性，有聚集攝取的作用；火有溫暖性，則有讓東西成熟

之用；風有變動性，有助於萬物生長。而「五蘊」則有機聚及類別的意思，共

分色蘊、受蘊、想蘊、行蘊及識蘊五種，色蘊即為一切色相所積聚而成的統稱；

受蘊則是從眼、耳、鼻、舌、身所接收到的感受；想蘊則為接收感受後所產生

的思想；行蘊是個人意志與心之間的作用；最後的識蘊是統合前面，積聚後所

產生的分別意識。而我們會因為自己的無明業力所感招，生生死死地輪迴流轉，

這就叫做「業識」。56 

 悟新禪師將煩惱雜念用四大五蘊來統攝，希望每個修禪者都能學習放下這

些，也就放下無量劫以來許多的業識，每個人都需要向自己的內在看去，看心

理存在著些甚麼道理，並反覆推敲著，最終心中的那朵花將會盛開，則智慧從

內而生，光明將能照遍十方佛剎，這時已將佛法精隨應用自如並得心應手。這

時，將能讓大地變為黃金，將長河變為酥酪，終此一生清境自在。學佛者不能

只在經典上研習、誦唸，而且禪學的核心，根本不在經典裡，如果用說或用念

的就能體悟，就算能唸完所有藏經，或讀完儒、道等諸子百家的經論，這些也

                                                 

50
「心華」有開花的意思。《漢語大辭典》3.7 版。 

51
「發明」有變聰明的意思，也可作說明、證明或表明之意。《漢語大辭典》3.7 版。 

52
「酥酪」是以牛羊乳精製成的食品。《漢語大辭典》3.7 版。 

53
「縱饒」是個連詞，相當於任憑、儘管。《漢語大辭典》3.7 版。 

54
「閑」同「閒」，有非難、謗謗之意。《漢語大辭典》3.7 版。 

55《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c15。 
56
《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4/13 。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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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是真正的禪理，更別說能運用在臨終之時了。悟新禪師再舉藥鋪的例子來

補充說明： 

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真寔
57
，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

貨鋪相似，無種不有。 

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

甘草與他。又似，爾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煆
58
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

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
59
，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

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
60
 

 上述「一味」在佛教裡意旨，所有一切諸現象的本質都是平等且無差別，61

在自古以來，當有人開悟之時，會去請求高僧來證明，證明自己的領悟，且已

去除內心不必要的雜質，心中剩下真實圓滿的道理。佛法就像雜貨店般，什麼

東西都賣，各取所需。舉例來說，當有人來買甘草，就賣甘草，而買黃連的，

就賣黃連，絕對不可將來買黃連的客人，賣給他甘草。再舉一例，如果擁有一

塊金子，將它丟入熔爐裡，用大火去提煉，熔化後可以拿來錘鍊塑形，也可以

打造成瓶子、盤子、叉子及飾品等，但要如何知道瓶子或盤子的本質，就是再

將這些成品丟回熔爐裡，就會變成先前那塊黃金。悟新禪師用這兩則譬喻，說

明佛教的一味平等法門，佛法本質都是一樣的，不管做什麼樣的修行，最終還

是證得同樣的真理，這也表示不同的修行法門沒有好壞之分。悟新禪師最後用

四句偈來告誡眾人，希冀大眾能張大雙眼，勿將剃了狗頭的僧人，當作在修行

道上的導師，原文如下： 

                                                 

57
「寔」音同「實」，與「是」的解釋相同。《漢語大辭典》3.7 版。 

58
「煅」音同「假」，意指火氣猛烈。《漢語大辭典》3.7 版。 

59
「釵釧」意為釵簪與臂鐲，泛指婦人的飾物。《漢語大辭典》3.7 版。 

60《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c15。 
61
《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7/04/14。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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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如此，盡是儱侗
62
真如，顢頇

63
佛性，爾還會麼？爾還信麼？ 

山僧適來答，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

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 

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 

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64
 

 在原文內的「儱侗」一詞之解釋為未成器，因此「儱侗真如」則在說本來

面目並未成熟，後者又說「顢頇佛性」謂為嚴重，意味著對於佛法及覺知糊塗

而馬虎。悟新禪師斥責這些買僧碟之僧人，毀壞的佛門的戒律，又不懂得反省，

因此在最後告知眾人四轉語，此轉語意指生死是並存的，死其實緊挨著呼吸，65

且在不管在什麼環境下，人都會有擔憂害怕的事情，星雲大師說過，「人無近慮，

必有遠慮，真是顛樸不破的真理。憂慮是人的影子，走到哪裡，它一樣跟到哪

裡，不因地方和環境變化而消失」。66 

 「轉語」在佛門也是一種機鋒之意，但在此用於轉告或訓誡，67悟新禪師無

非是希望眾人，能以此轉語來檢測出家之僧人。 

 「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在佛光山所出版的《緇門警訓》譯

文內，譯為「只要身材好，肌骨生得勻稱，不搽紅粉也是風流的」68。也就是說，

只要天生麗質，就算外在不塗抹胭脂或多做裝扮，也能風流倜堂。在《漢語辭

典》內，「大體」有大要或是重要的道理之意，而「肌骨」除了表面肌肉骨骼的

                                                 

62
 在《緇門警訓》的原文裡寫為「儱洞」，但筆者在《古尊宿語錄》卷 17 中，發現在《雲門匡

真禪師廣錄‧垂示代語》中有段話是：「顢頇佛性，儱侗真如。」因此句話可以知道，「儱

侗」一詞為正解。而在《漢語大辭典》3.7 版。中，對於「儱侗」之解釋為未成器。 
63
「顢頇」指糊塗而馬虎。《漢語大辭典》3.7 版。。  

64《緇門警訓》卷 6，CBETA,T48,no.2023,p.1071c15。 
65

 阿姜 查，《何來阿姜 查》，頁 7。 
66

 星雲大師，《佛教對於自殺的看法》，頁 35。 
67
《漢語大辭典》3.7 版。 

68
 張學智 譯，《緇門警訓》，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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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外，另有內心深處的解釋。 

 在這佛法門風胡亂的年代，悟新禪師最後想表達，唯有將佛法真實的道理，

緊緊存放在自己的內心裡，也可用四轉語來檢驗天下之僧人，並擁有正念，不

與功名利祿來攪和，才能獨得一身光明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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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悟新禪師語錄選 

 在本節中，筆者由《黃龍四家語錄》內〈黃龍死心新禪師語錄〉中提取一

些上堂69或「舉」70一則公案的開示。並分為〈觀照生活及般若之體〉、〈凡即是

聖，聖即是凡〉及〈佛法的圓通無礙〉三段，由表相入聖境，順著悟新禪師開

示的階層來安排及解釋，希望能帶給讀者不同面向的思維。  

一：觀照生活即般若之體 

 心造大千，世間上的一切萬物皆會成住壞空，這也是佛所說的「無常」，所

以推論而言，一切萬物都難以恆常。生活中處處有佛法，處處皆為法之宣說，

心淨則佛土淨，就算在這五濁惡世，也能有一片光明的心田，這樣說起來很簡

單，但是往往卻很少人能發現。 

 佛法就示現在生活中，默默地，這是要靠自己用心去感受。首要，必須讓

覺知甦醒，這樣才能觀照內心之般若，悟新禪師上堂如下： 

上堂。云：「知有底人，如石含玉。不知有底人，似一塊頑石。知有不知有

底人，玉石不分。此語具三玄三要、四句料揀、五位君臣，乃至百千妙義、

無量法門，總不出此語。」 

且道：「此語從什麼處出？」 

良久云：「珠沉赤水光仍在，玉蘊荊山價轉高。」 

                                                 

69 「上堂」此詞在《禪院清規》裡有特別解釋，禪院是以擊鼓來提醒大眾上堂時間，聽聞鼓

聲後，並依序進入法堂，並依次第排列，並特別強調，若堂上之人說了可笑之事，也不可

哄堂大笑。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117-118。 

70 禪師「舉」古代公案，讓當代學人參究，目的並不「以古鑑今」，而是「藉古人的胸襟澆今

人的塊壘」形式，以引起學人禪意識的發起，以及追摹古人的道風行徑。然而更重要的是，

以古則公案為契證勘驗的標準之一，若學人真實學會得，便是與古代徹悟的禪師「同一個

鼻孔出氣」。黃連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頁 285。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略探及語錄》 

19 

 原文中的「三玄三要」是從臨濟宗所提出。「三玄」意指三種原則，為體中

玄、句中玄及玄中玄。體中玄指依據事物的真相表現，語句沒有經過修飾；句

中玄指不侷限在言語中，而能悟其奧義；玄中玄又稱作「用中玄」，指偏離一切

常理的限制，而又能體悟其中玄妙71。「三要」意旨三中要點，一為擯絕外物，

破除境相；二為隨緣應變，不執言句；三為隨機發動，返照心源。 

「四句料揀」又稱四料簡，意旨四種揀別的方式，次四種為奪人不奪境、

奪境不奪人、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五位君臣」說是由曹洞宗所創，五位是

用來表示「空」及「色」的真如本體、萬有形象、唯見真如、唯見事相及兩者

統合此五種情況，而「君」用來表示正位，也指真如的本體，「臣」則表示偏位，

表示萬有形象及色界。72 

悟新師上堂開示，知道「三玄三要、四句料揀、五位君臣，乃至百千妙義、

無量法門」的人，就像石頭裡包含著玉；而不知道這些義理的人，就有如一塊

頑石；似乎知道又不知道的人，如同玉或石頭分不清楚。佛法就有如珍珠般，

就算沉入了髒水之中，它的光芒仍在；也有如玉一樣，若孕育在佈滿荊棘的山

上，價值就變得更高。 

 悟新師說了這些無非是想闡明，不管是三玄三要、四句料揀或是五位君臣，

都是在說明佛法的圓融無礙，如果懂得教法的精隨，就有如珍珠，就算在這五

濁惡世裡也能發光發亮，也像在這佈滿煩惱荊棘的五蘊山裡，產出了一塊玉寶

般的高貴。佛法有如寶珠，只要懂得它的價值，不管在哪都能身心自在，並舉

一公案來告訴弟子們，智慧的圓滿，其實就在生活之中，此一公案和上段所敘

有所延伸，原文如下： 

                                                 

71《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3/07。 

72 劉貴傑，《禪宗哲學》，頁 5。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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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 

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出去。 

慈明日見州掃地次，乃問：「般若以何為體？」州置掃箒撫掌，呵呵大笑，

慈便歸方丈。 

師云：「趙州金鍮
73
不辨，玉石不分，直饒

74
玉石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悟新禪師舉了趙州禪師（778－897）與大慈禪師（780－863）的公案，趙

州師問大慈師：「般若是以甚麼為體呢？」大慈師重複了他的話，又問了一次「般

若以何為體」，趙州師聽後哈哈大笑著出去了。隔日，大慈師見趙州師在掃地，

又問了「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師大笑放下掃帚撫掌，大慈師看到後哈哈大笑見

方丈去了。此一公案，說趙州禪師對於黃金及黃銅不會去分辨，玉和石也不分

別。 

 以大乘佛法教義來說，可分為「體、相、用」三大來說明，法的本體就稱

為「體」，而從這本體所顯現的象徵就稱為「相」，從此相能產生的作用則稱為

「用」。75趙州禪師問「般若以何為體」，以三大之解來看，應問的是智慧的根本，

但以佛法教義來說，「體」如同華嚴所說的「理」，悟新禪師所解「金鍮不辨，

玉石不分」，說明了「理事無礙」，般若的體與現象可合而為一。而後說「直饒

玉石分去」，可解釋為若要將「理」與「事」硬做個區分，其實「也未夢見大慈

在」，意指人生就如一場夢，在這夢中沒有大慈禪師的存在，大慈禪師若代表

「理」，則大慈師所問的問題就代表「事」，而在人生這場「夢」中就沒有「理」

與「事」的分別，因此無法將提問的人與所問之問題抽離開來，「般若」本就擴

及「體、相、用」三大，並存在於生活的每個當下的內在及表象中，若要趙州

                                                 

73「鍮」，音同「偷」，意指黃銅礦鐵。《漢語大辭典》3.7 版。 

74「直饒」意指縱使，即使。《漢語大辭典》3.7 版。 

75《佛光大辭典》電子網路版，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014/03/07。 

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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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將「般若」的「體」抽離出來說明，並將「理」與「事」做個區別，可謂

一笑置之。 

 這則公案曾在今年 3 月 5 日提出，在台東泰安村的香光佛剎與住持賢空師

父同參。師父提出公案中的趙州禪師正在掃地，此一動作由體、相、用三者結

合，而置掃帚撫掌而笑，也就是說將三大放下，即見自性。大慈師父歸去見方

丈，方丈也可喻作主人，因為放下，所以將見主人，也就是開悟見性。悟新禪

師所解之金鍮及玉石，即是「真」與「假」，在人生這場夢中，看似真卻是假，

同在一場夢中不管真假，實則全假，只有開悟後見到自己的主人那才是真的。 

 在《禪宗公案體相用之研究》一書內，也提到此公案，說明因為觸及某一

開悟之因緣，因此「笑」是最直接的反應。76從掃地能看見般若的實像，其實在

許多公案裡，也用枴杖或缽來當作開示之譬喻，用以展現智慧般若在生活中的

普遍，悟新禪師舉一文如下： 

抝折拄杖，將什麼登山渡水？ 

拈却鉢盂匙筯
77
，將什麼喫粥喫飯？  

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恠
78

雲巖
79
不得。 

 原文內說，將拄杖抝斷，要拿什麼來登山和渡水？又，若將鉢盂和匙筋摔

                                                 

76 黃連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頁 270。 

77 對於缽盂匙筋在《禪苑清規》第一卷內有介紹，「展鉢之法，先問訊，解複帕，取鉢拭，疊

令小，及匙筯袋當面近身橫放，次展淨巾蓋膝，開複帕及疊三角向裏，令齊整。一角垂牀

緣，先以兩手開鉢單覆右手，把向身單緣蓋鉢盂上，即仰左手取鉢安單上，左邊以兩手頭

指拼取鐼子，從小次第展之，不得作聲，如坐位稍窄，只展三鉢。次開袋取匙筯(取則先

筯。入則先匙)。」CBETA,X63, no.1245, p.525b18-23  

 由上述可知，匙筋為湯匙及筷子， 

78「恠」為「怪」的異體字。《漢語大辭典》3.7 版。 

79「雲巖」為「高峻的山」。《漢語大辭典》3.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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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要拿什麼來吃飯吃粥？這是在用拄杖和鉢盂匙筯比喻佛法，這些都是生活

中日常用品，雖然很平常，但少了這些就無法登山渡河及吃飯，也就是少了佛

法的真義，也就無法在道上好好修行。 

 但是若太重視柱杖及鉢盂匙筯，不如到街頭十字路口，請人幫忙推敲算卜，

如果很幸運地碰到了好彩頭，是你有福報，若是沒有碰到，你也不能怪山的距

離如此遙遠。也是在說與其執著在這平常事上，倒不如到街頭碰碰運氣，如果

被你碰到了，表示你還有福報，若是碰不到好運氣，也不能怪甚麼，畢竟就像

遠方的高山，本來就那麼遠了，怎可怪它的距離遠。 

 法就有如鉢盂匙筋和拄杖一樣，顯現在日常生活之中那麼自然，但沒有了

法，也就無法繼續修行。但若執著在法上了，大不如像乞丐一般，到街上去乞

討，也就是隨順因緣的變化，如果就那麼碰上了開悟的契機，那也是你福報累

積來的，但若開悟因緣不現，那也是自己累積的功德福報不足，怎能怪佛法的

高深廣大。 

 另舉在《古尊宿語錄》中其他禪師用柱杖及鉢盂匙筯來譬喻為佛法之開示。

潭州道吾真禪師（769－835）云，「拗折秤衡，將什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筯，

將什麼喫粥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80。」而在《續

古尊宿語要》裡，誰菴演禪師（？）說「拗折拄杖，將什麼登山渡水？拈却鉢

盂匙筯，將什麼喫粥喫飯？於斯薦得，共賀太平，若也未然，切忌無繩自縛81。」 

 潭州道吾真禪師說，若執著在於法相之上，大不如隨順因緣，反倒能領悟

開悟契機。誰蓭演禪師本意則是，執著於法相上修行，反倒變成了修行的束縛。

                                                 

80
《古尊宿語錄》卷 19，CBETA,X68,no.1315,p.126b16-18。 

81《續古尊宿語要》卷 5，CBETA,X68,no.1318,p.476b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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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們都拿日常生活中不足為奇的用品，來譬喻為「法」來告誡弟子，不可因

尋常而不小心執著於相上，反倒作繭自縛，最終難以開悟。 

 佛法隨處可見，開悟契機也隨處可遇，執著於在法相上或經論中，這樣反

而失去了頓悟的契機。禪，主要提倡「不立文字」、「不假外求」、「不執經典」、

「不須苦修」及「佛性本有」，並強調「見性成佛」、「無念為宗」和「即心是佛」，

因此禪宗稱為「頓門」。82由此可知，頓悟的契機很重要，在禪師指引弟子頓悟

的當下，也必須了解弟子們之根性，才能達到令弟子領悟的機會。 

二：凡即是聖，聖即是凡 

 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一卷中有說道，「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

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83。在慧能大師

（638～713）開始，更加提倡「凡聖不二」的思想，也就是凡與聖之間，沒有

分別也沒有對立，兩者是為一體。84筆者也針對悟新禪師，對於此思想的開示，

選了一則語錄來探討。 

 悟新師上堂開示，說凡夫不是聖人，聖人也不是凡夫；但凡夫就是聖人，

聖人也是凡夫；沒有凡夫就不會有聖人，沒有聖人也不會有凡夫。倘若自己要

做到凡人與聖者間沒有分離，應當知道選擇回頭這條路。如果能懂得回頭，即

當入水不溺，入火不燒。懂得轉回頭，就算有冬寒夏暑來催促著歲月蒼老，也

能長壽，而鬼神也會忌妒這福德。可參見原文如下： 

云：「凡夫非是聖人，聖人非是凡夫；凡夫即是聖人，聖人即是凡夫；非凡

                                                 

82
 劉貴傑，《禪宗哲學》，頁 3。 

8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CBETA, T48, no. 2008, p.361c28。 

84
 劉貴傑，《禪宗哲學》，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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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而無聖人，非聖人而無凡夫。直得凡聖情盡，須知有轉身一路，若能轉

得，入水不溺，入火不燒。若轉，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
85

君福。」 

 由原文可知，凡夫或聖人皆同，兩者為一體86，慧能大師曾說過：「前念迷，

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87。悟新師也

說，要懂得轉身，也就是回頭即岸，要到達彼岸涅槃寂靜，需先懂得放下閒事

雜念，剔除五蘊凡塵，這樣就算在世俗間，也不會受鬼神侵擾，更不受外在冷

熱影響，以及無常的煩惱。 

三：佛法的圓通無礙 

 曾經在阿姜 查的書裡看到那麼一句話，說「當我們知道真理時，我們會成

為一位不需要想太多的人，而變成一位有智慧的人。如果我們不明瞭，我們的

思考就會比智慧還多，乃至完全沒有智慧。很多的思考而沒有智慧是極痛苦

的」，88指出人對於事物總有過多的猜測及想法，在修行的道路上，如果沒有擁

有智慧，是很難以達到開悟的境界。佛法處處在在，只有自己領悟，才能擁有

智慧，世間萬物成住壞空，唯有覺性部會改變，可參考悟新師上堂如下： 

上堂。舉僧問靈樹：「如何是和尚家風
89
？」 

靈樹云：「千年田八百主。」 

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 

靈樹云：「郎當
90
屋舍沒人修。」 

                                                 

85
 此字為「妒」。漢字字體規範史，網路版 http://www.joao-roiz.jp/HNG12/search/start 2014/05/02。 

86
 劉貴傑，《禪宗哲學》，頁 129。 

87《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一卷，CBETA,T48,no.2008,p.350b28-29。 
88

 阿姜 查，《何來阿姜 查》，頁 158。 
89
「家風」指家庭或家族的傳統風尚或作風。《漢語大辭典》，3.7 版。 

http://www.joao-roiz.jp/HNG12/search/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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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云：「靈樹家破人亡，父南子北，如今有人問雲巖
91
如何是和尚家風？向

伊
92
道，張公喫酒李公醉。」 

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意旨如何？任從滄海
93
變，終不為君通。」 

 「如何是和尚家風」此句在許多公案裡也有出現，本問題與「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或「如何是佛法大意」等，有異曲同工之妙。「千年田八百主」表示田

產主人的變換速度頻繁，和前面「如何是和尚家風」呼應著，說明「和尚家風」

會隨時代變遷而更改。「郎當屋舍沒人修」意謂潦倒的屋舍沒人維修，代表著這

塊地空著沒人管理。 

 「張公喫酒李公醉」也是禪師們普遍使用的譬喻手法，開悟者對於張公或

李公之間不會有分別心，也意指世間一切萬法都是圓融無礙的，94而佛所說「無

常」的真理，不會因為一個人而變。天下萬物有如「千年田八百主」，不斷更迭，

但佛法的真理，是不會因為時間推移而改變。那種開悟的境界「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只能從禪師的語錄中一窺究竟，舉一原文如下： 

上堂。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此人有家無家？ 

若有家，因什麼却無片瓦遮頭？ 

若無家，十二時中，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90
「郎當」指頹廢、潦倒之意。《漢語大辭典》，3.7 版。 

91
 此「雲巖」可做為悟新禪師的自稱。在《禪林寶訓》第三卷中有記載，「雪堂曰，死心住雲

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由此可知，此次上堂舉一公案約在元佑七年(1092)，

悟新師還未搬遷至黃龍時。CBETA, T48, no.2022,p.1029c22-23。 
92
「伊」也做「他」之用。《漢語大辭典》，3.7 版。 

93「滄海」意為大海。《漢語大辭典》，3.7 版。 

94 劉貴傑，《禪宗哲學》，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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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是種已經超越了世間萬物的一種感受，95

心的境界是開悟後開拓無束的圓融無礙。悟新師第一問，沒有屋頂也沒有土地，

這人是有「家」還是無「家」？如果有「家」的話，會因為怎樣的情況而沒有

屋頂來遮風避雨？趟若沒有這個「家」，在生活裡能怎麼安住？ 

 其實此「家」對於一個修行人來說，也代表著這個身體，也代表著「心」。

已經開悟的人，有了這色身，也不會因這色身而罣礙了，但是若不好好保養這

色身，要如何來安心修道。這身體本來就是「空」，是由一切因緣合和而聚成，

看破了這層，有無這身體都能通達無礙。除了看破對色身的執愛，感受開悟後

「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的通達，悟新師再舉趙州禪師的公案，來說

明佛法也是四通八達，並無任一門為終極修道之法門，原文如下： 

元正日上堂。云：「山僧住持六年，承諸人以道相照，既以道相照，虗
96
空

可盡，此道不可盡；虗空可量，此道不可量；虗空可知，此道不可知；虗

空可測，此道不可測，既不可測，作麼生理論？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趙

州？』趙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 

師云：「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通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
97
，

通一線為君說。」 

 上述說，若是虛空可以有盡頭，但佛道不會有盡頭；縱使虛空可丈量佛道

不可測量；就算虛空可偵測出個空間，但佛道無法偵測，既然佛道深不可測，

怎麼會衍生出理論？而趙州禪師有一訣竅，將東西南北門都打開，這樣每條路

皆通達無礙，當進入門內後，將能發現佛法的光明皎潔，就算出了佛法這扇門，

在人生中也不會有太多的煩惱。  

                                                 

95 黃連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頁 272。 

96「虗」同「虛」。漢字字體規範史，網頁版 http://www.joao-roiz.jp/HNG12/search/start  

2014/05/07。 

97「洩漏」除了「泄露」的解釋外，亦有破綻之意。在此可表示煩惱。《漢語大辭典》，3.7 版。 

http://www.joao-roiz.jp/HNG12/search/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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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如何是趙州」，其實並不是在問趙州禪師的為人，而是在問趙州禪師

的法。而「東門南門西門北門」，說明趙州禪師的佛法四通八達，不管任何人選

哪一門，皆可通往修行的正道。98也說明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條條大道都能相

通，最終皆能成就涅槃正果，並不會只礙於一項修行法門。  

                                                 

98 秦孟瀟，《香港佛教 583 期〈陳腔濫調〉》，電子網頁 

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83/583_13.html 2017/05/07。 

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83/583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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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結論 

 禪學的公案和語言，是自成一格又獨特，要解讀其中的思想及內涵，必須

透過歷史背景，了解當時的社會現象，有時語言上的紀載也與現代語言用法不

同，有時是口音上的不同，紀載下來的文字也會不同，當然在詞彙上也會有不

一樣的用法。 

 慧南禪師的禪風，是由佛、儒和道三教合一而成，且重於以佛為體、以道

為質、以儒為用，將教法融入在社會裡，也融入了人生裡，並強調息心妄念的

修持。99慧南禪師的「黃龍三關」，在當時掀起一陣風潮及轟動，許多文人雅士

及士大夫等，都紛紛皈依於他的門下。悟新禪師到了黃龍後，也因祖心禪師的

接引，而留在黃龍派繼續修持，因此悟新師也傳承了黃龍派之禪風。 

  從《緇門警訓》中可發現，聽聞佛法大意難能可貴，若生為人身又能修持

佛法者，更是有如「盲龜浮木」般難得。但在團體中，總是會有些害群之馬，

不能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就罷，還稱起高僧之頭銜，誤人之子弟，讓佛教在他

人的眼中變得俗世又利益。當然這不只在當時的社會如此，在現在社會也有此

現象。雖悟新禪師之小參是為針對佛門僧團之告誡，在家之人也應借鏡反省，

出家人都有對身、愛及色的執著，而在家人沒有住在佛門的清境地中，對於這

三者將有更多的執取，因此這樣的告誡，不只是出家人應當警醒，在家人更要

謹慎而省之。 

 在人一生的生命中，身邊的人事物總是來來去去，沒有一個能永遠停駐，

其實，在修行的道路上也是如此，不管是同參道友或師長們，終歸有一天會從

身邊離開，最後還是只有一個人，雖聽來孤單，但一路上有佛法陪伴，實則法

                                                 

99 黃鑒齋，《禪學研究‧論黃龍慧南》，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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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充滿，助緣不斷，並無寂寞孤單可言。 

 「修行」無非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一生中總有許多淬鍊心性的時候，雖

是痛苦或挫折，那卻是開拓智慧的鑰匙。花開花謝，就有如人的生命一般，只

是時間長短不同。佛法之四聖諦，開頭即說明人的苦，祖師大德不管是用喝、

罵、打或無言，無非都是要讓人明白及覺知到那一面「心性」，要找到那面覺知，

才能作為斷除苦的開端。佛說「眾生皆有佛性，為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

100悟新師也說「直得凡聖情盡，須知有轉身一路，若能轉得，入水不溺，入火

不燒」，只要懂得轉念「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婬坊酒肆虎穴魔

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 

 佛陀為眾生說的法，近在眼前不遠處，有時可能是朵花，或許也可能是位垂

暮之人，也許又是朝氣蓬勃的雉童，最重要的，還是有無用「心」去傾聽，用「心」

去感受。其實，要學會放下很難，因為世人已經習慣在「苦中作樂」，如名利或

權力等，皆當作為「樂」而不斷貪取又不願放下，正所謂「愛色被色縛、愛院被

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  

 自由的快樂，並不是沒有外在的束縛，而是心中放下了多少的東西。越是

貪取，越會因得不到而苦；越是瞋恨，也會因傷害了自己而苦；越是愚痴，當

因沒有智慧而苦，只要和「執」扯上了邊，「苦」則接踵而來。「千年田八百主」，

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你帶進棺木，蓋棺後火一燒，連色身也沒了，「我生爾死，爾

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悟新師如是說，也無非

希冀世人別在貪戀，應在成佛的道路上精進修行，當發願放下了，自由及快樂

也會相應而來。 

 本篇〈黃龍死心悟新禪師略探及語錄〉是對於悟新禪師的初步探究，而後

                                                 

100 《大般涅槃經》第 16 卷，CBETA,T12, no.374,p.462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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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能繼續將悟新師的語錄，全篇做清楚的透析，或更針對黃龍派來龍去脈，

及其祖師的傳承，與現今禪宗之流派有何交錯之處，最終能讓黃龍派之歷史故

事，能讓大眾普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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