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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人生與文學 

引子 

1. 寫出下面三首詩的主題思想，並指出這首詩最值得欣賞的一項寫作技巧。 

2. 與鄰座交流、討論、修訂，然後和大家分享心得。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主題思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技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反景1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主題思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技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2，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主題思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作技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反景：景，光。反景指夕陽。 

2
 辛夷花，紅艷似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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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禪與文化 

1.1 禪的定義 

1.1.1 印度禪與中國禪 

1.1.2 中國禪的轉變 

1.2 禪與人生 

1.2.1 唐：孟浩然(689-740)、王維(699-761)、常建(708-765)、韋應物(732-789)、

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柳宗元(773-819)  

1.2.2 宋：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 

1.2.3 明：李贄(1527-1602)、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6) 

1.2.4 清：納蘭成德(1655-1685)、曹雪芹(1715-1763) 

1.2.5 現代：豐子愷(1898-1975)、廢名(1901-1967)、金庸(1924-) 

1.3 禪與文學 

1.3.1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元好問《答俊書記學詩》) 

1.3.2 文人對禪的接受：空、靜、悟 

1.3.3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 

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2 惠能禪 

2.1 惠能與《壇經》 

2.1.1 惠能俗姓盧，新州人(今廣東新興)。父早亡，家貧，賣柴為生。 

2.1.2 弘忍：「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打獵野人)，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

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 

2.1.3 弘忍：「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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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2.1.5 惠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2.1.6 惠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至九江驛，便發向南。 

2.1.7 住持韶州寶林寺(今名南華禪寺)。應刺史邀請到大梵寺說法，弟子法海紀錄

為《壇經》。 

 法海本(12000 字)：敦煌唐寫本。法海，初唐人，慧能弟子。 

 惠昕本(14000 字)：惠昕，北宋初僧人，修訂《壇經》。 

 契嵩本(20000 字)：契嵩，北宋中葉僧人，編訂《壇經》。 

 宗寶本(20000 字)：宗寶，元初僧人，編訂《壇經》，今通行本。 

2.2 迷悟根源 

2.2.1 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祇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

遇慧風吹散，捲盡雲霧，萬象森羅，一時皆現。 

2.2.2 人性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 

2.2.3 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 

2.3 傳統修行批判 

2.3.1 「弟子見說，達摩大師化梁武帝，帝問達摩：『朕一生以來，造寺、布施、

供養，有功德否？』達摩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出境。

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

不可將福以為功德。」 

2.3.2 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

得生彼否？望為破疑。」大師言：「……心地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

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2.3.3 一行三昧者(專注禪定)，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無扭曲之心)。《淨

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迷人著法相(執於表象)，執

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此，此法同無

情(死物)，卻是障道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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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佛法門 

2.4.1 我若無智人(我若是無心智之人)
3，一切萬法，本無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

興。 

2.4.2 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禮

拜曰：「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言：

「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事。大師曰：「……人我

即是須彌(有人我分別心就是須彌山，意謂分別心造成世界)，邪心即是海水，煩惱

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困擾)即是魚鱉，虛妄即是神鬼，三毒(貪

嗔癡)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無人我，須彌自倒；除邪

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絶。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

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

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2.4.3 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無物可以成礙)，外於一切境界

上念不起為坐(不為外物所牽引起念)，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

曰禪(不執著於外相)，內不亂為定。 

2.4.4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何名無相？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

性(心識變幻無常，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

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不能念念相續，即失佛性)。念念時中(念念之

時之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

念不住，即無縛也。是以無住為本。 

2.4.5 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2.5 參禪悟道 

2.5.1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善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而今得箇休歇處(不再追逐他人)，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

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黑白分明道出，則稱許

如親見我所見)。」(《五燈會元》卷十七「青原惟信禪師」) 

                                                      
3
 我若無智人：原文如此。郭朋《壇經校釋》和楊曾文《六祖壇經》改為「若無世人」，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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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泐(lak6)潭法會禪師問祖云：「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

會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會至來日，猶入法堂

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會乃悟。

(《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2.5.3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2.5.4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

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

「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

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

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

青天水在瓶。」(《五燈會元．刺史李翱居士》) 

3 詩佛王維 

3.1 王維生平(699-761)  

3.1.1 中宗神龍 3 年(707, 9)：王維母崔氏追隨大照普寂禪師學佛。。 

3.1.2 開元 5 年(717, 19)：赴京兆府試。得貴主之薦，舉京兆府解頭。 

3.1.3 開元 9 年(721, 23)：進士及第。「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

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謫濟州。 

3.1.4 開元 23 年(735, 37)：「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 

3.1.5 開元 24 年(736, 38)：張九齡罷相，李林甫執政。 

3.1.6 開元 25 年(737, 39)：以監察御史赴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幕，受崔聘用，兼

節度判官。張九齡貶荊州長史。 

3.1.7 天寶 3 年(744, 46)：得輞川宋之問藍田別墅，供母奉佛持戒。王維休沐之

時則往小住。 

3.1.8 天寶 15 年(756, 58)：安祿山陷長安，王維被迫出任給事中。 

3.1.9 至德 2 年(757, 59)唐軍收復長安，王維復官。「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

禪誦為事。」遷尚書右丞。卒，葬於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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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生是苦 

3.2.1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 

3.2.2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3.2.3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3.2.4 〈歎白髮〉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3.3 解脫之方 

3.3.1 余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4，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

成，故造理入神，迥(獨)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沈括《夢溪筆談》

卷 17「書畫」) 

3.3.2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其一) 

3.3.3 空虛花5聚散，煩惱樹稀稠6。滅想成無記7，生心坐有求。〈與胡居士皆病，

寄此詩，兼示學人〉其二) 

3.4 仕隱之道 

3.4.1 孔宣父云：「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

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

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與魏居士書〉)」 

                                                      
4
 《後漢書．袁安傳》李賢注引《汝南先賢傳》：「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

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

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5
 喻一切現象空虛不實，聚散謂變化無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觀一切有為(法)，猶如虛空花。」 

6
 指煩惱或多或少。《佛遺教經》：「實智慧者，伐煩惱樹之利斧也。」 

7
 滅絕諸想，則所為無善無不善，是為無記，無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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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寂靜之樂 

3.5.1 一悟寂為樂，此生閒有餘。(〈飯覆釜山僧〉) 

3.5.2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積雨輞川莊作〉) 

3.6 詩意禪情 

3.6.1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8，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9，海鷗何事更相疑10？ 

3.6.2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3.6.3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3.6.4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3.6.5 〈鳥鳴澗〉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3.6.6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3.6.7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8
 木槿，夏秋之交開花，朝開夕落，又名舜。王僧孺詩：「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9
 指沒有競爭心，典出《莊子．寓言》。 

10
 人有機心，海鷗能夠感知，不再親近。典出《列子．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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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禪詩試解 

下面三首詩，任選一首，說明其中禪意。 

3.7.1 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2 韋應物〈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3 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11，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12世所逐。遺言13冀可冥，繕性14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貝葉：古印度佛經都抄寫在貝葉上，此指佛經。 
12

 妄跡：指功名富貴等。 
13

 遺言：指佛經。 
14

 繕性：修持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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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坡居士 

4.1 蘇軾生平(1037-1101) 

4.1.1 仁宗嘉佑元年(1056, 21 歲)：赴京應試，得益州知州張方平向歐陽修推薦。

歐陽修知貢舉，蘇軾兄弟中進士。回蜀守母喪。 

4.1.2 嘉佑六年(1061, 26 歲)：授縣主簿，以應制科試不赴任。仁宗親試，蘇軾

三等，蘇轍四等。蘇軾授鳯翔判官。 

4.1.3 英宗治平三年(1066, 31 歲)：回京任官，蘇洵病逝，蘇軾回蜀守父喪。 

4.1.4 熙寧二年(1069, 34 歲)：蘇軾除服返京。王安石為參知政事。 

4.1.5 神宗熙寧四年(1071, 36 歲)：出任杭州通判。其後知密州、徐州、湖州。 

4.1.6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1080, 45 歲)：元豐二年：以謗訕皇帝和新政貶黃州。 

4.1.7 元豐八年(1085, 50 歲)：神宗死，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蘇軾返京，初任禮

部郎中，任中書舍人，升翰林學士。 

4.1.8 紹聖元年(1094, 59 歲)：貶惠州。紹聖四年(1097, 62 歲)：貶瓊州別駕， 

4.1.9 元符三年(1100, 65 歲)：哲宗死，蘇軾遇赦北歸。明年病逝常州。 

4.2 蘇軾對禪之接受 

4.2.1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

雖殊，其至則同。(〈祭龍井辯才文〉) 

4.2.2 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

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

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

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

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

(〈答畢仲舉〉) 

4.2.3 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送參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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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生如夢 

4.3.1 〈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

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徧。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4.3.2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

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4.4 明日黃花 

4.4.1 〈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尊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4.4.2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

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釅
15
，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4.5 閑人自娛 

4.5.1 〈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

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

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松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

耳。 

                                                      
15

 釅：酒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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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與子明兄〉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

俗之樂，但胸中廓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類，皆是供吾

家樂事也。 

4.6 此心安處 

4.6.1 〈定風波〉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

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

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 

長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

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

安處是吾鄉。」 

4.6.2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

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

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皷聲如雷霆，進則死敵，

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4.7 天涯芳草  

4.7.1 〈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

芳草！ 

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

情惱。 

4.7.2 〈書上元夜遊〉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

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

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先生

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

大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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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谷道人 

5.1 黃庭堅生平(1045-1105) 

5.1.1 北宋洪州分寧人，遊山谷寺，樂其泉石，自號山谷道人。 

5.1.2 英宗治平四年(1067, 23 歲)中進士，初任縣尉，後任國子監教授、縣令。 

5.1.3 元豐八年(1085, 41 歲)，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召入任校書郎等

官職。時蘇門四學士(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同在館閣任職。 

5.1.4 哲宗紹聖元年(1094, 50 歲)：哲宗親政，遠貶蜀中。 

5.1.5 元符三年(1100, 56 歲)，徽宗繼位，放還。未幾又流放宜州，卒於貶所。 

5.2 〈清明〉 

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16，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餘驕妾婦17，士甘焚死不公侯18。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5.3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19。是誰招此斷腸魂20？種作寒花寄愁絕。  

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21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惱22，出門一笑大江橫。 

5.4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 

投荒萬死鬢毛斑23，生入瞿塘灩澦關24。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 

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16

 蟄，動物冬眠。意思是清明早過了驚蟄的節氣，萬物正欣欣向榮。 
17

 《孟子》中有一則寓言，說齊人每天出外向掃墓者乞討祭祀後留下的酒飯，回家後卻向妻妾誇耀是富

貴人家請自己吃飯。 
18

 春秋時介子推寧願被燒死也不願出仕。 
19

 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微月，任淵注：「蓋言襪如新月之狀」 
20

 斷腸魂：〈洛神賦〉寫人神不能相戀，被迫分離。 
21

 黃庭堅崇寧三年(1104)編管宜州，途經衡州，訪花光寺，作〈戲詠高節亭邊山礬花二首〉，〈序〉云：

「江湖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為鄭花。王荊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

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

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22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一：「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

空床。」惱不徹，撩撥不盡。 
23

 柳宗元〈別舍弟宗一〉：「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24

 張舜民作詩譏議邊事，元豐六年(1083)被貶郴州。途經岳陽，作〈賣花聲〉：「醉袖撫危闌，天淡雲

閑。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張舜民娶陳師道之姊，與蘇軾、黃庭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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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狂禪與晚明思潮 

6.1 馬祖道一(709-788) 

6.1.1 （馬祖道一）習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懷讓)和尚，知是法器。問曰：「大

德坐禪圖什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磨。師曰：「磨

磚作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

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6.1.2 祖示眾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不取善，不捨惡，

淨穢兩邊，俱不依怙(依傍)……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培

養般若智)，任運過時(隨命運度過時日)，更有何事？」(《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6.1.3 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為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趨向，皆

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

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

(《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6.1.4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

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

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 (《五燈會元》卷三「大珠

慧海禪師」) 

6.2 狂禪 

6.2.1 （丹霞天然）于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禦次(禦寒之時)，主人或譏(責怪)，

師曰：「吾荼毗(火葬)覓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也？」師曰：「若然者

何責我乎？」(《祖堂集》卷四) 

6.2.2 （南泉普願）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

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

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貓兒也。」(《五燈會元》卷

三「南泉普願禪師」) 

6.2.3 （臨濟義玄）爾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

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6.2.4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若風狂……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

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酉陽雜俎》前集卷三) 

6.2.5 （廣陵大師）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類，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

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鬥毆，或醉臥道旁。(《宋高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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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晚明思潮 

6.3.1 惟乾曰：「知(良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良知是天理

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

完。」(王守仁《傳習錄》) 

6.3.2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 (王艮)、龍溪(王畿，號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

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

蓋躋陽明而為禪矣。(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 

6.3.3 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

爽然。(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 

6.3.4 李贄〈童心說〉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 

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

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 

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

言雖工，于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

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

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

假。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又

不然，則其迂腐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

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 

6.4 公安派：袁宏道(1568-1610) 

6.4.1 申時行(曾任萬曆首輔)：「二百年來，無此令矣！」 

6.4.2 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吾佐銓四年，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今得公矣，

國家之福也！」 

6.4.3 〈丘長孺〉 

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

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媒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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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曹魯川〉 

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為秋，晝之禪而為夜是也。既謂

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  

6.4.5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人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

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

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剛直而不檢束)之習，

而少脂韋娬媚(圓滑討好)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

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 

6.4.6 〈敘小修詩〉 

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

肯下筆。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

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

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

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

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

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7 紅樓夢中禪 

7.1 曹雪芹家世(1715-1763) 

7.1.1 明神宗萬曆 47 年(1619)：高祖曹振彥，居遼陽，降滿人為包衣。 

7.1.2 曹振彥入關立功。曾祖父曹璽妻孫氏為康熙褓母，祖父曹寅為康熙侍衛。 

7.1.3 康熙 2 年(1663)：曹璽任江寧織造。曹璽卒，曹寅繼任。 

7.1.4 康熙指婚：曹寅一女選為平群王納爾蘇福晉，另一女「適王子侍衛某」。 

7.1.5 康熙南巡：康熙 23, 28, 38, 41, 44, 46 年南巡，後四次皆駐蹕曹家。 

7.1.6 康熙 51 年(1712)，曹寅病卒，虧空數十萬兩。康熙命 24 歲的曹顒繼任江

寧織造。未幾曹顒死，康熙命曹寅侄曹頫過繼續任。曹雪芹生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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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雍正 5 年(1727)曹家被抄家，「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

之惻然。」 

7.1.8 曹雪芹居西山，「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贈曹芹圃》)。 

7.1.9 乾隆 27 年(1762 年)：幼子夭亡，曹雪芹悲痛不已。除夕(1763 年 2 月 12

日)，曹雪芹病卒，年 48。 

7.2 賈寶玉好色 

7.2.1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

男子，便覺濁臭逼人。」(2 回) 

7.2.2 「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

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

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59 回) 

7.2.3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雜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

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77 回) 

7.3 賈府大觀園 

7.3.1 ［紅樓夢．收尾．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

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

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

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7.4 若要好，須是了 

7.4.1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

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

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

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

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

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

為他人作嫁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