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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門光祚語錄之研究

黃 繹 勳*

摘　要

智門光祚（約生活於 950-1030）為雲門宗派下禪師，生活於五代晚期到

宋朝初年之間，是北宋著名禪師雪竇重顯（980-1053）的老師，然而在雲門

文偃（864-949）和雪竇重顯耀眼光芒的遮掩之下，光祚至今僅於禪宗通史

中被簡略提及，但是，對雲門宗一系而言，從雲門到雪竇的延續與光大宗

風，光祚實功不可沒，因此，本論文是首見以光祚為主題而進行研究的專

文。

筆者於文中詳細地比對光祚不同的史傳資料，以勾勒出其生平和弘化之

樣貌。接著，進行《智門祚禪師語錄》的編集、刊印與架構之分析，最後，

並以《智門祚禪師語錄》中三則上堂內容為主要資料，探討光祚之重要禪學

思想。

對於近年國際上有長足進展和突破的禪學研究而言，本文提供了分析禪

宗在從晚唐到宋初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訊息，也奠定筆者將來繼續研究宋代禪

宗典籍和體例的基礎。    

 關鍵詞：智門光祚、雲門文偃、雪竇重顯、語錄、上堂、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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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國際上禪學者對禪宗語言和典籍的研究，有著長足之進展和突

破，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禪學論文集。
1 尤其是現代禪學者開始以正面和肯定

的態度，探討處理禪宗典籍中語言文字的價值，藉由語錄和燈錄中記載的傳

記行錄、上堂示眾、機緣問答、歌偈、拈頌等等體裁內容，禪宗祖師的思想

和教法才得以被展現出來。
2 

但是，就在禪學者對宋代（960-1279）時期所形成的燈錄、公案集

和語錄禪宗典籍有更深入之認識後，學者便開始思考下列問題：從唐代

（618-907）到宋代，禪宗典籍為何出現如此大形態的改變？禪學者 Mario 
Poceski 認為我們之所以無法回答此問題，是因為尚未對唐宋之間，五代時期

（907-979）的禪宗典籍作分析研究，以致學者希望瞭解禪宗典籍在這時期發

展的情況時，缺乏重要之訊息。
3 

本文之主題人物—智門光祚禪師便是活躍於五代晚期到宋初的一

位禪師（約生活於 950-1030），筆者最初之所以注意到光祚，是因為光祚

是宋代著名禪師雪竇重顯（980-1053）的老師，而雪竇在禪宗史上又以

《雪竇拈古》和《雪竇頌古》享譽盛名。學者馮學成亦說光祚與汾陽善昭

（947-1024）約為同時期人，並且同為開啟「頌古」先例之人。但是，由於

善昭之語錄較為完整，世人多以《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中所收頌古為始例；
4  

 1　 如 Steven Heine, ed., The Ko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Steven Heine 
and Dale Wright, eds., The Zen Canon: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 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外，有關禪宗語言研究不同進路與發展，周裕鍇於其書《禪宗

語言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1 中，對海峽兩岸、日本和歐美

學者之研究有完整的介紹。

 2　 周裕鍇，《禪宗語言研究入門》，頁 2。
 3　 Mario Poceski, “Chan Rituals of the Abbots’ 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 to Preach,＂ in Steven 

Heine and Dale Wright, eds., Zen Ritual: Studies of Zen Buddhist Theory in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7. 土屋太祐亦指出宋代禪宗史研究二大遺憾為：一是五

代和宋代禪宗聯繫的缺失，二是宋代禪宗史內部發生相互聯繫的缺失，參氏著，《北宋禪

宗思想及其淵源》（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6-7。
 4　 馮學成，《雲門宗史話》（成都：成都文殊院，2001），頁 135-139。



黃繹勳∕智門光祚語錄之研究 37

相較之下，《智門祚禪師語錄》（1031）則僅有一卷之篇幅，所以，甚少有學

者注意到其內容和價值。
5  

因此，本文首先探討智門光祚之生平，這是因為光祚之史傳雖甚簡略，

但現存資料卻存有一些歧異，筆者希望釐清這些細節之後，對其生平作略

述，並且瞭解其師承。接著，本文對《智門祚禪師語錄》的編集與架構進行

分析，最後，並以《智門祚禪師語錄》中三則上堂內容為主要資料，管窺光

祚之重要禪學思想和教法。

此外，有關下文中對光祚上堂所蘊含的思想或修證內容的探討，筆者所

參考的是駒澤大學禪學家小川隆教授之研究方法，亦即透過考察文獻、細讀

文本和分析語彙，以尋繹其思想和意義。
6 再者，文中筆者以蠡測海的見解

或詮釋不一定是唯一或正確的答案，幸而，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之一即在於

討論與成長，若是因而引發學者後續的討論或雅正，則是筆者所歡迎與樂見

的。

二、智門光祚之生平考

筆者於本節中，特別檢核光祚各類之生平傳記資料，主要是因近年來禪

學者已發現禪師之生平傳記，常因各傳記集成之時期相異，而有內容歧異之

情況，所以不可將形成時間最晚，已經過多次修訂，看似最完整之傳記，作

為主要論述資料，因而忽略了其他早期資料所提供的重要細節，或是各傳記

編集不同時期所發展出的分歧內容，否則對禪師生平之描述與呈現會是偏頗

 5　 據筆者目前所見對於智門光祚的研究，首先，忽滑谷快天於其書中略述其生平，並舉二

則機緣、一首頌和三則頌古作為光祚思想的代表，但是，僅約二頁，且無內容分析。見

氏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第 4 冊（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頁 1021-1023。
此外，馮學成對智門光祚之生平與思想作過基礎的研究，內容雖然豐富，可惜全書皆

無註解或標示引用出處，缺乏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呈現其成果。參《雲門宗史話》，頁

134-141。
 6　 筆者所參考為周裕鍇所歸納小川隆的研究方法，周裕鍇之依據為小川隆的論文〈西來無

意—禪宗的佛教本土化〉，原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屆中日佛學會議」（2006.11.1 
-2）中，參周裕鍇，《禪宗語言研究入門》，頁 15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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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光祚的簡短生平資料散見於早期燈錄，如《天聖廣燈錄》（1038）、《建

中靖國續燈錄》（1101）和《聯燈會要》（1183），此外，圜悟克勤（1063- 
1135）的《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1125）和覺範慧洪（1071-1128）所撰

《禪林僧寶傳》則另外提供了一些細節敘述。

首先，燈錄中皆未提及光祚之出生地，而《碧巖錄》和《禪林僧寶傳》 
所述則相異頗大。《碧巖錄》中說：「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

特來入蜀參禮。  」 8 光祚之師為香林澄遠（907-987），由於香林居於蜀地弘

化，而圜悟於《碧巖錄》又記光祚本為浙江人，因此特別加入光祚「入蜀參

禮」 香林一句。但是，與圜悟為同時代的慧洪於其《禪林僧寶傳》卻說：「祚

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  」 9 意即香林與光祚皆

為蜀人。

這有關光祚是「浙人」或「蜀人」的差距，是約 1700 公里之遙，何

者正確，目前所存資料雖有限，但是，《天聖廣燈錄》第一則中記，光祚初

居復州（今湖北省）崇勝院，開堂示眾時，先燃香供養說：「此一瓣香，

不是江西、湖南，亦不是天臺、南嶽，為我西蜀香林和尚。  」 10 句中「江

西、湖南」是指江西以馬祖道一（709-788）和湖南以石頭希遷（700-709） 
為主的禪法，而「天臺、南嶽」應是指天臺智顗（538-597）和南嶽慧思

（515-577）。
但是，光祚說他燃香供養的對象都不是他們，卻是「西蜀香林和尚」。

由此推斷，光祚若是「浙人」，似乎較有說出江西、湖南、天臺、南嶽的地理

背景因素。尤其是，若依圜悟《碧巖錄》記光祚本為浙江人，特別「入蜀參

 7　 如參 Mario Poceski, “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in The Zen 
Canon: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 Texts, pp. 53-76; Yi-hsun Huang,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Yongjia Xuanjue’s Biographies,＂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23(2010): 
117-130.

 8　 宋．圜悟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第 4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頁 157 中 5-7。
 9　 宋．慧洪，《禪林僧寶傳》，《卍新纂續藏經》第 7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頁 515 上 4-5。
10　 宋．李遵勗編，《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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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香林的描述，一來強調了香林道化的聲名遠播，二來亦展現出光祚不遠

1700 公里之遙，前來參禮香林的決心，從閱讀效果而言，亦是勝過慧洪《禪

林僧寶傳》中「祚、遠皆蜀人」的平鋪直述。
11

接下來，有關光祚之名號，燈錄中之記載分別為：《天聖廣燈錄》〈對機

門〉記為「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 12
《建中靖國續燈錄》稱其為「隨州智門光

祚禪師」， 13
《五燈會元》（1252）雖亦稱其為「隨州智門光祚禪師」，但夾注

說「先住北塔」。
14
復州與隨州皆在今之湖北省，上述名號之差異是因為光祚

住錫寺院改變所致。
15 

關於這細節，《天聖廣燈錄》記載最詳盡：光祚「先住隋州雙泉，復徙智

門，次居崇勝。  」 16
由此可知，光祚先後至少住錫過三所寺院：雙泉、智門

和崇勝。至於《五燈會元》所提及之「北塔」，我們亦可於《人天眼目》（成

書於 1188 年）得到佐證，《人天眼目》中於「雲門宗」之下，收有〈北塔祚

頌〉一首。
17
所以，光祚住錫過的寺院，應可再加入北塔一所。

此外，光祚住錫這些寺院的年代，因為缺乏詳細資料，所以很難判定，

唯一有時間記載的是《宗統編年》，但是，其內容時間與時序卻是錯誤頗大。

如《宗統編年》所記二筆資料：一為「甲子二年（964），禪師光祚住智門」；

二為「癸丑六年（1013），重顯參北塔祚得其道」。
18
其錯誤可由光祚之弟子

雪竇重顯的生平得以驗證，根據《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

11　 忽滑谷快天與馮學成於其書中，皆稱光祚為浙江人。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第 4
冊，頁 1021；馮學成，《雲門宗史話》，頁 134。

12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中 21。
13　 宋．佛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649 下 8-11。
14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卍新纂續藏經》第 80 冊，頁 318 上 22。宋．雷庵正受編，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中雖列有：「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青原八世雲門二世）」，但因「已

上分派正傳宗師語具三燈」，亦即其語句已含於前三燈中，所以「不列章次」。《卍新纂續

藏經》第 79 冊，頁 271 中 2-8。
15　 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網站」，2002，http://ccts.sinica.edu.tw/searches.

php?lang=zh-tw （2011.6.20 上網）。

16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中 21。
17　 宋．晦巖智昭編，《人天眼目》，《大正藏》第 48 冊，頁 312 中 21-22。
18　 清．紀蔭編，《宗統編年》，《卍新纂續藏經》第 86 冊，頁 198 下 22-23、頁 205 中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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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覺大師塔銘〉所記，雪竇約於 1002 年後得法於隨州智門光祚，因此，《宗

統編年》所記第一筆資料「甲子二年（964），禪師光祚住智門」，時間過早；

第二筆資料「癸丑六年（1013），重顯參北塔祚得其道」，光祚住錫之寺院名

稱與雪竇塔銘記載不符，《宗統編年》雖提供了編年資料，卻不足以採信。
19

總之，光祚若為浙江人，雲水遠至成都府向香林澄遠習禪，光祚於香林

門下得法後，住錫過四所寺院，禪宗典籍多以「智門」和「崇勝」二寺為光

祚主要名號。而光祚住錫上述寺院時，上堂示眾的內容，筆者將於下文中討

論，在此僅舉數例，以示光祚平常時如何教導弟子，如《智門祚禪師語錄》 
中記，有一日，因為春雨已經連下多日，光祚便上堂云：「三兩日來好春雨，

可謂霶 。凡夫人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

是火。你衲僧家喚作什麼？」 20
又，正值秋高氣爽，光祚便對眾僧說：「諸上

座！且得秋涼，正好進道決擇。還有疑情，出來對眾，大家共你商量。  」 21 
或是，新春時上堂說：「嶄 22

新日月，特地乾坤，人人盡加一歲。你道露柱年

多少？」 23
這些記載都顯露出光祚敏於視時節因緣，方便啟發大眾的性格。

《建中靖國續燈錄》並描述光祚「出為師表，緇素咸宗。啐啄迅機，應詶

飛辨。門下嗣法，悉世宗匠。  」 24
文中「緇素咸宗」一句，則可由當時駙馬

李遵勗（?-1038）特別尊崇光祚而得見。光祚與駙馬李遵勗之因緣深厚，《天

聖廣燈錄》光祚初任崇勝院住持的開堂日時，並不準備陞座，但因「難推讓」 
李遵勗與眾人所請，而陞座開示。

25
《建中靖國續燈錄》亦另記都尉李遵勗曾

19　 有關雪竇之生平，可見宋．惟益等編，《明覺禪師語錄》〈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

大師塔銘〉，《大正藏》第 47 冊，頁 711 上 3-713 上 11，或是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

《祖庭事苑》之研究》（高雄：佛光出版社，2011），頁 78-92。馮學成於其《雲門宗史

話》中亦評論：「《宗統編年》所載許多禪師的年代錯謬極大，不可深信。」頁 135。
20　 宋．僧挺守賾編，《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18-20，《智門祚

禪師語錄》現收於《古尊宿語錄》第 39 卷中。

21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上 12-13。
22　 原文作「斬」，《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上 24。但此句應為「嶄

新」之意，筆者因而修正為「嶄」。

23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上 24- 中 1。
24　 宋．佛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649 下 7-9。
25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中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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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表，請賜光祚章服。
26
而《古尊宿語錄》更記有光祚因李都尉奏師紫衣到

寺的那日，上堂示眾所說的話。
27
尤其李遵勗又是《天聖廣燈錄》之編者，

其所錄《天聖廣燈錄》〈對機門〉中「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的內容，是我們

研究光祚之資料中，除了《古尊宿語錄．智門祚禪師語錄》以外，非常值得

注意的材料。

至於光祚法嗣之數目，諸燈錄中以《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所記最盛，

多達二十七人，其傳記亦讚曰：「坐滅雖遠，道風益揚。法子法孫，愈久愈

盛。  」 28
但是，《天聖廣燈錄》中則記光祚法嗣僅三人。

29
不過，儘管光祚法

嗣之數目差異雖大，卻不影響其重要性，因為光祚法嗣中，出了一位宋代禪

師中著名的禪師—雪竇重顯。雪竇於《智門祚禪師語錄》〈序〉中，介紹光

祚為「韶陽的孫，香林嗣子」，韶陽即雲門文偃（864-949），因此，從雲門

文偃傳香林澄遠，再傳光祚。
30 

我們亦可在圜悟的《碧巖錄》中見到：「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

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的說法。
31
甚至到了元代，萬松行秀

（1166-1246）於其《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亦說：「隋州智

門光祚禪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祚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  」 32
二人皆

非常肯定雲門之後，香林傳光祚，光祚之下，因教育出雪竇這一代宗師，使

得雲門宗於北宋時中興顯耀，而雪竇亦不忘教導之恩，特為光祚編述《智門

祚禪師語錄》並作序。

綜觀雲門宗這一系之傳承，雲門文偃本為蘇州嘉興人，得法之後，於廣

東之靈樹道場與雲門山弘化二十多年。
33
雲門之弟子香林澄遠後來居於四川

26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649 下 10。
27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6 下 23。
28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623 上 16 、頁 649 下 10-11。
29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423 中 1-4。
30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8 下 19。
31　 《碧巖錄》，《大正藏》第 48 冊，頁 157 上 22- 中 8。
32　 元．萬松行秀，《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7 冊，頁

467 中 6-7。
33　 有關雲門之生平，參宋．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錄．雲門山光泰禪院匡真大師行

錄》，《大正藏》第 47 冊，頁 575 下 3- 頁 576 上 18；Urs App, Master Yunmen: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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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第二代弟子光祚若為浙江人，從浙江入蜀向香林習禪；第三代弟子雪

竇則本為四川人，最後卻住錫於浙江雪竇山資聖寺十多年。
34
光祚與雪竇出

生地與弘化地交替的巧合，展現出因緣流轉的不可思議和雲門一宗禪法的廣

布流傳。筆者希望本節「智門光祚之生平考」，為雲門宗一脈，在著名的雲門

與雪竇之間，補入了這不可或缺的環節。

三、《智門祚禪師語錄》之編集、刊印與架構

《智門祚禪師語錄》是雪竇為其師光祚所編述，雪竇並在序中讚其「闢天

人之深域，振今古之洪謨。建化度門，高運寰海。  」雪竇接著解釋編述《智

門祚禪師語錄》的原因說，光祚弘化之內容「既編聯而互出，致流落以交

參。敢議窺班，輒形刪定，但貴其簡略而已。  」意為光祚弘化之內容雖已有

人編集，但是互有出入，並且有內容流失的情況。雪竇謙遜地表示，他因此

加以管窺刪定，期以簡略的形態呈現光祚之教法。
35 

雪竇接著將其他人與光祚相較，毫不留情地批評禪門中「衒惑見聞，盜

求聲利」者，認為他們只「局一方一師之解」，玷瀆先知的典籍，觀其內容是

「起異端於筆舌，固狂狷於辭鋒」，如此流傳虛妄不實之文，結果是以見聞惑

人，盜求名利，雪竇實不堪忍地稱之為「叢室之巨蠧也！」 36

因此，雪竇呼籲習禪者若欲抑制這種情況，就必須自己先深入禪宗之

奧妙，才知如何抉擇正法，倘若未能如此甄別良莠，就白白的損傷自己的正

知。而禪家宗師更需警惕自己，只要「徒萌一意，立一事」不是用於弘濟眾

生，就有「銷金銷骨之毀」說，宗師們豈可不畏慎！
37 

Record of the Chan Teacher “Gate of the Clouds＂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2004), 
pp. 17-69. 有關雲門宗於廣東興起之研究，請參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東京：山喜

房佛書林，1985），頁 48-66。
34　 有關雪竇生平詳細之研究，請參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90-93。
35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8 下 19-21。《智門祚禪師語錄》與早期

燈錄之關係，筆者將於下文繼續探討。

36　 同上註，頁 258 下 22- 頁 259 下 2。
37　 同上註，頁 259 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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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雪竇最後希望瞭解他的人可以好好閱讀《智門祚禪師語錄》，「觀

斯文，而絕其謗；閱于集，而味其道。  」如此便能杜絕虛妄不實之說，領受

其所弘之正道，體會到光祚之「凜凜慧風，無遠不及。  」 38
雪竇藉由為《智

門祚禪師語錄》寫序之因緣，語重心長地娓娓道來禪師誨人和禪宗語錄集

成，應有的正確動機、內容和目的。

雪竇此序作於「辛未歲蕤賓月之五日」，亦即為 1031 年 5 月 5 日。
39

由此重要資訊，我們亦可得知《智門祚禪師語錄》編成於 1031 年。《智門

祚禪師語錄》此編成年代和編述者都明確的情況，在眾多禪師語錄中，誠屬

難得。
40
一來，由於《智門祚禪師語錄》是其弟子雪竇所編述的，對於學者

希望運用《智門祚禪師語錄》來討論光祚思想、教導弟子或學人之內容和方

法，其資料應是頗有參考價值；二來，《智門祚禪師語錄》成書於光祚之晚年

或去世之後幾年之內，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資料，以《智門祚禪師語錄》探討

光祚之教法而言，應是頗具代表性的。

至於《智門祚禪師語錄》刊印的情況，就目前文獻所見，爾後《智門祚

禪師語錄》被收於《古尊宿語錄》中刊印，而《古尊宿語錄》之前身為《古

尊宿語要》，為福州鼓山寺僧挺守賾（生卒年不詳）所集，在最早《福州鼓山

寺古尊宿語要全部目錄》中，我們已可見到《智門祚禪師語錄》被收於卷 4
中。

41 
而雖然《古尊宿語要》的編者守賾生卒年不詳，但有關《古尊宿語要》 

的刊行年代，日本學者近藤良一依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古尊宿語錄．首

38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8 下 19- 頁 259 下 6。
39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中 1-5、頁 257 下 9- 頁 258 下 12、

頁 259 上 7-8。蕤賓位於午，在五月，故代指農曆五月。《國語》〈周語下〉：「四曰蕤

賓。  」韋昭（204-273）注：「五月曰蕤賓。」《國語》〈周語下〉卷 3，《文淵閣四庫全書電

子版》史部（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40　 與此情況相反之例為，如《馬祖廣錄》約集成於 1085 年，即馬祖道一（709-788）去世

約 300 年後，學者 Mario Poceski 對於是否可將《馬祖廣錄》的內容，直接用來分析馬

祖道一的思想與修行就抱持著質疑的態度，參其 “Mazu yulu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n 
Records of Sayings,＂ pp. 53-79.

41　 宋．僧挺守賾編，《古尊宿語要目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341 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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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念和尚語錄》中的刊記判定，《古尊宿語要》應刊行於 1139 年。
42
但是，

宋代臨濟僧仲溫曉瑩，於紹興年間（1131-1162），編錄了《雲臥紀譚》一

書，隨筆記錄當時之見聞與諸方尊宿之言談等等，其中第十四篇為〈鼓山刊

錄〉，記有「福州鼓山於紹興之初，刊行《古尊宿語錄》二十有二……紹興甲

子（1144）逮今，模印流通天下，不知其幾許」一事。
43 

因此，綜合上述二文獻記載，《古尊宿語要》中所收各語錄的刊刻時

間不一，目前所知最早為紹興九年（1139），最後完成模印於紹興十四年

（1144），開始流通天下。此後，《古尊宿語要》於宋淳熙五年戊戌（1178） 
被重刊，並且於嘉熙二年戊戌（1238）與其他禪家語錄合集，總共八十家，

一起被續刊印行。
44 

上述鼓山寺版之古本，今存於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大東急文庫和

國立國會圖書館等處。
45
在臺灣，我們可得見最早的本子，是宋咸淳三年

（1267）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的刊本，收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

室。（圖一） 46
而現今所最常見《古尊宿語錄》的本子，收於《卍新纂續藏

經》第 68 冊第 1315 號。
47
宋版鼓山寺本《古尊宿語要》與《卍新纂續藏

經》中《古尊宿語錄》的延續與演變，在組織、篇幅與內容上都錯綜複雜，

42　 宋．僧挺守賾編，《古尊宿語錄．首山念和尚語錄》中記有「新興院比丘尼興覺捨財

一十五貫文，敬刊首山念和尚語錄一袟，普願見聞發明心地同證菩提，紹興九年（1139） 
端午日題。」見近藤良一，〈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藏『古尊宿語錄』について〉，《駒沢大

学北海道教養部研究紀要》27(1992): 21。
43　 宋．仲溫曉瑩編，《雲臥紀譚》又稱《雲臥紀談》，《卍新纂續藏經》第 86 冊，頁 663 上

24- 中 2。
44　 參宋．僧挺守賾編，《福州鼓山寺古尊宿語要全部目錄》的二序，《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342 上 18- 中 15。
45　 近藤良一，〈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藏『古尊宿語錄』について〉，《駒沢大学北海道教養部

研究紀要》27(1992): 21。
46　 此宋咸淳丁卯《古尊宿語錄》刊本，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的索書號為 311.7 08939。

此外，柳田聖山於其〈宋版古尊宿語錄調查報告〉中，列出了日本宮內庁書陵部所藏宋

版《古尊宿語要》、お茶の圖書館所藏宋版《古尊宿語錄》和大東急記念文庫所藏續刊

《古尊宿語要》三部典籍基礎訊息和目次，《禪文化研究所紀要》4(1972): 187- 208。
47　 有關《古尊宿語錄》之版本，自宋咸淳三年丁卯（1267）到《卍新纂續藏經》之演變，

請參野沢佳美，〈明代南蔵本『古尊宿語錄』について〉，《禪学研究》88(1990): 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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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江戶時代的臨濟宗僧人無著道忠（1653-1745），特別將宋版鼓山

寺本《古尊宿語要》與明版南藏之《古尊宿語錄》，二者校勘後，撰寫了四卷

《鼓山元撰古尊宿語錄校訛》。
48 

　　

圖一　 《古尊宿語錄‧智門祚禪師語錄》書影

                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宋咸淳三年丁卯（1267）明州府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刊本

48　 此書已由學者柳田聖山編集出版，書名《無著校写古尊宿語要》（京都：中文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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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宋咸淳丁卯《古尊宿語錄》刊本，智門光祚之語錄題名為《智門祚

禪師語錄并序》，並且將雪竇所作之序，列於卷首。
49
而《卍新纂續藏經》之

《古尊宿語錄目錄》中僅作《智門祚語錄》，但內文中題名為《智門祚禪師語

錄》，且將雪竇之序，附於卷尾。
50
由此可推測宋咸淳丁卯版《智門祚禪師語

錄并序》之編者，極為重視雪竇所作之序，除了將「序」納入題名中，並且

列於卷首，作為後人閱讀《智門祚禪師語錄》必讀之前導。反之，《卍新纂續

藏經》版所用《智門祚禪師語錄》底本之編者，則較以《智門祚禪師語錄》 
為主體來呈現。

《智門祚禪師語錄》的架構，若以宋咸淳丁卯刊本為例，並參考日僧道忠

所使用的分類標題，則包含下列四大部分：〈雪竇序〉、〈上堂〉（85 則）、〈歌

頌〉（4 首）和〈頌古〉（18 則）。
51
而上述各分類標題中所包含之則數，是由

筆者計算所得，以便下文之分析。

接著，我們若繼續探詢《智門祚禪師語錄》所收錄內容的來源，便可依

上述雪竇的序完成於「辛未歲」（1031），來分析《智門祚禪師語錄》與早

期燈錄之關係，如李遵勗所編《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成書

於 1038）和宋僧佛國惟白所編《建中靖國續燈錄》〈隨州智門光祚禪師〉（成

書於 1101），下表為《智門祚禪師語錄》、《天聖廣燈錄》與《建中靖國續燈

錄》內容相同之則數。（表一） 52

　　表一

智門祚禪師語錄（1031） 天聖廣燈錄 （1038） 建中靖國續燈錄 （1101）
上堂 85 則 12 則 32 則

歌頌 4 首 1 首 0
頌古 18 則 0 0

49　 參《古尊宿語錄》（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宋咸淳丁卯刊本）。

50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1 下 22-23、頁 254 中 3、頁 258 下 16-
頁 259 上 9。

51　 無著道忠校，柳田聖山編，《無著校写古尊宿語要》，頁 279。
52　 日本禪學者鈴木哲雄在處理明代所集成之《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時，便是將《金

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與《景德傳燈錄》等其他較早之禪籍作比對，除了可以瞭解其

所收錄內容的來源以外，並得知各典籍內容同異之情況，以利後續之討論與分析。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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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筆者比對上述三典籍後發現，《智門祚禪師語錄》共約 7229 字，與

《建中靖國續燈錄》〈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重複之內容僅有 2049 字，無重複

之內容為 5180 字，而且包括了 21 首不見於各燈錄中之歌頌與頌古，顯見編

述者雪竇廣泛收集之用心。例如下列上堂語便不見於《天聖廣燈錄》和《建

中靖國續燈錄》中：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天寬地窄。  」　
進云：「見後如何？」　

師云：「地窄天寬。  」 53

而《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中雖有 12 則相同之上堂示

眾或機緣和 1 首歌頌，卻仍存有 15 則上堂示眾或機緣和 4 首歌頌，未見於

《智門祚禪師語錄》中。如下列所收上堂語為編者李遵勗請光祚陞座的紀錄，

便是《天聖廣燈錄》所獨有的內容：

問：「祖燈續燄，太尉臨筵，向上之機，請師垂示。  」
師云：「大眾總見。  」　
進云：「恁麼則雲散水流也？」　

師云：「速禮三拜。  」 54

由上述情況可推判得知，《智門祚禪師語錄》和《天聖廣燈錄》〈復州崇

勝院光祚禪師〉二者成書的時間相近，前後只差七年，而二位編者雪竇和李

遵勗所用材料雖然各有不同的源頭，但是，內容則互有相同和相異之處。尤

其是《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中所獨有或相異的內容，一來可

補充《智門祚禪師語錄》的不足，二來亦可作為校勘《智門祚禪師語錄》之

用。

而《建中靖國續燈錄》〈隨州智門光祚禪師〉的內容，除了第一段光祚的

簡介以外，全部上堂示眾或機緣，皆可見於《智門祚禪師語錄》中。其餘後

　　 〈諸本對照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上、下），《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27(1997):  
64-73、28(1998): 47-68。

53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13-15。
54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下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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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燈錄如《聯燈會要》（1183）等，如光祚之傳記皆是刪減和傳抄《智門祚

禪師語錄》的內容，由此可見《智門祚禪師語錄》對後期燈錄之影響。此情

況亦印證了雪竇於《智門祚禪師語錄》〈序〉中所言，光祚弘化內容最初的編

集情況是「既編聯而互出，致流落以交參」的描述。
55
此外，《人天眼目》中

亦收有〈北塔祚頌〉 56
一首，這些皆可列為《智門祚禪師語錄》之拾遺，是將

來研究光祚完整思想和教法不可忽視之資料。

筆者於下文中的討論，雖然因使用之便利，以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所製作電子檔《智門祚禪師語錄》為主要引用資料，而該協會是

以《卍新纂續藏經》中《古尊宿語錄》為底本，但是，筆者亦使用宋咸淳丁

卯《古尊宿語錄》刊本和日僧無著道忠之《鼓山元撰古尊宿語錄校訛》，作為

校勘之參考。

四、《智門祚禪師語錄》〈上堂〉之思想略探

光祚之思想可見於《智門祚禪師語錄》的〈上堂〉、〈歌頌〉和〈頌古〉 
內容中，限於篇幅，而且〈上堂〉為宋代禪院師徒授受的主要學習方式之

一，筆者將由〈上堂〉中，選擇三則探討光祚之禪學思想，〈歌頌〉和〈頌

古〉則待將來繼續探討。筆者選擇這三則上堂內容加以分析探討的理由是，

前二則上堂中之機緣問答後來亦出現於雪竇重顯的七部典籍中，筆者計畫將

來繼續撰文探討雪竇如何將光祚上堂機緣問答的內容，運用到其教學中，藉

以分析光祚和雪竇師徒二人思想之延續和發展的情況；此外，我們可於簡短

的第三則上堂中，得見光祚教導弟子之方式與風格。

有關禪宗「上堂」形式的發展，學者 Mario Poceski 已作過很完整的研

究，Poceski 回溯「上堂」規制的源流時，認為在中國佛教發展出獨立的禪寺

之前，早有講經師於寺院中為僧眾與在家信眾講經的形態，這也是為何梁慧

皎（497-554）於《高僧傳》中，即有〈經師〉之分科。
57
我們亦可於日本僧

人圓仁（799-852）《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記，開成四年（839）十一月廿

55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8 下 20-21。
56　 《人天眼目》，《大正藏》第 48 冊，頁 312 中 20-22。
57　 梁．慧皎編，《高僧傳》，《大正藏》第 50 冊，頁 413 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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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赤山院講經儀式」中，見到打講經鐘、稱歎佛名、講師唱經題目、開

題、維那申會興之由、論義者舉問和講師回答等的過程，可見唐代寺院中講

經是普遍之情況。
58 

因此，禪寺中上堂示眾的儀式，有寺院中講經為其先行的形態。而禪寺

上堂最早的記載，可見於相傳為百丈懷海（720-814）所作之〈禪門規式〉 
中：

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坐。主事徒眾雁立側聆，

賓主問醻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
59

由此可見，禪寺大眾於早與晚聚集，等長老上堂陞坐後，徒眾們雁立側聆，

並與長老進行問答，討論宗要。
60
所以，Poceski 認為禪宗寺院中上堂說法和

機緣問答等，都是在宋以前有前跡可循的形態。
61
此方式在宋代禪院特別流

行，而且長老住持的示眾與對弟子的機緣問答，在禪僧修行的過程中具有關

鍵之教育功能。

《智門祚禪師語錄》中，這種上堂之內容即佔主要篇幅，而再進一步分

析其內容，便可發現從禪師上堂到下座之間，通常又可分為二部分：首先，

光祚上堂後，先說一段示眾語；接著，與弟子作機緣問答，問答數量不一；

最後，以「師云」為句首，光祚的答話作為結語。但是，也有五則特殊情況

是光祚上堂後，說完一段示眾語，便下座或是讓大家歸堂去。由此來計算，

完整上堂共 18 則，但是，內容可再拆分為光祚示眾與小段的機緣問答，共

85 則。
62
以下筆者僅試舉《智門祚禪師語錄》中，三則上堂內容加以分析探

58　 （日）圓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2007），頁 187-188；Mario Poceski, “Chan Rituals of the Abbots’ 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 
to Preach,＂ pp. 86-89.

59　 宋．道原編，《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頁 251 上 15-17。
60　 Mario Poceski, “Chan Rituals of the Abbots’ 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 to Preach,＂ pp. 90-91.
61　 Mario Poceski, “Chan Rituals of the Abbots’ 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 to Preach,＂ pp. 

88-111. 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310-314。
62　 筆者之所以需以示眾與小段機緣問答計算其則數的原因，是因為《天聖廣燈錄》與《建

中靖國續燈錄》中光祚的語錄，不是像《智門祚禪師語錄》以大段完整上堂之內容呈現，

多是零散的示眾與機緣問答，並且次序相異，必須將示眾與機緣問答分拆開為小則，才

可計算其相同與相異之則數。



50 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4 期

討。

（一）第一則

《智門祚禪師語錄》第一則上堂中記載，光祚上堂沉默良久後，顧視左右

堂下徒眾，說了一段示眾語，原文為：

上堂，良久，師顧視左右云：

「莫有作家戰將出來？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  」 63
　

此段上堂示眾篇幅較短，光祚在沉默良久之後，一開口便問堂下徒眾，是否

有堪稱「作家戰將」的人出堂發問，「作家」為禪宗對體得真實義和善於接引

後學者的稱呼，光祚藉由此句激勵他們出來發問。
64
《智門祚禪師語錄》另一

則上堂中，光祚亦稱他們為「作者」，句中便是要他們將自己所體悟的內容呈

現出來：「若有作者，但請對眾施呈。  」 65
但是，儘管光祚這麼說了，仍是無

人敢出來發問，這情況就如「風不來，樹不動」般的，光祚也無從回應。

這段上堂示眾，在《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中，雖然亦有

相似內容，但是文句稍異，而且文脈更為流暢完整：

師上堂，顧視左右云：「莫有作家，出來對眾決擇。  」
良久，云：「雖然如此，風不來，樹不動。  」下座。

66

文中光祚上堂後，激勵堂下作家將自己所體悟的內容呈現出來，讓大眾來決

擇，但是良久卻都沒人有動靜，光祚便說「風不來，樹不動」，就要下座去

了。

《天聖廣燈錄》中，「良久」一詞位於光祚激勵堂下發問之後，如此，我

們就更能明白光祚為何在沉默良久之後說「風不來，樹不動」，便要下座去

了，因此文意上較《智門祚禪師語錄》流暢完整。接著，由於良久無人出堂

問話，光祚就準備要下座去了，這時便有弟子出來發問。接下來光祚與弟子

的機緣問答共有七則，如下二例：

63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中 6 -7。
64　 參駒澤大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新版禪學大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85），頁

384c；雷漢卿，《禪籍方俗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344。
65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上 14-15。
66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1 下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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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何是佛？」　

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  」　
進云：「如何是佛向上事？」　

師云：「拄杖頭上挑日月。  」 67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師云：「蓮華。  」　
進云：「出水後如何？」　

師云：「荷葉。  」 68

第一則機緣問答中，僧人問的是「如何是佛？」光祚卻是回答說：「踏破

草鞋赤脚走。  」就只是踏實的前進修行，儘管草鞋踏破，仍舊赤脚繼續走。
69 

因此，當僧人進一步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句中「向上事」為禪林用語，

意指自迷入佛道究極之事， 70
光祚的回答是：「拄杖頭上挑日月。  」就如行腳人

拄著錫杖，日以繼夜地參學前行。

這則機緣中，「如何是佛？」本是超出未開悟的問話者可明白的問題，而

光祚的回答，從最基礎的層次來看，一來不僅未落入問話者的語言陷阱中，

而強加以言語解釋佛的境界，二來更將問話者拉回務實的層面，只要他老實

修行，學習自迷入悟的向上事，並且是日夜不停地參學。光祚的回答既懇切

亦不賣弄玄虛，展現出一種非常樸實的禪風。其弟子雪竇也應是頗欣賞此則

問答，將其選擇舉唱於其〈拈古〉中。
71

上述第二則亦是光祚非常著名的機緣問答，雪竇也將此則問答收於其

〈頌古〉中。
72
問答中的「蓮華」於佛教中，常被用作譬喻眾生雖生長於汙泥

中，卻能出水成佛的過程。
73
但是，對光祚而言，持有如此見解的話，即表

67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中 14-16。
68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中 16-17。
69　 《新版禪學大辭典》解釋「草鞋」為行腳時所用之物，頁 712。雷漢卿於其《禪籍方俗詞

研究》中，僅解「草鞋」為「用稻稈或草莖等編製的鞋」，頁 234。
70　 駒澤大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新版禪學大辭典》，頁 314。
71　 宋．惟益等編，《明覺禪師語錄》〈拈古〉，《大正藏》第 47 冊，頁 687 中 15-17。
72　 入矢義高、梶谷宗忍、柳田聖山，《雪竇頌古》（東京：筑摩書房，1981），頁 65-67。
73　 入矢義高引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解蓮華之義：「蓮華有二時得名，如蓮華未出

水時性能出水故，亦名蓮華。彼經亦爾，說彼智慧之性能出於水。」（《大正藏》第 3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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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眾生與佛仍是有分別的。因此，當僧人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光祚回

答：「蓮華。  」原本就是蓮華，就如眾生處於煩惱所纏之中時，其佛性仍是不

失的。僧人於是進一步問：「出水後如何？」光祚說：「荷葉。  」這回答就有

些隱澀，但是，我們若參考《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中的文

句，意思就會較清楚。

《天聖廣燈錄》〈復州崇勝院光祚禪師〉中，光祚對「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的回答為：「也尋常。  」這與《智門祚禪師語錄》中，光祚並不分別眾

生與佛的差異是相符合的。接著，對「出水後如何？」光祚的回答為：「合

知特？」 74
筆者參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推判如果「合」為「何」的訛字，

「合知特？」應同於「何知特？」意思為「為何是特別的？」同樣是以不作思

量分別為原則答話。
75
所以，《智門祚禪師語錄》中光祚說蓮華出水後是「荷

葉」，或許是為了破除問話者有優劣高低之分別心而說的，此推判於本則光祚

最後的總結中，亦可得到一些支持。

光祚在本則上堂後激勵僧人發問，作過幾則問答，就在說蓮華出水後是

荷葉之後，說出如下的總結：

師乃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 76
其境界，正當

與麼時，文殊向什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  」
又云：「正 77

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便下座。
78

光祚的結語標舉出一個兩難的議題：禪宗講一法不立，因此若有一法，就如

毗盧遮那佛墮在凡夫；但若是萬法皆無，那麼普賢如何能顯現行證之完備圓

滿呢？同樣的，文殊要如何能圓滿其嚴淨佛國之願，當來成佛呢？
79
而若連文

頁 678 中 12-16）《雪竇頌古》，頁 66-67。
74　 《天聖廣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532 中 6-7。
75　 宋．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即知。」《大正

藏》第 47 冊，頁 567 下 24。
76　 《卍新纂續藏經》版《古尊宿語錄．智門祚禪師語錄》作「夫」，宋咸淳丁卯刊本作

「失」，筆者依其文意改為「失」。

77　 宋咸淳丁卯刊本作「幸」，但筆者認為「正好」比「幸好」合文意，所以本文中仍作

「正」。

78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中 17-20。
79　 普賢修行圓滿之描述，可見於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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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也不得成佛，那麼如金毛師子般修行圓熟和力量威重的人也無法出頭。
80

光祚並且以「正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一句結束，便下座。
81
留給堂

下僧人一個公案去參究：如果執著於一法，則墮於凡塵；如果萬法皆無，則

學佛修行的意義和目的又是什麼？讓堂下僧人處於一個兩難的困境中，光祚

並且於下一則上堂開示中，延續這發人深省的議題，讓弟子繼續思惟如何在

體悟「理」的真實義與「事」的實踐之間取得平衡。

（二）第二則

光祚在這則上堂中，作了一段較長篇幅的開示，主要內容為指導弟子在

修行上，如何符合「理」和「事」的意義：

上堂云：「汝若進一步，即迷其理；若退一步，又失其事；

若也寂然地，又同無性。作麼生免得此過？

所以古人道：明知與麼，故合不犯。正當與麼時，切忌傾倒著。  」 82
　

有關理、事的意義，光祚於其《智門祚禪師語錄》中並無任何說明，禪師中

除了宗密（780-841）以外，亦極少會就其內容詳加言詮。

筆者採宗密於其《註華嚴法界觀門》之解釋為：「一事法界，界是分義，

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  」 83
因

此，雖就「事」法界的限界、差別而言，眾生一一差別，與佛亦是相異的；

但是，從「理」法界而言，看眾生之自性，則一切眾生之自性與一切諸佛皆

同一性，無異無別。

以此理、事的意義為基礎，光祚上堂所提出的問題為：如果凡夫眾生抱

普賢行願品〉，《大正藏》第 10 冊，頁 844 中 24-28；文殊圓滿其嚴淨佛國之願後，稱為

普現如來，見於西晉．竺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大正藏》第 11 冊，頁 899
上 21。

80　 「金毛師子」之喻，參《新版禪學大辭典》，頁 239。
81　 椒和薑為北方人所好用於食物之調味品，如宋．蘇轍〈和子瞻煎茶〉詩：「又不見北方俚

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參元智大學、北京大學計算機語言學研究所合作「網

路展書讀網站」，http://cls.hs.yzu.edu.tw/QSS/BIN/ti_brow.asp?auid=000031&id=00036499
（2011.7.14 上網）。

82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6-8。
83　 唐．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第 45 冊，頁 684 中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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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應進一步努力修行實踐想法的話，依「理」法界而言，這是迷妄分別且

不懂得「理」的真義；但是，若退一步，放棄努力修行實踐的想法，這又是

忘失從「事」法界而言，眾生仍是與佛相異的。如果實在想不通該怎麼做，

便寂然地什麼都不做，這又如同無成佛之性。所以，要如何才能免除這些過

失呢？

光祚首先讓弟子思惟這兩難的困境後，接著所提出的指導為：「所以古

人道：明知與麼，故合不犯。正當與麼時，切忌傾倒著。  」此處的「古人」，

筆者尚未能推判為何人所說；「與麼」為「指辭」，意思為「那樣」或「這

樣」；
84
「傾倒」，就人而言，應是意指心折佩服。因此，筆者所體會光祚引述

古人的意思為：就「理」而言，清楚的知道是這麼，所以不違犯；但是，就

「事」而言，於娑婆世界修行實踐時，務必避免全然傾倒，必須隨時保持清醒

的自覺。如此，便能一方面掌握「理」的意義，另一方面又不失「事」的實

踐。對初學者在解行的平衡上，光祚的指導言簡意賅，確實非常有助益。

光祚上堂作了上述開示後，便要下座，堂下僧人便趕緊提問，在這段上

堂中前後總共進行了五則問答，本文僅列出如下二例：

問：「古人拈起拄杖，意旨如何？」　

師云：「看樓打樓。  」　
進云：「放下拄杖，意旨如何？」　

師云：「百雜碎。  」 85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天寬地窄。  」　
進云：「見後如何？」　

師云：「地窄天寬。  」 86

第一則機緣以「拈起拄杖」與「放下拄杖」為問，宋代禪僧睦庵善卿

（約活躍於 1050-1108）於其所撰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中解釋，禪家行腳過

84　 宋代禪僧睦庵善卿在《祖庭事苑》解釋「恁麼」時說，「恁麼」當作「與麼」，為「指

辭」，其辭義為「那樣」或「這樣」，《卍新纂續藏經》第 64 冊，頁 319 中 3-7；黃繹勳，

《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44-46。
85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9-10。
86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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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涉水時，常使用拄杖藉以支撐，因此，「拈起拄杖」與「放下拄杖」應可

指禪僧開始行腳與結束行腳。而且因為此則機緣中問話者應為光祚之弟子，

本文中且定義此行腳者為初學參禪者。
87
僧人第一問為「古人拈起拄杖，意

旨如何？」意即行腳之意義何在？光祚之回應為「看樓打樓」，此句語意對我

們現代人而言是很困難理解的，可幸宋朝時善卿於《祖庭事苑．八方珠玉集》 
中，特別解釋此詞「看樓打樓」應是禪籍中所謂「看耬打耬」之意。

善卿引用今已亡佚的《魏略》說，這是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時，教農民作

耬犂，可同時進行犁溝和播種子的農具。
88
此外，元朝王禎於《農書》（成書

於 1304 前後）卷 12 亦解釋，「耬車」為播種子的農具，有兩柄上彎，中置

耬斗，盛其所播種子，旁挾兩轅，可容一牛。一人牽牛，另一人執耬斗，且

行且搖耬斗，種子就會自耬斗落下。
89

因此，「看耬打耬」之意，依學者滕志賢之解，即「照著耬犂的樣子製作

耬犂，與『依樣畫葫蘆』相似。  」 90
筆者依此意，引申光祚回答禪僧開始行腳

的意旨為看著叢林禪師長老，學習著他們的禪法威儀。對於一般的行腳人而

言，行腳目的是要遍參叢林善知識，筆者認為「看耬打耬」的解釋是行腳學

習著叢林禪師長老的禪法威儀，似乎頗為貼切。

接著，僧人進一步問：「放下拄杖，意旨如何？」光祚回答：「百雜

碎。  」句中「百雜碎」之意義為，萬物所有事物皆粉碎。
91
筆者引申為光祚認

為結束行腳之時，是已去除了所有分別妄想。所以，第一則機緣以「拈起拄

杖」與「放下拄杖」之意旨的問答，以初學參禪的行腳者而言，光祚提醒開

87　 善卿於《祖庭事苑》解釋拄杖之來由始至佛陀在鷲峯山時，有老苾芻登山上，下脚時跌

倒在地。佛陀因此說老瘦無力與病苦嬰身者應用拄杖，又制定拄杖大小不得粗過於指。

《卍新纂續藏經》第 64 冊，頁 433 中 9-17。
88　 《祖庭事苑》，《卍新纂續藏經》第 64 冊，頁 417 下 10-13。
89　 元．王禎，《農書》卷 12（《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子部）。

90　 滕志賢，〈試釋「看樓打樓」等〉，《俗語言研究》創刊號 (1994): 117。雷漢卿於其《禪籍

方俗詞研究》中，解釋「打簍」又作「打樓」，為編製簍子之意，頁 350。不過，滕志賢

亦將此詞引申為「相機行事、見風轉舵」之意，《新版禪學大辭典》亦解為「相機行事、

見風轉舵」相似之意義，頁 1315c。但是，筆者認為第二種「相機行事、見風轉舵」的解

釋，似乎與行腳人應虛心的向叢林善知識學習的階段較不合適。

91　 《新版禪學大辭典》，頁 1048d；雷漢卿，《禪籍方俗詞研究》，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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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行腳之時，他們要向叢林長老虛心學習，直至去除了所有分別妄想，才是

結束行腳之時，對於參禪行腳者的態度與目的，都有很明確之指示。

上述第二則機緣問答亦是本則上堂最後一則問答，主題為牛頭法融

（594-657）未見和見後四祖道信（580-651）的差異，雖然現代學者對於法

融是否真得法於道信有所質疑，但這主題常出現於弟子與師家問答中，如雲

門、汾陽善昭和黃龍慧南（1002-1069）的語錄都可見到此問，可見唐宋之

時的禪僧對此說無疑，並對法融見到道信之前與之後的改變非常有興趣。
92

尤其是光祚對此二問的回答是「天寬地窄」和「地窄天寬」，句中二詞互換，

非常耐人尋味。

我們或許可從《景德傳燈錄》所記載二人相遇後，道信啟發法融之內

容，推測光祚回答的原因。根據《景德傳燈錄》所述，法融俗姓韋氏，年

十九學通經史，閱讀《般若經》後，曉達真空之義，遂隱居茅山投師落髮，

之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道信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躬自

尋訪，親去山中十里尋得法融，之後，法融稽首請說真要，道信所說主要內

容為：

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

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

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
93

上文中，道信強調自心為百千法門之根源，而且本自具足，一切煩惱業障因

果，本來空寂，凡夫所見現象差別，實皆如夢幻。

若從語言層次分析之，根據唐僧宗密於其《圓覺經道場修證儀》所言，

「地窄」與「天寬」是一句諺語，表達出天下難以容身的困境。
94
此諺語之用

92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278-287。有關法融

的生平、與道信關係及牛頭宗法統說之探討，見丘山新、衣川賢次和小川隆所著〈『祖堂

集』牛頭法融章疏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9(2000.3): 39-83。此文詳盡的將《祖

堂集》卷 3 所載的法融傳作了校注，《祖堂集》中的法融傳是綜合唐代的種種傳說，而完

成的牛頭法融形象之原型，文後並附上由小川隆撰寫的一篇從禪宗思想史的角度，加以

分析牛頭宗法統說的論文。

9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頁 227 上 18-22。
94　 宗密於〈淨訟〉篇中說某人因為被訴訟，所以「却往彼州求解狀，周迴迢遞到長安。長

安寂寞無親識，諺云地窄是天寬。」描述某人被訴訟後到長安時無處可容身的困境。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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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可見於約與光祚同時期之禪師郢州芭蕉山繼徹的上堂語中，芭蕉山繼徹

對弟子說：「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  」 95
光祚弟子雪竇亦

有「天寬地窄太愁人」之語。
96 

因此，或許對光祚而言，未見四祖道信的牛頭法融是「天寬地窄」的困

境，見過四祖道信後，光祚將「天寬地窄」二詞互換為「地窄天寬」，第二句

雖在語義上並無「否定」或「反說」的意義，但是，筆者認為此二詞互換的

效果，表達出牛頭法融見過四祖道信獲得開悟後的改變，外境依舊，法融卻

已體悟了道信所說「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的境界。

這則上堂中，光祚先透過一個兩難的議場，讓初學者在解行的平衡上，

思考如何既能掌握「理」的意義，又不失「事」的實踐。接著，光祚提醒弟

子行腳時，要向叢林長老虛心學習，直至去除了所有分別妄想，但是，藉由

牛頭法融參四祖道信的提問，光祚明明白白回應上堂所言，就「事」的實踐

而言，人人各皆需自行腳學習；就「理」的意義，人人亦需徹見自心的圓明

具足，及悟前的「天寬地窄」和悟後的「地窄天寬」的無分別吧！

（三）第三則

此則上堂非常簡短，而且光祚在開示之後馬上結束，讓弟子歸堂，沒有

發問的機會，禪宗語錄中類似這種上堂開示的情況，多為師家提出一段可讓

弟子參究的內容後，頓然結束，留下一堂驚怔的僧眾，就如下文所示：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還

有人委悉麼？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97

光祚上堂所說的「德山棒，臨濟喝」是禪宗所盛傳臨濟義玄（?-867） 與
德山宣鑒（782-865）接化學人的方法，如《景德傳燈錄》〈朗州德山宣鑒禪

師〉記載：「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  」後來有一僧人問：「某甲始禮

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卍新纂續藏經》第 74 冊，頁 434 中 21-22。
95　 郢州芭蕉山繼徹雖生卒年不詳，但因他曾初參風穴延沼（896-973），因此，筆者判其約

與光祚同時期。此開堂語見於宋．晦翁悟明編，《聯燈會要》，《卍新纂續藏經》第 79 冊，

頁 101 下 7。
96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78 冊，頁 653 下 21。
97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4 下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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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為什麼便打？」宣鑒答說：「待汝開口堪作什麼？」 98
因此，禪學者楊曾

文對此接化方法的詮釋為起初是為了「警示學人迅速從傳統的世俗的思維模

式中擺脫出來」，以達到「自修自悟」的作用。
99

因此，此則上堂中光祚問堂下僧人：「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句中

「者裏」即是「這裡」之意。
100

所以，光祚詢問堂下僧人：德山用棒，臨濟用

喝，光祚這裡用什麼？筆者查尋《智門祚禪師語錄》與相關語錄的內容中，

光祚除了與弟子對談說過：「放你三十棒」二次以外，並未見到光祚棒喝弟子

的記載，可見光祚雖熟知這二種教化方式，但並不是一位模仿效顰，隨意對

弟子棒喝交馳的禪師。
101

光祚大部分的開示內容，依楊曾文分析禪師的形態中，較屬除了用「語

言正面宣示」外，也用「反詰語」的方式。
102

所以，如光祚在上一則上堂

中，用了較長篇幅的解釋和反詰弟子理、事之體悟與實踐，而這則上堂中後

二句，光祚僅說：「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還有人委悉麼？」問話中「委

悉」一詞為詳盡細說之意，因此，光祚詰問堂下僧人：有人要開口詳盡細說

嗎？如果真有人要這麼做的話，不如回去僧堂取火吧！

所以，儘管光祚不用棒喝的方法截斷言語思惟，而且上堂中與弟子有

問有答，但是，光祚的回答多半簡潔，亦不讓弟子有期待他長篇開講的依賴

或濫用言語的機會，如在此則上堂中，短短四句開示，問堂下僧人：德山用

棒，臨濟用喝，光祚這裡用什麼？而且也不待有人出堂答問或詳盡細說，

就道了一聲「珍重！」讓弟子歸堂去反思。此段言語對現今我們後代讀者而

言，只是一段文字記載，但是，對當時當場受教之禪僧而言，想必應當有其

親身感受的臨場震撼力吧！

98　 《景德傳燈錄》〈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大正藏》第 51 冊，頁 318 上 7-15。
99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頁 392。如《古尊宿語錄．舒州法華山舉和尚語要》中，有僧

問：「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舉和尚的回答為：「截舌三分。」《卍新纂續藏經》 第
68 冊，頁 170 上 5-6。

100     有關「者裏」的意思，參黃繹勳，《宋代禪宗辭書《祖庭事苑》之研究》，頁 26。
101     《古尊宿語錄．智門祚禪師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下 14- 頁 256 中

2-3。
102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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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　結

智門光祚身為雲門宗派下的禪師，卻遮掩於雲門文偃和雪竇重顯耀眼

的光芒之下，本文是首見以其為主題而研究的專文。延續著近年來，上文中

所述禪學者以文獻與語言為基礎的學風，筆者比對檢核多筆光祚存於燈錄和

其他典籍的傳記資料，勾勒出其生平和弘化之樣貌，讓我們得以明白其求

法的懇切，遠從浙江行腳 1700 公里入川蜀，向香林澄遠習禪。又因其後來

住錫於湖北智門寺，接引了一代宗師—雪竇；宋朝時，慧洪稱譽雪竇重顯

為「雲門中興」；
103

元朝時，萬松行秀在《請益錄》記下：「隋州智門光祚禪

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祚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  」雲門一系的延續與

傳布，光祚實功不可沒。

而雪竇亦不忘本的為光祚編集《智門祚禪師語錄》和作序，不僅提供研

究光祚思想和教學頗可靠的來源，亦表達出禪師誨人和禪宗語錄集成應有的

正確動機和目的。筆者並將其語錄與《天聖廣燈錄》和《建中靖國續燈錄》 
中光祚的機緣語句比對，發現本文雖以《智門祚禪師語錄》為主要研究資

料，但是，我們可以運用《天聖廣燈錄》的內容來校勘《智門祚禪師語錄》，

《天聖廣燈錄》是將來要研究光祚完整思想和教學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總結光祚於本文中所舉三則上堂的教法，就「理」的體會而言，若能徹

見自心的圓明具足，則何必「委悉」多言？不如歸堂向火！但就「事」的實

踐而言，筆者認為《智門祚禪師語錄》中，光祚自己所說的一句話是最好的

答案：「趙州八十尚自行脚，祇是要飽叢林，又且不擔板。  」意為趙州八十歲

了尚自行脚，只是為了要繼續度化叢林，又且不固執於見解。
104

一語道出禪

家既能清楚地體證無別空寂的智慧，且無礙其度化眾生的實踐，以言行展現

理、事圓融的境界。

本文以《智門祚禪師語錄》為主要資料，探討光祚之重要禪學思想或

教法，作為將來研究其他宋代禪宗典籍或體例的基礎。具體來說，光祚於其

103     《禪林僧寶傳》，《卍新纂續藏經》第 79 冊，頁 515 中 1-2。
104     《古尊宿語錄》，《卍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頁 255 上 13-14。禪宗典籍中常以「擔板

漢」稱固執於單一見解的人，因為挑著扁擔的人通常只看著前方。筆者對「擔板」的詮

釋，主要是參考《新版禪學大辭典》，頁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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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門祚禪師語錄》中上堂機緣問答和頌古的內容，如何被雪竇運用到《拈

古》集與《頌古》集，就這二種特殊禪宗體例而言，此師徒二人之間的延續

和發展，是將來非常值得繼續探討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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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Zhimen Guangzuo’s Record of Sayings

Huang Yi-hsun*

Abstract

Zhimen Guangzuo 智門光祚 (ca. 950-1030) of the Yunmen 雲門 School, 
active from the late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Song, was the teacher of 
the famous Song Chan master Xuedou Chongxian 雪竇重顯 (980-1053). 
Overshadowed by the fame of Yunmen Wenyan 雲門文偃 (864-949) and Xuedou 
Chongxian, Guangzuo is usually mentioned only briefly in the history of Chan 
Buddhism. Guangzuo, however, serves as a necessary lin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Yunmen School between Yunmen and Xuedou. 

This article first makes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several biographical 
sources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Guangzuo’s life and teaching career. Next, the 
compilation, public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Record of Sayings of Chan Master 
Zhimen Zuo (Zhimen zuo chanshi yulu 智門祚禪師語錄)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inally, the author examines three pieces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section of“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shangtang 上堂) in his Record of 
Sayings to discuss Guangzuo’s Chan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Zhimen Guangzuo’s life and Record of Sayings contributes 
to the field of the study of Chan Buddhism not only by provid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an Buddhism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by serving a basis for the studies of Chan 

 *　Huang Yi-hs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at Fo Guang 
University, Y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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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 and genre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Zhimen Guangzuo 智門光祚, Yunmen Wenyan 雲門文偃, Xuedou 
Chongxian 雪竇重顯, record of sayings, ascending the Dharma Hall, 
Chan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