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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四大師，因著各自的個性願力，展現出不同的修行風格與奉獻

方向。蓮池與藕益大師，後世尊為淨土宗的八祖及九祖，本文從大

師的故事出發，帶領讀者重訪修行者的內在生命。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專輯

蓮池
藕益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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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您費心。」

不久就迎娶了十九歲的湯氏為續弦

夫人。

新婚期間，蓮池對夫人湯氏說：

「杭州西山黃龍庵『性天文理』老和尚

是位得道高僧，我們一起去參拜、皈依

吧！」

湯氏：「那當然好！」

皈依後夫妻一起修學佛法，共研法

義。

然而兩年不到，蓮池的母親竟過世

了，料理完後事，蓮池對俗事頗感心灰

意冷，盟生出家的念頭，但牽掛著妻

子，只將念頭放在心上琢磨。

除夕那天，蓮池正閱讀《慧燈

集》。夫人捧茶過來，卻失手打碎杯

具，聽到破裂聲，蓮池心中的結應聲開

解。笑著說：「人生因緣，沒有不散的

道理。」

湯氏：「多謝您寬宏大量，不責怪

我打破茶具。」

蓮池：「我還要感謝你打破我心中

的執著─夫妻恩愛是不長久的，生死

大事誰也無法替代─我決定出家修道

去了，今後妳好好地為自己打算吧！」

湯氏一下子呆住了。雖然她明白夫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專輯

蓮池的生活向來過得平靜恬淡。二

十歲不到，就娶了張氏為妻，幾年後得

一子，全家和樂融融地享受天倫之樂。

然而好景不常。二十七歲時，父親

過世，蓮池痛苦地自問:「為什麼像山

一樣做為全家依靠的父親竟然也會倒

下?」還未從哀傷中走出，二十九歲時

獨子亡故。

「為什麼還未見識天地之美的幼小

孩兒竟然就消逝了呢？」

哀傷的蓮池沒注意到有人比他更受

不住這樣的打擊─元配張氏因悲傷過

度，不久也離開人世。

「為什麼花朵一般的生命在盛開的

瞬間就凋落？」

接二連三的打擊衝擊著他。蓮池將

「生死事大」四個大字貼在書桌前面，

不時地發出長嘆。

母親心疼他那鬱鬱寡歡的樣子。對

他說：「失去配偶的痛苦，我們都嚐到

了，你還不到三十，應該要再娶，讓自

己振奮起來，家裡也熱鬧些。」

蓮池望著母親全白的頭髮、佝僂的

身軀，想到這三年來母親接連失去丈

夫、長孫、長媳，心裡肯定比他更苦，

不忍再傷母親的心，便說：「一切有勞

一刀斬斷紅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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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法名祩錦，學者稱太素師。

太素師出家十二年後，親自上山求

見蓮池大師：「我設立的孝義庵快落成

了，想請您幫忙訂定規約，並請您來參

加落成大典。」說著雙手奉上請帖。

蓮池微笑地接過請帖，點了點頭。

蓮池大師為孝義庵訂立二十九條規

約，並囑附太素師及庵內尼眾：「切記

切記『痛思生死，一心念佛求生淨

土。』」大眾都將這番話謹記在心，虔

誠專修念佛法門，嚴謹地奉持律儀，庵

規森嚴，深獲居民信仰。　

太素師住持孝義庵七、八年後往

生。蓮池聽到這消息，立刻決定：「生

死事大！我應當送他最後一程並為他建

塔。」

已八十高齡的蓮池大師親自為太素

師送行，並在雲棲寺外西麓為太素師設

立舍利塔。

一年後，蓮池大師也往生了，舍利

塔就設在雲棲寺東麓。

後來乾隆皇帝曾親去瞻仰，並作詩

留贈：「一心念六字真言，衣缽何曾傳

子孫；監院歲除依例換，蓮池家法喜猶

存。」

婿潛心佛法，但沒料到他竟然這麼快就

捨棄自己而選擇出家。

然而，她善根深種，明白「諸法因

緣生」的道理。於是放下難捨的心情，

很快地做出決定：「您放心去修行吧！

等我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也會追隨您

的腳步出家去的。」

親屬們聽說大師準備出家，趕來勸

湯氏阻止。湯氏對親屬們說：「常聽他

提起『生死事大』，我怎能阻撓他呢？」

臨別時湯氏特地做了一雙僧鞋相

贈：「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做鞋

了。將來你要求法、要行腳，希望這雙

鞋能幫你路途順利。」

蓮池望了望鞋，一言不發地拿出刀

來，當場將僧鞋斬成兩段。事後才作詩

回贈：「吾妹送我一雙鞋，千針萬線做

起來；一刀斬斷紅絨線，從今再不染塵

埃！」這一刀斬斷雙方的羈絆，從此只

論佛法，不談俗情。

蓮池出家二十多年後，回到俗家探

望親友。見到湯氏還在俗家，便問：

「您為什麼還沒出家呢？無常迅速，拖

延不得！」

湯氏：「只因有老母要奉養，等這

件心事完成，一定走上出家的路。」

後來湯氏在四十七歲出家，受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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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派人來照顧你。」

蓮池：「麻煩您了！」

三洲：「你太客氣了，我們從小一

起長大，一起求學，一起玩耍，互相照

顧是應該的─對了，你的度牒怎會遺

失呢？還有兩個僧人假冒你的名號。」

蓮池：「您遇到那兩位僧人了？」

三洲：「是啊！現在把他們關在衙

門裡。究竟怎麼回事？」

蓮池：「那天走在路上，遇到兩位

僧人相約同行。他們見我身體不舒服，

好心地說要幫我背行李。

原先我不好意思麻煩他們，但我步

履緩慢，拖累他們幾次停下來等我，只

好接受他們的好意，請他們幫我背負行

李。

然而我還是走得太慢了，一不留

神，就和他們走散，而度牒就在行李

中。」

三洲：「我看那兩人根本就是騙

子，存心騙走你的度牒躲避勞役。我一

定重重罰他們。」

蓮池：「您不是聽過『公門好修行』

嗎？度牒已失而復得，就放他們一馬

吧！」

三洲：「你既然知道『公門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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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三洲是蓮池大師俗家的堂兄，正

在金陵當官。不久前收到已出家的蓮池

要來拜訪的書信，然而左等右盼卻都不

來，於是吩咐縣衙到各寺院詢問並告

知：「若有蓮池法師前往掛單，立刻通

報。」

這時差役來報：「大人！我們找到

蓮池法師了─可是有兩個，不知那個

才是！」

沈三洲：「帶來我看看！」

一看兩人皆面生的很，卻又爭著那

張度牒是他的，沈三洲怒問：「快說實

話！度牒那兒來的？」

兩人互瞪對方，爭著說：「是我

的！」。

忽然有人來報：「蓮池法師在瓦官

寺，因為病重，所以無法前來。」

「將這兩個刁民押下！」沈三洲下

完令，親自來到瓦官寺。果然見到病倒

在床的蓮池法師。

三洲：「你生病了，到我府上調理

吧！」

蓮池：「您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

是僧人，理應住寺。」

三洲：「那我去請大夫幫你看病，

擾擾紅塵皆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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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是你啊！聽說您已調到京城做官，

應該能大展鴻圖，實現你『致君堯舜

上，再使風俗淳』的大願。出現在這

裡，真讓人意外！」

三洲：「原來我也是想有番作為，

怎奈小人當道，我被誣陷下獄整整七年

才被釋放。

在獄中每天想著你說的『擾擾紅塵

皆虛幻』，當真含義深遠。因此出獄後

立刻找機會告老還鄉。我早聽說你是眾

人景仰的高僧，特地來請你指點一、

二。」

蓮池：「您太客氣了！您這一生為

國為民貢獻良多，才真是令人景仰。又

歷經大風大浪，對生命體悟怕是比我還

要深刻。佛法深如海，我雖是住持，也

不過大家互相切磋罷了。」

於是沈三洲暫留雲棲寺隨眾作息，

修習念佛法門。蓮池開導他如何攝心、

持戒、念佛。

沈三洲頗有領悟。在雲棲山住了月

餘，法喜充滿地告假回鄉。

行』，怎麼你又不當官呢？從小你成績

比我優秀，在秀才的榜單上還高居榜

首。通過科舉對你僅是探囊取物。怎麼

你不走這條光宗耀祖、澤惠百姓的大

道，卻反而進入佛門呢？」

蓮池：「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對

我來說『擾擾紅塵皆虛幻，緣起緣滅盡

是空』，官場生活僅是『黃粱一夢』，只

有出家修行最踏實。把眾生領進佛門才

是『澤惠百姓』，這也是我認定的大

孝。」

三洲：「看來你意志非常堅定，就

隨你吧！將來你若要建道場，記得通知

我，我一定全力護持。」

蓮池：「我由衷感謝您的情誼！我

們就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修行吧！」

後來蓮池想在杭州雲棲山建立道

場，沈三洲果然大力護持，雲棲寺順立

成立。蓮池有了弘法度眾的道場，信徒

日多，聲譽日隆。

時光匆匆過了三十年，一日來了位

滿臉風霜的老人，要求見住持蓮池大

師。

蓮池覺得這人十分面熟，正在思索

時，對方開口：「你現在是大師了，還

記得我嗎？」

聽到聲音，蓮池馬上認出：「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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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當然不是！

從前的祖師大德就是僅以一種法門

教授弟子，我只是遵循前人的教法，並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魯川：「師父您為何不遵循世尊的

教法呢？世尊會依弟子的根性分別施以

不同的法門，希望師父您也像這樣隨機

演教，為利、鈍根性不同的學人分別教

授不同的法門。」

蓮池：「世尊智慧無礙，自然能夠

這樣施教。但我只是個凡夫，如果教法

變亂不一，不但不能有利眾生，很可能

讓眾生產生無比的困惑，反而害了眾

生。」

魯川：「師父您以一種法門教授學

人，為何選擇的是淨土法門而不是華嚴

法門呢？華嚴世界毘盧性海所現的法界

全身，就如同人身有八萬四千毛孔。而

東方的藥師佛、西方的阿彌陀佛，不過

是在其中的一個毛孔說法度眾生。

為何師父您拋棄掌握全身的機會，

只選擇其中一個小毛孔呢？」

蓮池：「居士您既然通達華嚴思

想，怎麼只許以小入大，不許由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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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魯川居士學習佛法已四十餘年，

對華嚴及禪法有深入的研究。

一天讀了蓮池大師的作品，非常佩

服，於是到雲棲山拜師。然而幾次來向

師父請教，大師總是教他：「老實念

佛。」他覺得跟自己想學的有些出入，

特地向大師請教。

魯川：「師父您深入經藏，各法門

都曾下功夫深入瞭解，對華嚴法門鑽研

尤深，這讓我很佩服。

但為何信眾來向您請教時，您都只

教人念佛？難道師父認為只要有淨土法

門就行，華嚴法門可以廢除嗎？」

蓮池：「我絕對沒有說過華嚴法門

可以廢除這類的話。如果不是透過經典

的教導，我們又怎能知曉有念佛法門

呢？佛門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我們要深入

學習探究的。」

魯川：「既然三藏十二部都是佛子

應該要深入的，為何您卻一律教人『老

實念佛』？那不是舉一而廢多嗎？」

蓮池：「從前慧遠大師僅教授淨土

法門；惠能大師也只教人參禪以『明心

見性』。難道您認為他們不通其他法門

西方孰云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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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淨土法門。」

魯川：「師父您已是人人敬重的大

師，請恕我直言—不但不具有大丈夫

的作為氣度，反而只有街坊老齋公、老

齋婆的行為舉止。」

蓮池：「居士您說得齋公齋婆，是

指平庸無智低下卑劣，只知恭敬地遵守

戒律、規矩這一類的人嗎？我願意做這

一類的人。

我無法認同那些善於言詞辯論，任

意狂妄地談論般若，閒聊禪理又不守戒

律的人，我認為這樣的人近於魔道。我

寧願被說是老齋公、老齋婆，也不願做

老魔民、老魔女!」

魯川：「佛法大事非同小可，請師

父您能把我說的再思考一下好嗎？」

蓮池：「好的！我非常明白您用心

的真切，真得讓我獲益良多。願來日我

們都能同登極樂淨土。」

小？況且大小相入，正是華嚴十玄門的

一玄啊!

舉華藏境界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盡

的世界，而入於極樂淨土中的一朵蓮花

中，尚且不能盈滿蓮花一片葉子中一芥

子那麼微小的地方，那麼又何妨把全身

投入於一毛孔之中呢?」

魯川：「弘揚淨土法門的人，總是

說：『花開見佛悟無生』，一定要往生

淨土見了阿彌陀佛，才能因佛菩薩教誨

他一切法無生的道理而得到開悟。修行

淨土法門似乎是比較曲折而遲緩的。」

蓮池：「居士您通達禪宗，一定知

道從執迷到開悟，就如同從睡夢中醒

來，又像蓮花開放。念佛的人，有現生

見性的，似蓮花頓時盛開；有往生後開

悟見性的，是蓮花在久遠後才開放。

眾生的根機有利、鈍之別，功行也

有勤奮、懶惰的差異，因此花開有慢有

快。並非一概都是曲折緩慢的。」

魯川：「師父！我曾和您座下的師

兄們談論佛法，他們津津樂道於九品往

生。但談到上乘佛法就駭然心驚，張大

眼睛發楞而不知所措，為什麼會這樣

呢？」

蓮池：「這樣的表現正說明他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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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池大師簡介

師諱袾宏（1535-1615），字佛慧，別號蓮池，因久居雲棲寺，是以世稱蓮池

大師或雲棲和尚，為淨宗八祖。

大師乃杭州仁和人氏，俗姓沈，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投西山無門寺

性天和尚落髮，接著在昭慶寺無塵玉律師處得受三壇具足戒後，便即杖策遊

方，遍參知識。隆慶五年（1571），於杭州雲棲山興建道場，弘揚教法，注重真

修實行，以戒律為基本，以淨土為皈依。

蓮池大師著述甚豐，主要代表作有：《戒疏發隱》五卷、《阿彌陀經疏

鈔》四卷、《佛遺教經節要》一卷、《具戒便蒙》一卷、《水陸儀規》六

卷、《竹窗隨筆》三卷、《往生集》三卷、《淨土疑辯》一卷、《禪關策進》

一卷、《楞伽經摸象記》十卷、《緇門崇行錄》一卷、《山房雜錄》三卷

等。這些著述於雲棲寂後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賢、鄒匡明等搜集編次，分為釋

經、輯古和手著三類，總稱之為《雲棲法匯》。

藕益大師簡介

藕益大師(1599-1655)，諱智旭，號西有，別號八不道人。俗姓鍾，名際明、

又名聲，字振之。24歲從雪嶺法師剃度，賜法名為：智旭，字：藕益。25歲

臘月八日在蓮池大師塔前發心受持四分戒。26歲，進而受菩薩戒。

35歲領眾修造西湖寺，此後近二十年間，大師遊歷江西、安徽、浙江、

福建各地，主要從事閱藏、講述經教、著作及弘傳淨土學說等事。直至晚年

仍然不倦於業。清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疾。

大師著述豐碩，經其門人成時法師編次，分為兩類，一為宗論：即《靈

峰宗論》共十卷；二為釋論：含有釋經論與宗經論及其他注疏論著等六十多

種一百六十四卷。其中主要有《彌陀要解》、《唯識心要》、《毗尼事義集

要》、《閱藏知津》等等。此外藕益大師還甄選了一些淨宗名家與學者的著作

合成《淨土十要》一書，為後世淨業學者必讀之經典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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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明：「想翻一翻。」

際明原是隨便看看，卻愈看愈入

迷，不禁讚歎：「真是本有智慧的書，

寫得真好！真是字字珠璣！原來佛門中

臥虎藏龍，看來佛法很值得深究。」於

是把以前寫的謗佛的文章都拿去燒了。

跑去跟母親說：「媽！原來佛法這

麼好，難怪您一直遵從信仰。以後我也

和您一起去聽經聞法。」

母親含笑點頭。

際明從此儒、佛兼修。

一天放學回家時見母親紅著雙眼，

際明擔心地問：「媽！您怎麼了？發生

什麼事？」

母：「你大舅舅過世了。」

際明一時呆住，說不出話來。

母：「可憐他官運正盛，我們家族

都以他為榮，卻突然走了。真是天妒英

才。」

際明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他心中

起了大大的疑問：「從小大家都叫他要

以大舅為榜樣，榮登金榜，光耀門楣。

這樣一個人人稱羡的人物，不是應該像

山一般屹立不搖嗎？怎會如此脆弱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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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際明(蕅益大師的俗家姓名)七歲時發現

母親長年吃素，便問：「媽！您為什麼

要吃素呢？」

母：「我嫁入鍾家後一直沒生育，

就到觀音前求子，發願每日持大悲咒及

茹素。十年後，夢見觀音大士送來一

子，就生下了你—菩薩恩德真不可思

議！」

際明：「我要跟您一起吃素。」

母親微笑點頭說：「真有善根！」

際明十二歲到學堂上課，接觸到不

同的觀念。他對母親說：「媽！孔聖人

說『敬鬼神而遠之』。先生說佛教是外

來的邪說異端。我不再吃素了。」

母親盼了十年才盼到這個孩子，對

他向來十分寵愛，也就依順著他，說：

「既然是先生教的，應該有他的道理，

就隨你吧！」

又過了五年，際明十七歲了。他有

天見到母親從寺廟帶回一本《竹窗隨

筆》。隨口問：「媽！這本書是誰寫

的，書名起得很別緻。」

母：「這是當代蓮池大師的作品。

你要看嗎？」

割肱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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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希望母親能諒解他急著出家的

心情，在佛前燃臂香、刺舌血，將自己

出家的緣由寫在血書中，托人交給母

親。

母親見了血書，知道他出家的意志

堅定，無法挽回。雖知出家是大丈夫之

事，但還是思念孩子，身體日益憔悴。

三、四年後，托人告訴蕅益，務必回家

見最後一面。

蕅益聽了這消息，立刻回家探望。

此時母親已病入膏肓。他想：「唐代有

『割股救母』的事蹟，如果我割下臂上

的肉入藥，應該更能顯出我的誠意，效

果應該更好。」

然而割了四次，還是未能挽救母親

的性命。

蕅益痛徹心肺。

埋葬了母親之後，蕅益到松陵寺閉

關。出關之後，心痛未減，於是恭敬地

燃臂香七炷供十方三寶及諸大菩薩，誠

摯地為母發願回向：「願母罪因苦果，

淨盡無餘，智種福基，具足無減。悟法

界藏身，入普賢行海。」

呢？」

幾年後，又見母親忙進忙出，原來

是他的表姪小虞過世了。

際明心想：「為什麼這麼幼小的生

命也會被奪走呢？難道生命的本質就是

脆弱的，自己能活到現在完全是僥倖

嗎？」

二十歲那年父親過世。際明感到天

崩地裂，無常迅速，不知何時母親也隨

父親而去。

於是找算命先生問母親的歲壽。算

命先生問明八字，排算了好一會，說：

「最多只有六十二、三歲。」際明立刻

到佛前發願：「希望減我的歲壽及功

名，為母親求百歲的壽命。」

從此際明已無意追求世俗的功名富

貴，整天誦經念佛，萌生了出家的念

頭。原本放不下俗家的母親，後又想到

如果不趕快出家，佛陀怎會明瞭他發願

的誠意呢？

況且從經典中他也明白在無始的輪

迴中，有歷劫的親恩，都需要他去救

度，而生命又如此脆弱，怎能再蹉跎？

於是下大決心，趁夜離開孤單的母親，

走上出家之路。

出家後法名智旭，字蕅益。當時他

二十四歲。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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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遇到名師了。

再觀察發覺蕅益大師的道場注重戒

行、道風樸實、修行踏實，很高興自己

終於找到依止的師長了。

成實：「弟子想依止師父，想請師

父賜我字號，將我收入門牆。」

蕅益：「佛陀時代大迦葉、目犍

連、阿難等都是他俗家的名字，出家證

果之後還是這樣稱呼。出家就是為了修

道，修道要離名相，你怎麼還陷在名

字、門派的分別呢？」

接著又說：「惠能、神秀、懷海等

祖師們當初在傳法的時候，難道有心要

建立門牆、別立派別嗎？另立法名已非

律制，何況立法派呢？」

停了一會又說：「現今立法派有一

種令人心痛的現象：師父沒有傳什麼佛

法，只因貪圖眷屬眾多；弟子也不用心

學習，只是趨附勢力，彼此追求虛名而

組成派別，為著只是沽名釣譽，獲取利

益。想到佛門這種怪現象就讓人心痛不

已。！」

成實心想：「大師的心胸果然非同

凡響。」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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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法師出家後四處參訪善知識，

聽說蕅益大師是當代高僧，特地來請

教。

蕅益：「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嗎？」

成實：「並不是什麼教理方面的問

題，只是想請問師父為什麼要自稱『八

不道人』？」

蕅益：「我們中土從前有許多有成

就的儒者、禪者、律者、教者，我是比

不上他們的；但是現今有自稱大儒者、

參禪者、持律者及闡教者，明明事理未

通，卻自稱大徹大悟，我也不屑與他們

為伍。」

成實：「『儒、禪、律、教』共四

者，古今差異就是八種了。師父自覺不

及古人又不與今者為伍，所以稱為『八

不道人』。」

蕅益：「正是這樣。」

大師的回答讓成實十分敬佩，心

想：可要好好反省，是不是沾染上現代

人的毛病。

於是很誠意地對大師說：「謝謝師

父的教誨。」

又想：師父態度不卑不亢，自己終

憫五濁而廣作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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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佛法，讓正法在中土重興。」

成實：「為何師父現在一心念佛求

往生？師父也可以修禪證阿羅漢果。」

蕅益：「佛門必定要以戒律為核

心，修習上才能得利。然而現在修禪的

人大都缺少正知見，以為只要『明心見

性』，戒律可先放在一旁。我不願再為

這種風氣推波助瀾。

我整理有關戒律的著述，並盡力去

演說，盡自己微薄的力量，期望喚起僧

眾對戒律的重視。

但是在這樣的濁世中，根本一木難

支。只能求佛陀慈悲，早日下生來領導

我們。請求佛陀護持正法長存。」

成實聽了非常感動，心想：「師父

的悲願竟然這樣宏大！師父的境界更是

深不可測。」

成實期勉自己絕對不可空入寶山，

必須全心全力跟師父學習，並且盡形壽

弘傳大師的教法。

心悅誠服地說道：「多謝師父開

示。」

又問：「師父是想恢復佛陀時代的

舊制嗎？」

蕅益：「這談何容易！從前我總是

想著如何恢復如法的比丘戒法，但近年

來只是專一心念求生西方淨土。」

成實大吃一驚，連忙問：「為什麼

師父您不再大力去推動恢復佛陀制定的

規戒呢？」

蕅益：「我自己受比丘戒的過程並

不如法，我只是在蓮池大師的塑像前，

舉行受比丘戒的儀式，並沒有五位真正

受戒比丘來為我受戒。所以我不敢自稱

比丘。

我曾在佛前拈鬮，得菩薩沙彌鬮，

這正合我意，我是『菩薩沙彌』，要來

護持如法的比丘。」

成實心想：「師父這麼謙虛，自稱

是『菩薩沙彌』。那我應該只是『出家

優婆塞』。」

蕅益：「我發心護持如法的五位比

丘，能將戒法傳承下去。但是我福緣

薄，現今連如法的五位比丘都沒遇著，

想在這樣的濁世成佛已無可能。所以我

只能仰仗佛力接引到西方淨土，由佛陀

教導而修成佛道。也祈求佛陀慈悲，護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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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惺谷說：「出家的因緣成熟

了。我打算到博山，依無異艤禪師薙

髮。」

蕅益：「我贈首詩祝賀您出家：

『去年愛我亦芬芳。獨善為懷兌可商。

破格一朝誠不易。匡扶千古豈尋常。芒

鞋破處腳跟穩。拄杖回時手眼良。寄語

守株門下客。同將祖道苦茗嘗。』」

翌年三月惺谷將受比丘戒。

蕅益：「我陪您去受戒吧！當年我

只在蓮池大師塔前稟受比丘戒，並非真

正領受三壇大戒。現今我已三次研讀律

藏，知道這是不如法的。就讓我跟著去

見識真正的戒場吧！」

蕅益雖然只在旁觀禮，卻非常細心

地和律藏所記錄的內容相比較。

戒期結束後，惺谷高興地說：「我

現在是比丘，和您身分相同了。」

蕅益：「恕我直言：我們的比丘身

分一樣都不如法。」

惺谷：「怎麼回事？」

蕅益：「我受戒過程不如法，您已

知道了。這回我陪您到律堂，看到的和

聽到的，並沒有那個地方符合律藏所記

載的。換句話說，是不合戒法的。」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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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大師三十歲時在龍居寺閱藏。

突然有位居士來找他。

一見面就說：「您那篇《白牛十頌》

實在太精闢了。」

蕅益：「您太過獎了，還請您多指

教。」

居士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讀後心

得，最後才突然想到般說道：「忘了自

我介紹，我皈依的法名叫『惺谷』。」

蕅益當時正在研讀律藏，有意撰寫

戒律方面的著作。但他認為惺谷是位居

士，不宜跟他談論出家戒律，只跟他談

論《白牛十頌》等禪修法要。

兩人愈談愈投機，不覺已過了十多

天。蕅益發覺惺谷對佛法十分投入，便

問：「您為什麼不出家呢？」

惺谷：「因為老父還在須奉養，出

家因緣還未具足。」

蕅益：「我是家中獨子，二十四歲

出家。出家當時，父親剛過世還沒安

葬；孤獨的母親無人奉養，在我二十八

歲那年過世。

這是我一生的心痛，無限地遺憾。

所以，您這方面的考慮是對的！」

同將祖道苦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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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壯年的惺谷還想為佛教做更多的事，

蕅益願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惺谷度過

這次的難關。

蕅益記得中醫書籍中載有一條：

「人肉， 治瘵疾。」

心想：「如果一些皮肉能救活好友

的性命，又有什麼好不捨得的呢？」

於是在佛前割下自己的腿肉，請佛

力加被並親自餵食。

並寫了首偈記下他當時的心情：

「幻緣和合受茲身，欲剜千瘡愧未能。

爪許薄皮聊奉供，用酬嚴憚切磋恩。」

然而惺谷還是往生了，蕅益痛心地

寫下輓聯：「徹底婆心未肯休，當場業

運已遷流，浮漚影逐虛緣散，熱血腥同

實際留。射自果然難下手，為人須是再

低頭，臨行贈汝無多字，一句彌陀作大

舟。」

惺谷：「這問題真嚴重！」

蕅益：「就利用結夏安居的期間大

家一起研討吧！」

蕅益及惺谷又邀集了璧如及歸一。

這四位法師便在結夏時認真嚴肅地探討

戒律。

惺谷常嚴格地指出問題，氣勢就像

「岳家軍」一般厲聲大斥。蕅益時時翻

出經典和他詳細討論。

在大家提問及激勵下，蕅益完成了

《毘尼事義集要》。

惺谷：「這麼重要的著作應該趕快

流通，讓更多僧人獲益。」

大家都沒有異議，只不知去那裡籌

募經費。

惺谷：「聽說佛日寺的金臺法主性

情謙和，喜歡做善事。我們可以在解夏

後請他幫忙流通！」

蕅益：「就麻煩惺谷師走一趟。」

金臺法主見了書十分歡喜，立刻交

付印刷，並舉辦多場講座，請蕅益升堂

為僧人講解《毘尼事義集要》這本書的

概要。

匆匆又過了一年，蕅益三十三歲。

聽說惺谷病重，立刻前往探視。

這時惺谷已病入膏肓。蕅益深知正

今日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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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莊嚴》90期內容更正：

頁22，三寶歌歌詞：

◎原「眾苦煎逼」，更正為「眾苦煎迫」。

◎原「淨得既圓」，更正為「淨德既圓」。

【更正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