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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 

——以東土祖師為核心 
 
 

蔡 榮 婷
∗ 

 

摘要： 

本論文承繼〈《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佛陀與西土祖師為核

心〉的論文架構，針對從菩提達摩起始的東土祖師 103 位傳主，173 則

記載，展開後續的討論。經由死亡書寫（包含禪宗開悟聖者死亡現象的

描述、處理後事的記載、面對死亡的反應、死亡的救度、有關死亡的教

學與討論等）、死亡書寫蘊含的意義（包含看待死亡的觀點、面對死亡

的態度）、死亡書寫體例（包含外在的用語與體例、內在的貫串脈絡等）

等面向的討論，觀察禪宗傳入中國之後，禪宗的東土祖師如何穿越死亡

的試煉，探索禪宗如何看待、面對、處理、討論與超越死亡等課題，並

藉由「覺悟」與「死亡」的交涉疊合，思考禪宗死亡書寫蘊含的深意，

以及覺悟者所帶給人類的新觀點與新視野。 

 

 

關鍵詞：禪宗、祖堂集、死亡書寫、東土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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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Narratives in the Zutang Ji: 
A Study of Buddhist Patriarchs of East Asia 

 
Tsai, Jung-ting ∗ 

   

ABSTRACT: 

As a continuation of “Death Narratives in the Zutang ji: A Study of the 
Buddha and the Buddhist Patriarchs of India,” this study focuses on 173 
records relating to 103 prominent figures of East Asian Buddhism compiled 
in the Zutang ji, beginning with Bodhidharm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early exponents of Chinese Chan trained themselves to face death, as well as 
their views about death and how they spoke of it. A detailed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death narratives (Chan masters’ characterizations of death, 
records of their funerals, reactions to death and teachings on death), the 
significance of death narratives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 death) and the 
style of death narratives (diction and the sequence of idea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Chan School regards, portrays and discusses 
death, as well as its teachings on transcending death.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ath narratives of the Chan School and its 
novel views of death by examining the way in which it superimposes 
representations of enlightenment an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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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出生與死亡是人生旅途必經的歷程，無人得以豁免或逃避。對於大

多數人而言，出生與死亡是人力無法自主的事件；出生是不可逆的既定

事實，而死亡則是充滿未知數的必然。人人都知道死亡是人生既定的終

點，然而卻又無人知道死亡將在哪一個時刻，以何種方式降臨。必然會

發生的死亡，固然讓人們心懷敬畏，然而死亡充滿不確定性、充滿未知

數、充滿著可能性的神祕特質，卻也散發著難以抗拒的吸引力，激起人

們探究死亡真相的強烈好奇心，以及試圖克服死亡威脅的挑戰慾。因

此，在人類文明史上，死亡一直是備受關注並引發熱烈討論，卻又始終

難以匯集出結論並取得共識的古老議題。 

佛教是以覺悟作為終極關懷的宗教，透過覺悟超越既有的生命觀點

與運作模式，這當然也包含著對於死亡的既有觀點的超越。佛教殷切的

教導世人如何脫離生死束縛，將生命揚昇到清淨自在的解脫境界。澈底

解脫的覺悟境界，不僅是宗教理念，更是可以實踐的生命經驗。如前所

述，死亡是無人可以規避的生命課題，當死亡降臨時，修行者的「覺悟」，

究竟是知識理念抑或是生命經驗，勢必無所遁形。因此，對於佛教修行

者而言，死亡可以說是修道過程中最嚴峻的試煉，也是分辨其「覺悟」

之真偽高下的利器。反之，倘若修行者果真能夠將「覺悟」與「死亡」

相互疊合，那麼，覺悟者超越死亡的經歷，將更新世人對於死亡的認知，

並且鼓舞世人努力嚐試超越死亡的束縛。綜上所述，「死亡」不但可以

作為檢視修行者「覺悟」與否的旁證，也可藉此省思覺悟者所帶給人類

的新觀點與新視野。 

《祖堂集》成書於南唐保大 10 年（西元 952 年），編纂者是泉州（福

建省晉江縣）招慶寺的靜禪師與筠禪師。此書是禪宗早期的燈錄，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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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主都是已證悟的聖者，有著卓越的宗教成就與宗教地位。此書的內

容不僅止於彙集禪宗歷代祖師的傳記與法要，同時也透過傳主的事蹟，

勾勒出禪宗各宗派開創與繼承的發展脈絡，進而彰顯禪宗弘揚佛法的非

凡成就與鉅大貢獻。禪宗是講究宗教實踐的佛教宗派，歷代以來的覺悟

者數量可觀。覺悟者的成就與貢獻，如上所述，可以運用「死亡」作為

觀察的切入角度。2008 年我開始對於禪師死亡的議題產生濃厚的興趣，

由於《祖堂集》是年代較早而資料也較完整、豐富的禪宗聖者傳，因此

我選擇《祖堂集》作為系列研究的開端。擬以禪師的死亡敘事為核心，

擴及該書所有觸及死亡課題的書寫，藉以觀察禪宗的開悟聖者如何看待

死亡？如何邁入死亡？如何經由自身的死亡經驗，突破死亡的枷鎖？如

何透過其死亡，創新生命視野？如何透過死亡，展開對於俗世的教化與

救度？希望藉由這些觀察，得以更細緻、更清晰、更深刻的瞭解禪宗對

於死亡的觀察與省思，以及禪宗經由死亡議題回饋給人間世的生命新向

度。 

《祖堂集》關涉死亡的書寫共包含 132 位傳主，1207 則記載，其內

容囊括死亡書寫（包含禪宗開悟聖者死亡現象的描述、處理後事的記

載、面對死亡的反應、死亡的救度、有關死亡的教學與討論等）、死亡

書寫蘊含的意義（包含看待死亡的觀點、面對死亡的態度）、死亡書寫

體例（包含外在的用語與體例、內在的貫串脈絡等）等多元面向。由於

《祖堂集》傳主的組織架構，包含三個層次：其一是佛陀的部分；其二

是西土的祖師；其三是東土的開悟聖者。2011 年已先就佛陀及西土祖師

                                                 
1 《祖堂集》收錄的祖師總人數，《祖堂集‧序》說是 253 員，［日本］柳田聖

山，〈《祖堂集》の本文研究（一）〉（《禪學研究》第 54 號，1964 年，頁 19）

則認為其專章立傳者有 246 員，有名無傳者 13 員，實際收錄 259 員。依柳田

先生的統計數值來計算，涉及死亡書寫的傳主約佔總人數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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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撰成〈《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佛陀與西土祖師為核心〉2

一文，針對《祖堂集》的死亡書寫、死亡書寫蘊含的意義、死亡書寫體

例等三個面向，展開初步的探討。本論文以〈《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

──以東土祖師為核心〉為題，擬承繼上篇論文的研究架構，針對從菩

提達摩起始的東土祖師3103 位傳主，4173 則記載，展開後續的討論。希

望經由上述三個面向的討論，觀察禪宗傳入中國之後，禪宗的東土祖師

如何穿越死亡的試煉，探索中國禪宗如何看待、面對、處理、討論與超

越死亡等課題，並思考五代時期禪宗死亡書寫蘊含的深意，以及禪宗東

土祖師的生命觀點對於現世的啟發與教導。有關禪宗死亡書寫的研究，

目前仍在摸索的階段，疏漏不足所在多有，尚祈學界前賢多予賜正！ 

二、東土祖師死亡書寫的基本架構 
〈《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佛陀與西土祖師為核心〉歸結佛

陀與西土祖師書寫死亡的基本架構，大抵由預示、咐囑、辭別、涅槃與

祥應、後事的處理、門人對於死亡的反應等六個部分組合而成。5前五項

是以開悟聖者的死亡事件為核心，以時間的先後順序為主軸，將禪師的

死亡歷程貫串起來；第六項則旁及門徒親故對於開悟聖者死亡的反應。

                                                 
2 蔡榮婷，〈《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佛陀與西土祖師為核心〉，《東華漢

學》14 期（2011 年），頁 55-82。 
3 菩提達摩雖然來自西土，但他是將禪法傳至東土的第一人，也是中國禪宗法

脈的源頭。顧及中國禪宗法脈的完整性，本論文將他劃歸東土祖師。從迦葉

起始至第二十七祖般若多羅尊者，則是「西土祖師」。  
4 依柳田先生的統計數值來計算，涉及死亡書寫的傳主約佔《祖堂集》總人數

的 40%。 
5 同註 2，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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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匯集東土祖師 103 位傳主，173 則的死亡書寫之後，發現此架構

依舊適用於東土祖師，唯因應東土祖師通常是先辭別、後咐囑，因此調

整其先後順序，並將此二項合併為一項，以方便觀察與討論。又為求標

目的一致性，將「涅槃與祥應」修改成「死亡與祥應」；「門人對於死亡

的反應」修改成「門徒親故對於聖者死亡的反應」。因此下文以預示、

辭別與咐囑、死亡與祥應、後事的處理、門徒親故對於聖者死亡的反應

等五個部分作為基本架構，來論述東土祖師死亡書寫。 

（一）預示 

預示是預先知道未來發生的事。死亡是人類無法自主的生命歷程，

然而禪師卻可以預先知道正確的死亡時機或死亡的方式，這種預示能力

的展現，應可視為禪師超越死亡束縛的佐證。東土祖師的死亡書寫，涉

及預示的共有 26 位傳主 28 則記載。其內容可細分為四種： 

1、預知他日自身的死亡時間與細節 

此類有五則，其中三則預知自己多年之後的死亡時機與死亡原因，

如「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條：「說此偈已，告璨曰：『吾往鄴都還債。』

便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年。……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

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說法，集眾頗多。法師講下

人少。辯和怪於師，遂往縣令瞿仲侃說之：『彼邪見道人，打破講席。』。

瞿令不委事由，非理損害而終。」（V2，頁 49-50）6記載慧可禪師（487

                                                 
6 本論文引文的頁碼，均依據吳福祥、顧之川的點校本《祖堂集》。《祖堂集》

的版本以［南唐］靜、筠禪師纂、禪文化研究所編集之《祖堂集》（京都：禪

文化研究所，影印大字本。1994 年）最為完善，可惜此書台灣不易取得。由於

台灣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料庫」文學與文集類的「別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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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付法與僧璨之後，預示自己將前去鄴都（今河北大名）傳揚禪

法，並將以遭逢橫難的方式結束生命。慧可禪師後來至鄴都弘揚禪法，

信眾雲集，引發排擠效應，導致匡救寺辯和法師心生不悅，因而於縣令

面前毀謗之，而縣令亦未加以查證即加以迫害。慧可禪師果然如其先前

預示，因遭遇橫逆而喪生。又如「巖頭和尚」條：「師平生預有一言：『者

老漢去時，大吼一聲了去。』以中和五年乙巳歲，天下罹亂，凶徒熾盛，

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臨刃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

（V7，頁 162-163）「中和」是唐僖宗的年號，當時唐王朝已接近滅亡。

中和五年（885），河中節度使王重榮與河東節度使李克用聯手擊敗盤踞

關中的朱玫、李昌符，亂軍進入長安燒殺劫掠。值此天下大亂之際，巖

頭和尚（828－887）遭遇凶徒，果然如其預示，在遇難之時發出聲聞數

里的宏亮吼聲，在吼聲中告別人生。 

另有兩則是預知自己未來的死亡時機，如「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

條：「師又告云：『吾三年方入滅度……』。」（V2，頁 53-56）弘忍和尚（601

－674）付法與慧能之後，預示自己再經過三年才會圓寂。又如「牛頭

和尚」條：「顯慶元年，司空蕭無善請出建初寺，師辭不免，乃謂眾曰：

                                                                                                                   
中，已收錄電子版《祖堂集》（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此版採用吳福祥、顧之川《祖堂集》（長沙市：岳麓書社，1996 年）的點校本。 
《祖堂集》的點校本，以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祖堂集》（收錄於《佛

光大藏經‧禪藏》，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94 年）的校對最為精詳，較少錯

誤（此書亦有電子版，收錄於《佛光大藏經‧禪藏（電子版）》）。然因收錄於

套書之中，無法單獨購得，因此較難普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籍

全文資料庫」收錄的電子版《祖堂集》，校對工作不夠完善，錯誤極多，然而

卻是數位化時代中，學者較易取得的版本，因此本論文引文的頁碼，均依據

吳福祥、顧之川的點校本《祖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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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一去，再不踐也。』……顯慶二年……於建初寺終。」（V3，頁

64），記載牛頭法融禪師（594－657）預知自己將永遠無法再回到牛頭山

幽棲寺，而證諸禪師於隔年即辭世，可以推知其預知死亡將至。 

2、預知時至 

此類和前一類雖然都是預先知道死亡何時降臨，但是二者又略有不

同，前者是預知多年之後發生的死亡現象，此類則是預知數日內即將發

生的死亡現象，亦即在臨終前預示死亡的降臨。此類共有 21 位傳主 21

則記載。其內容可細分為二種，其一： 

(1) 師曰：「吾則去矣，不宜久停。……。」（V2「第二十八祖菩提

達摩和尚」，頁 46-48） 

(2)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V2「慧能和尚」，頁 60-61） 

(3) 告門人，令備湯，沐訖云：「吾將行矣。」（V4「丹霞和尚」，頁

102） 

(4) 師曰：「吾出世來恰三十年，亦可行矣。」（V8「雲居和尚」，頁

177） 

(5) 師臨遷化時，先遍處辭人。（V8「本仁和尚」，頁 188） 

(6) 師來晨遷化……自出山口，喚得一人，令備香薪於山所訖。（V9

「南嶽玄泰和尚」，頁 211） 

(7) 師卻云：「……歸去也！歸去也！呵呵！珍重！」（V9「羅山和

尚」，頁 215-216） 

(8) 居士臨遷化時……付囑女巳，告曰：「你看日午則報來。」（V15

「龐居士」，頁 350） 

(9) 忽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V17「東國慧目山和

尚」，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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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V17「溟州窟山故

通曉大師」，頁 378） 

(11) 師得一日手擎函板，遶郭辭人云：「我遷化去。」（V17「普化

和尚」，頁 379） 

(12) 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

邁。……。」（V17「雙峰和尚」，頁 391） 

其二： 

(1) 告眾曰：「法堂倒也，法堂倒也。」……師拍手大笑曰：「汝不

會我意。」師遂告寂。（V4「藥山和尚」，頁 111） 

(2) 問大眾：「如今是什麼時？」對云：「未時。」師曰：「與摩則

打鐘。」打鐘三下便告寂。（V5「道吾和尚」，頁 125） 

(3) 忽告諸徒……言訖，宴坐安詳，奄然順化。（V5「德山和尚」，

頁 130） 

(4) 剃髮被衣，令擊鐘，儼然而往。（V6「洞山和尚」，頁 148） 

(5) 至閏六月十五日夜，問主事曰：「今日是何日月？」……至來

日辰時，師當化矣。（V8「曹山和尚」，頁 186） 

(6) 遺誨訖，端然化矣。（V8「上藍和尚」，頁 194） 

(7) 化緣周畢……師正坐叠掌收光，一剎那間便歸圓寂。（V15「五

洩和尚」，頁 334-335） 

(8) 師臨順世時……師言巳掩室，來辰化矣。（V15「大梅和尚」，頁

336-337） 

(9) 臨遷化時……偈畢，儼然而寂。（V15「龜洋和尚」，頁 346） 

第一種類型有 12 則，多數是以口頭告知他人自己即將「去」或「行」

的方式，預示死亡即將到來。龐居士（？－808）雖然沒有明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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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後事之後，叮囑女兒查對時辰，也是預先示知死亡時刻的表現。南

嶽玄泰和尚找他人協助準備來日火化所需用品，也是以行動宣示即將死

亡的表現。第二種類型有 9 則，雖然沒有透過語言清楚告知眾人自己即

將離世，但是從禪師井然有序的安排臨終事宜之後即圓寂，可以推知禪

師預知自己即將離世。 

3、預知他人的死亡 

此類型只有一則，依據「洞山和尚」條的記載：「……僧拂袖而出。

後因此得入路，將衣鉢一時設齋。得三五年後辭和尚，和尚云：『善為，

善為！』雪峰在身邊侍立，問：『者個上座適來辭去，幾時再來？』師

曰：『只知一去，不知再來。』此僧歸堂衣鉢下座而遷化。雪峰見上座

遷化，便報師……。」（V6，頁 140）「得入路」是指已經獲得覺悟的經驗。

悟後三五年，這個開悟的僧侶前來跟洞山和尚（807－869）辭行，洞山

應允。洞山以「只知一去，不知再來。」回答雪峰有關他何時回來的提

問，「去」既是指離寺他行，也隱含著離世的意義。證諸此僧辭行後即

刻離世，可以推知洞山和尚預知他即將離世。 

4、預知死後發生的事件 

禪師生前預示其死後之事，此類共有三則。兩則出現在傳主事蹟

中，一則是透過後世禪師的引用而呈現。如「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條：

「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度二十年中，大作佛事。』」（V2，頁

52）道信和尚（580－651）預示弘忍和尚將在他死亡之後有效率的弘揚

禪法。又如「慧能和尚」條：「又曰：『吾滅度後七十年末，有二菩薩從

東而來，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修我伽藍，再建我宗旨。』」（V2，

頁 60-61）慧能和尚預示他死亡之後七十年，將有兩位開悟聖者大闡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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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法。第三則出現在溈山和尚（771－853）與仰山和尚（807－883）師

徒間的對話中，依據「仰山和尚」條的記載：  

仰山諮溈山云：「只如六祖和尚臨遷化時，付囑諸子：『取一鍉鋌

可重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漆之。』諸子問曰：『安鐵頸中，復

有何意？』六祖云：『將紙筆來，吾玄記之。五六年中，頭上養

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柳為官。』」溈山云：「汝還會祖師

玄記意不？」仰山云：「會。其事過也。」溈山云：「其事雖則過，

汝試說看。」仰山云：「『五六年中』者，三十年也；『頭上養親』

者，遇一孝子；『口裏須餐』者，數數設齋也；『遇滿之難』者，

是汝州張凈滿也，被新羅僧金大悲將錢雇，六祖截頭，兼偷衣鉢；

『楊柳為官』者，楊是韶州刺史，柳是曲江縣令，驚覺後於石角

臺捉得。」（V18，頁 407） 

此項記載藉由仰山之口，交代六祖去世前預示的未來事件。其預示內容

有三項要點：1、六祖死後，其遺體將成為肉骨不壞的全身舍利；7 2、

未來將有盜賊截取全身舍利的頭顱，宜以鐵片漆布妥善防護；3、此項

                                                 
7 舍利，梵語 śarīra，巴利語 sarīra，意謂死屍、遺骨。有全身、碎身舍利之說，

《望月佛教大辭典》「舍利」條認為此說或起源於古代印度梨俱吠陀時期所行

之土葬與火葬二法，土葬之遺體稱為全身舍利，火葬後之遺骨稱為碎身舍利。

（參考塚本善隆等編，《望月佛教大辭典》卷 3，1936 年，頁 2186 上）。《佛

光大辭典》「肉身菩薩」條認為「全身舍利」是指佛教高僧或居士的遺體雖經

時空變遷，卻未腐爛凋敗，反而恆常維持生前的形貌。如佛典《妙法蓮華經》

所載多寶佛是全身舍利，又如唐代六祖慧能禪師、石頭希遷禪師，明代憨山

德清禪師……等，示寂後都成為全身舍利。（節引自電子版《佛光大辭典》，

台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年，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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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案將會由官府順利偵破。「全身舍利」違反遺體必腐的自然法則，這

個奇特的宗教現象，在後人心目中，成為證道的表徵。六祖全身舍利至

今仍供奉在廣東省曲江縣南華寺，這是一個歷史事實，而不是虛擬傳

說，然而《祖堂集》以六祖為傳主的記載中，卻隻字未提。相關事蹟反

而是以傳說的方式，出現在「仰山和尚」條。由此觀之，《祖堂集》的

編纂者可能並不特別重視全身舍利的現象。 

（二）辭別與咐囑 

西土祖師的辭別書寫，只有迦葉辭別阿闍世王一例。而其辭別亦發

生在付法之後。8至於東土祖師的辭別書寫，總共有五則： 

(1)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V2「慧能和尚」，頁 60-61） 

(2) 師臨遷化時，先遍處辭人。（V8「本仁和尚」，頁 188） 

(3) 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V17「溟州窟山故

通曉大師」，頁 378） 

(4) 師得一日手擎函板，遶郭辭人云：「我遷化去。」（V17「普化和

尚」，頁 379） 

(5) 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

邁。……。」（V17「雙峰和尚」，頁 391） 

綜觀上述記載，辭別的時機，只有「慧能和尚」條是在咐囑之前，

其他若不是沒有咐囑的記載，就是辭別與咐囑疊合在一起。辭別的對

象，多數是禪師的門人。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本仁和尚與普化和尚，本仁

和尚到各處去辭行，普化和尚更是手持函板繞行城郭，他們的死亡預告

當然引起眾人的高度注意。由於死亡通常無法預期，他們公告周知的方

                                                 
8 同註 2，頁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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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悖離常情，而辭行之後，他們果然示寂。或許，這正是他們宣示死亡

可以超越的另類佐證方式。 

咐囑包括付法與遺囑兩大類別。在西土祖師的部分，付法是咐囑的

主架構，28 位傳主中，有 27 位有付法的記載。9但是歸結東土祖師 103

位傳主，173 則的死亡書寫，卻只得到 8 位傳主 9 則付法的記載： 

(1) 達摩大師乃而告曰：「如來以淨法眼并袈裟付囑大迦葉，如是

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囑汝，汝聽吾偈曰：「吾本來此土，傳

教救迷情。一花開五葉，結菓自然成。」師付法已，又告惠可

曰：「吾自到此土，六度被人下藥，我皆拈出。今此一度，更

不拈出，吾已得人付法。」（V2「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頁

46-48） 

(2) 師告曰：「如來以大法眼付囑迦葉，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

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賜袈裟以為法信。汝聽吾偈曰：「本來

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來無有種，花亦不能生。」說此偈已，

告璨曰：「吾往鄴都還債。」（V2「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頁

49-50） 

(3) 師命付法而說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若無人下種，

花種盡無生。」師自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年丙寅歲遷化。（V2

「第三十祖僧璨」，頁 51） 

(4) 師乃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性生。大緣與性合，當

生不生生。」師付法已，時當高宗永徽二年庚戍之歲，閏九月

四日，掩然而滅。（V2「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頁 52） 

(5) 當時便傳袈裟以為法信……，大師便偈曰：「有情來下種，因

                                                 
9 同註 2，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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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師又告云：「吾

三年方入滅度，汝且莫行化，當損於汝。」……大師付法後，

高宗在位二十四年壬申之歲，二月十六日滅度。（V2「第三十二

祖弘忍和尚」，頁 53-56） 

(6) 師每告諸善知識曰：「……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汝受吾

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

提果自成。』」（V2「慧能和尚」，頁 60） 

(7) 問：「其法付誰？」師云：「有道者得，無心者得。」（V2「慧能

和尚」，頁 60-61） 

(8) 次乃法付智嚴已。自顯慶元年，司空蕭無善請出建初寺，師辭

不免，乃謂眾曰：「從今一去，再不踐也。」既出寺門，禽獸

哀號，逾月不止；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

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顯慶二年丁巳歲潤正月二十

三日，於建初寺終，春秋六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

塔在金陵後湖溪籠山，即耆闍山也。（V3「牛頭和尚」，頁 64） 

(9) 代宗皇帝問：「師百年後要個什麼？」師曰：「與老僧造個無縫

塔。」帝乃胡跪曰：「請師塔樣。」師良久，帝罔措。師曰：「吾

有付法弟子在，耽源卻諳此事，問取他去。」 師順世後，帝

乃詔耽源，舉此因緣，問：「此意如何？」耽源乃作偈曰：「湘

之南潭之北，中有黃金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琉璃殿上無

知識。」師大歷十年十二月九日終，代宗謚號大證禪師。（V3

「慧忠國師」，頁 78） 

西土祖師代代相承的繫聯紐帶不外是付法。西土祖的付法，都只傳

法給單一個人，師父付法之後通常很快示寂。東土祖師從菩提達摩和尚

起始，大抵仍秉持過去的傳統，以釋迦牟尼佛付囑大迦葉的袈裟作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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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付法給單一的嗣法者。這樣的傳統維持到六祖嗣法時。由於五祖付

法給行者10慧能，導致五祖的徒眾之間，發生爭奪袈裟以及嗣法權的不

幸事件。六祖因而聽從五祖的叮嚀，從他開始不再以佛陀傳下的袈裟作

為信物，也不再付法給單一的嗣法者，轉而將禪法普傳給所有的門徒。

因為這樣的緣故，付法不再是禪門咐囑的主架構。此外，西土祖師付法

後通常立即示寂，然而付法的東土祖師，除了菩提達摩和尚立即示寂之

外，其他都隔上一段時間才圓寂。 

六祖以前的禪宗為何均付法給單一嗣法者？關於這個問題，禪門內

部有其解釋。根據《祖堂集》「草堂和尚」條的記載： 

第九問曰：「……又佛滅後付法於迦葉，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

祖。每代只傳一人。既云於一切眾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不

普？」師答：「……滅度後委付迦葉，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

論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度者唯爾數也。」（V6，頁

136-137） 

《祖堂集》的草堂和尚，即圭峰宗密禪師（780－841）。他認為每

代禪師門下並非只有單一弟子悟道。禪師所以會付法給單一弟子，主要

是從「宗教主」的角度考量。「宗教主」指的是教團的領袖。依據圭峰

宗密的解釋，則嗣法弟子亦即教團繼任的領袖。這個解釋角度，或許有

助於理解五祖弟子搶奪嗣法權的內在動機。 

草堂和尚的說法固然符合人性與歷史現實，但是仍無法抹煞付法的

                                                 
10 「行者」是指禪宗寺院中，尚未剃度出家而住於寺內幫忙雜務者。參見［日

本］無著道忠撰，《禪林象器箋》上「行者」條（收錄於藍吉富主編，《現代

佛學大系 6-7》，台北：彌勒出版社，1982 年），頁 29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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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意涵。嗣法弟子固然有領導教團的責任，但是比這個更重要的是尋

覓開悟聖者繼承法脈的任務。這點認知，深深烙印在東土祖師的心底。

即使付法的傳統已經中斷，但是延續禪門法脈的使命感卻不曾斷絕。我

們從華亭德誠禪師尋覓嗣法者的事蹟，可以看到禪師視延續法脈為唯一

要務的決心與毅力。11這種精神亦清楚浮現在其法脈傳承上。依據《祖

堂集》「夾山和尚」條的記載： 

至中和初年辛丑歲十一月七日，自燒卻門屋，謂眾曰：「苦哉！

苦哉！石頭一枝埋沒去也。」樂蒲出來云：「聽也埋沒去，自有

青龍在。」師問：「青龍意旨如何？」對曰：「貴人不借衣。」師

便救火，因此造偈曰：「大江沉盡小江現，明月高讟法自流。石

牛水上臥，影落孤峰頭。荒田聞我語，如同不繫舟。」師便示化

矣。（V7，頁 157） 

「落浦和尚」條云： 

師臨遷化時云：「老僧有事問諸人，若道這個是，頭上更安頭，若

道這個不是，斫頭更覓活。」……師便喝出：「我這裏無人對。眾

中還有新來達士，出來与老僧掇送！」從上座對云：「於此二途，

請師不問。」師云：「更道。」……當日初夜后，師教侍者喚從上

座，上座便上來侍立。……師云：「今日事被闍梨道破，稱得老僧

意。我這里數年出世，并無一個。今日闍梨掇送老僧。……」……

從上座云：「實不會。」師便槌胸哭蒼天。從上座一走下，不去僧

堂，直至如今更無消息。（V9「落浦和尚」，頁 199） 
                                                 

11 華亭德誠禪師的生平事蹟，請見蔡榮婷，〈華亭德誠禪師〈撥棹歌〉初探〉，

中國唐代學會主編，《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高雄市：麗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年），頁 27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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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山和尚（805－881）是華亭和尚的嗣法弟子；「樂蒲」亦即落浦和尚

（834－898），是夾山和尚的嗣法弟子。夾山和尚圓寂前感慨石頭希遷

的法系即將中斷，以燒屋的激烈手段來勘驗弟子。落浦和尚回答：「貴

人不借衣」意謂證悟者的生命境界獨立自主，不必依恃任何外在的憑

藉。夾山和尚雖然沒有明言，但是他救火並說「大江沉盡小江現」，實

際上已隱含著付法的意味。在確定嗣法有人之後，他立即示寂。落浦和

尚圓寂前渴望嗣法者的出現，可惜從上座卻沒有挑起法脈的絕對自信與

決心，落浦和尚因而以「槌胸哭蒼天」表達椎心之痛。凡此，都仍可以

隱約看到禪宗門人重視付法的使命與傳統。 

東土祖師不再付法之後，「遺囑」便成為禪師圓寂前的最後教示。

彙整禪師遺囑的內容，有如下三種： 

1、有關後事的遺囑 

禪宗是物欲淡薄、儉樸自守的宗派，對於肉身也是淡然處之，因此

較少見到有關後事的遺囑，此類只有兩則。如「青林和尚」條：「師遷

化時，遺囑焚而颺於風，師不許安立墳塔。端然化矣。」（V8，頁 189）

記載青林和尚（？－904）交代處理遺體的後事。要求門人火葬之後，

讓骨灰隨風飄散天地間，不要為他建立墳塔。青林和尚展現的是不執著

於肉身的灑脫與自在。又如前面曾引述的「仰山和尚」條：「仰山諮溈

山云：『只如六祖和尚臨遷化時，付囑諸子：『取一鍉鋌可重二斤，安吾

頸中，然後漆之。』」（V18，頁 407）亦是有關遺體處理的囑咐。 

2、有關寺務的遺囑 

禪宗的遺囑較少涉及世間俗務，有關寺務的安排與交代，只見到一

則，即「雲門和尚」條：「復出甌閩，止于韶州靈樹。知聖大師密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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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益固留連。去世後，付囑住持。」（V11，頁 248）記載知聖大師的遺

囑，要求由雲門和尚（864－949）接任該寺的住持職務。 

3、遺誨 

禪師總是慈悲為懷，即使是即將圓寂的時刻，仍孜孜不倦的教誨門

人。比如「上藍和尚」條：「大順元年正月十五日，聲鐘集眾，遺誨訖，

端然化矣。」（V8，頁 194）「龍潭和尚」條：「示誨遺誡諸徒，則以子時

便當順寂。」（V13，頁 297）兩位禪師都是進行最後的教誨之後才示寂。

東土祖師的遺誨有 14 則： 

(1) 臨行時謂眾云：「吾雖西逝，理無東移。」（V5「道吾和尚」，頁

125） 

(2) 忽告諸徒：「捫空追響，勞你神耶？夢覺覺非，覺有何事？」

言訖，宴坐安詳，奄然順化。（V5「德山和尚」，頁 130） 

(3) 天復元年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堂

上座參省，師顧視云：「汝等在此，粗知遠近。生死尋常，勿

以憂慮。斬釘截鐵，莫違佛法。出生入死，莫負如來。事宜無

多，人各了取。」（V8「雲居和尚」，頁 177） 

(4) 師臨遷化時上堂昇座……師卻云：「欲報師恩，無過守志；欲

報王恩，無過流通大教。……」（V9「羅山和尚」，頁 215-216） 

(5) 師元和十三年化緣周畢……慇懃叮囑。囑累開俞門徒云：「妙

色真常，本无生滅。法身圓寂，寧有去來。千聖同源，万靈一

轍。吾今示滅，不假興哀。無強勞形，須存正念。儻遵此命，

真報我恩。若固違言，非吾弟子。」（V15「五洩和尚」，頁 334-335） 

(6) 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邁。

汝等安栖雲谷，永耀法燈。」（V17「雙峰和尚」，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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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師臨順世時，鼯鼠叫，師告眾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

人善護持，吾今逝矣。」（V15「大梅和尚」，頁 336-337） 

(8) 忽於文德二年己酉四月末，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

汝等莫以世情淺意，亂動悲傷，但自修心，不墜宗旨也。」（V17

「溟州窟山故通曉大師」，頁 378） 

(9) 至中夜，告徒弟等云：「女等見聞覺知之性，與虛空同壽，猶

如金剛不可破壞。一切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是故經云：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言已，跏趺，奄然而化。（V15

「汾州和尚」，頁 339） 

(10) 師臨遷化時偈曰： 「我路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

黃葉送風還。」（V8「疎山和尚」，頁 191） 

(11) 造偈曰：「大江沉盡小江現，明月高讟法自流。石牛水上臥，

影落孤峰。荒田聞我語，如同不繫舟。」師便示化矣。（V7「夾

山和尚」，頁 157） 

(12) 乃書二偈曰：「今年六十五，四大將離主。其道自玄玄，個中

無佛祖」。又曰：「不用剃頭，不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

偈畢，垂一足而逝。（V9「南嶽玄泰和尚」，頁 211） 

(13) 師臨遷化時，上堂云：「十二年來舉揚宗教，諸人怪我什麼處？

若要聽三經五論，開元咫尺。」便告寂。（V10「報恩和尚」，頁

230） 

(14) 大愚臨遷化時囑師云：「子自不負平生，又乃終吾一世；已後

出世傳心，第一莫忘黃葉。」（V19「臨濟和尚」，頁 429） 

彙整禪師對於門人的遺誨，其內容包含如下數項：其一，死亡是人

人必經的尋常事，勸慰門人不用悲傷，應以平常心面對禪師的死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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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肉體雖有生死變遷，但是清淨自性卻無來去變易。莫執著於禪師形

體的存在與否，而應從覺悟的角度看待生命的起落。其三，學習從覺悟

的視角思考生命的意義，才是「自修心」、「存正念」，才能維護禪門宗

風「不墜宗旨」。這麼做才是報答師恩。其四，「流通大教」、「永耀法燈」

是禪宗門人不可或忘的使命。其五，揚升生命至覺悟的境地，是回報師

恩最好的方式；教導世人至於覺悟的境地，則是回饋社會最好的途徑。

其六，禪師在世無時無刻不在示範寬坦自在的覺悟心境，將禪師的教導

落實於自己的生命情境中，才是善盡弟子的義務。 

（三）死亡與祥應 

東土祖師的死亡書寫，包含著死亡的時間點、導致死亡的原因、死

亡時的姿態、死亡的開展歷程、死亡時所出現的祥瑞現象等五個面向。

以下分別說明之。 

1、死亡時機 

西土祖師通常是付法之後立即示寂，東土祖師付法之後通常不立即

圓寂。六祖以後的祖師不再付法，因此多數祖師是交待遺誨之後圓寂。

若是預知時至的祖師，在交待遺誨之後，短則瞬間圓寂，長則數日間圓

寂。比如「雙峰和尚」條：「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

有涯，吾須遠邁。汝等安栖雲谷，永耀法燈。』語畢，怡然遷化。」（V17，

頁 391）雙峰和尚即是交待遺誨之後即刻圓寂。又如「雲居和尚」條：「天

復元年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堂上座參省，

師顧視云：「……。」至二年壬戍歲正月二日，問侍者：「今日是幾？」

云：「新歲已二。」師曰：「吾出世來恰三十年，亦可行矣。」三日寅時

終焉。（V8，頁 177）雲居和尚在交待遺誨四日後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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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亡原因 

導致東土祖師死亡的原因，可以歸納出自然死亡、示疾而卒、遭橫

逆而亡等三種類型。茲說明如下。 

（1）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是最常見的類型，比如「德山和尚」條：「咸通六年乙酉

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言訖，宴坐安詳，奄然順化。」（V5，

頁 130）；又如「投子和尚」條：「師於甲戊歲四月六日跏趺端坐，俄然

順化。」（V6，頁 134）；德山和尚與投子和尚，都是在沒有病痛的情況下，

安詳端坐，很快就過世。 

（2）示疾而卒 

因疾病而過世，也是人間常見的死亡原因。東土祖師示疾而過世的

有六則，如： 

(i) 師自會昌辛酉年忽示疾，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V5「雲嵒和

尚」，頁 120） 

(ii) 師大和九年乙亥之歲九月十一日，有人問：「伏審和尚四體違

和，可殺登痛，還減損也無？」師曰：「者與摩地不登痛作什

麼？……打鐘三下便告寂。」（V5「道吾和尚」，頁 125） 

(iii) 雪峰舉石霜病重時，有新到二百來人未參見和尚，惆悵出聲啼

哭。石霜問監院：「是什麼人哭聲？」對云：「二百來個新到，

不得參見和尚，因此啼哭。」師云：「喚他來隔窗相看。」侍

者便喚他，新到一際上來隔窗禮拜問：「咫尺之間為什麼不覩

尊顏？」師云：「遍界不曾藏」。（V6「石霜和尚」，頁 151） 

(iv) 天復元年辛酉歲秋，忽有微疾……三日寅時終焉。（V8「雲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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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頁 177） 

(v) 師明晨遷化，今日晚際，院主問：「和尚四體違和，近日如何？」

師曰：「日面佛，月面佛。」（V14「江西馬祖（709－788）」，頁

308） 

(vi) 師欲順世時患口風。師乃集眾，上堂告云：「還有人醫得吾口

麼？有人醫得，出來！」再三徵，無人祇對。師云：「若無人

解醫，老僧自醫。」師遂以手推正，告寂。（V19「大隨和尚」，

頁 433） 

歸結東土祖師示疾的記載，可以發現：其一，禪師示疾，往往也具

有教化門人的功能。比如大隨和尚可以患口風，也可以自行推正。禪師

藉此表達覺者不受肉體束縛，不為疾病羈束的大自在。其二，禪師經由

疾病展現生老病死的無可迴避，但是即使肉身承受病痛，心靈依舊可以

保持「日面佛，月面佛」的平和寧靜。禪師如何面對病苦，「石霜和尚」

條云： 

病僧問：「劫火洞然時如何？」師云：「來時不知有，去亦任從伊。」

僧曰：「爭奈即今羸劣何？」師云：「須知有不病者。」僧云：「病

與不病相去幾何？」師云： 「悟即無分寸，迷則隔山歧。」僧

云：「前程事如何？」云：「雖然黑似柒，成立在今時。」此僧峭

然便去。（V6，頁 150） 

「劫火洞然」原指火災中燒盡一切物之情況，12此處應當是用來比

喻熾烈的病痛，其痛楚有如烈火燃燒一般。石霜和尚教導他全然的接納

身體的疼痛與變化，不要去分析與分辨病痛的起伏，而是融入病痛中，

                                                 
12 參考《望月佛教大辭典》「劫火」條，卷 2，頁 1036 下。以及電子版《佛光

大辭典》「劫火」條。 



 

                                  《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東土祖師為核心 

 
 

 47 

隨著病痛的節拍而運作。病僧擔心虛弱的自己，即將失去肉身。石霜和

尚提醒他，還有不變易的覺悟在。病僧接著問現實世間與覺悟境界之間

的差距有多遙遠？石霜和尚告訴他，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接受自性本

自清淨的觀點。病僧在石霜和尚的教導之後，安心的迎接死亡的降臨。

此項資料雖然是禪師教導病僧的記載，但是其觀點應當有助於理解禪師

面對疾病的態度。 

（3）遭橫難而亡 

善終是多數人期待的死亡方式，然而即使是覺悟的聖者，也得面對

非自然的死亡方式。東土祖師遭遇橫難而喪生的記載有四則： 

(i) 師付法已，又告惠可曰：「吾自到此土，六度被人下藥，我皆

拈出。今此一度，更不拈出，吾已得人付法。」……師曰：「吾

則去矣，不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楊衍而問：「是

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曰：「吾寧往矣，終不明

焉，恐損此人。」（V2「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頁 46-48） 

(ii) 師告曰：「……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賜袈裟以為法信。

汝聽吾偈曰：「……。」說此偈已，告璨曰：「吾往鄴都還債。」……

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

師至彼寺門說法，集眾頗多。法師講下人少。辯和怪於師，遂

往縣令瞿仲侃說之：「彼邪見道人，打破講席。」瞿令不委事

由，非理損害而終。（V2「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頁 49-50） 

(iii) 師平生預有一言：「者老漢去時，大吼一聲了去。」以中和五

年乙巳歲，天下罹亂，凶徒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臨

刃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V7「巖頭和尚」，

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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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乾府五年，遇黃巢兵馬償債而終。臨刃之時，白乳涌高數尺。

蓋大權化跡，莫可測。（V19「觀和尚」，頁 431） 

菩提達摩因他人的嫉妒，而六度被人下藥。此六次的毒害都被排

除，沒有成功。然而在付法與慧可之後，菩提達摩決定不處理第七次的

毒害，讓自己因毒害而身亡。菩提達摩寧願因毒害而身亡，也不願意指

出兇手，這是大慈悲心的展現。慧可禪師因為佛教宗派間的非理性競

爭，身遭誣陷而被官府殺害。慧可禪師是從償還宿債的觀點去理解與詮

釋這個橫逆。巖頭和尚、觀和尚都死於兵亂之中，他們不但從償還宿債

的觀點解釋這些災難，同時也運用大吼一聲、白乳涌高數尺等異象，表

現出超越肉體極限的灑脫。 

3、死亡的姿態 

西土祖師臨終時的姿態，大抵有於座上入定、在空中入滅、採立姿

入滅等三種類型。13東土祖師則有右脇而臥、結跏趺坐、倒立、垂一足、

自甓甃遂門而卒等五種類型。東西土祖師們豐富多變的死亡姿態，彰顯

著禪宗祖師離世時的自由與自在。他們嘗試使用奇異的新姿態，固然帶

有互別苗頭的諧謔意味。但也可由此看出禪宗祖師挑戰死亡、挑戰肉體

極限的勇氣。 

（1）右脇而臥 

右脇而臥是佛陀涅槃時的姿態，禪師雖然敬仰佛陀，但是當他們離

世時，卻多數採用結跏趺坐的方式。右脇而臥者只有兩則，即「東國慧

目山和尚」條：「十五日未曙，遽命侍者撞無常鐘，脇席而終。」（V17，

                                                 
13 詳見蔡榮婷，〈《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佛陀與西土祖師為核心〉，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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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5）；「溟州窟山故通曉大師」條：「五月一日右脇累足，示滅于窟山

寺上房。」（V17，頁 378）這兩則的傳主都是朝鮮的禪師。 

（2）結跏趺坐 

結跏趺坐的方式，是禪師最常採用的姿態。如「德山和尚」條：「宴

坐安詳，奄然順化。」（V5，頁 130）；「投子和尚」條：「跏趺端坐，俄然

順化。」（V6，頁 134）；「本仁和尚」條：「師跏趺坐，香煙盡，師端然遷

化矣。」（V8，頁 188）；「五洩和尚」條：「端坐繩床，……師正坐叠掌收

光，一剎那間便歸圓寂。」（V15，頁 334-335）；「汾州和尚」條：「跏趺，

奄然而化。」（V15，頁 339）；「龐居士」條：「其女尋則據床端然而化。」

（V15，頁 350）；「古靈和尚」條：「師乃端坐而告寂。」（V16，頁 368）

等均是採結跏趺坐的方式離世。 

（3）倒立 

採倒立姿態的只有一則，即「鄧隱峰和尚」條：「師因行至五臺山，

金剛窟前倒立而逝。眾妨聖窟，擬易處荼毗，竟莫能動。先有親妹，出

家為尼在彼，及諳其兄行跡，遂近前呵云：『師兄平生為人，不依法律，

死後亦不能侚於世情。』以手推倒，眾獲闍維。」（V15，頁 339）鄧隱峰

和尚不但採取倒立姿態，而且沒人能夠移動其遺體。根據其妹的說法，

他是「不能侚於世情」，亦即他是有意識的挑戰禪門的傳統、世俗的尺度。 

（4）垂一足 

垂足是即將起而行的姿態，此類型有兩則，亦即「丹霞和尚」條：

「乃戴笠子，策杖入屨，垂一足未至地而逝。」（V4，頁 102）；「南嶽玄

泰和尚」條：「偈畢，垂一足而逝。」（V9，頁 211）。丹霞子淳禪師（1064

－1117）作外出的裝束，垂足將起而行，卻在足未點地之時溘然長逝。

此姿態亦隱含著遠行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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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甓甃遂門而卒 

此類型只有一則，亦即「普化和尚」條：「師得一日手擎函板遶郭

辭人云：『我遷化去。』眾人雲集相隨東門而出。云：『今日不好。』二

日南門，三日西門，人眾漸小不信。第四日北門而出，更無一人隨之，

自甓甃遂門而卒矣。」（V17，頁 379）甓甃是磚壁。此則記載普化禪師周

遍宣告自己即將辭世的訊息，引發好事者的好奇心，爭相追隨，然而連

續數日，他都沒有死亡的跡象，因此再也沒有人願意追隨。至第四日，

他沿磚壁而行至門邊即過世。這是在行走的過程中離世。 

4、死亡的歷程 

敘及東土祖師死亡歷程的記載，總共有 18 則。其中 11 則有較多的

共通性，可以彙整出東土祖師大致的死亡歷程。此 11 則是： 

(1) 飯食訖，敷坐被衣，俄然異香滿室，白虹屬地，奄而遷化。（V2

「慧能和尚」，頁 60-61） 

(2) 來晨令修齋，食畢聲鐘，集眾焚香，緇素擁遶。師跏趺坐，香

煙盡，師端然遷化矣。（V8「本仁和尚」，頁 188） 

(3) 告門人，令備湯，沐訖云：「吾將行矣。」乃戴笠子，策杖入

屨，垂一足未至地而逝。（V4「丹霞和尚」，頁 102） 

(4) 澡浴焚香，端坐繩床，大集僧眾，慇懃叮囑。……師正坐叠掌

收光，一剎那間便歸圓寂。（V15「五洩和尚」，頁 334-335） 

(5) 乃作行次，剃髮沐浴，至中夜，告徒弟等云：「……」言已，

跏趺，奄然而化。（V15「汾州和尚」，頁 339） 

(6) 令女備湯水，沐浴著衣。於床端然趺坐，付囑女巳，告曰：「你

看日午則報來。」……其女尋則據床端然而化。（V15「龐居士」，

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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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剃髮澡浴，焚香聲鐘，集眾告云……師乃端坐而告寂。（V16

「古靈和尚」，頁 368） 

(8) 良久之間，問大眾：「如今是什麼時？」對云：「未時。」師曰：

「與摩則打鐘。」打鐘三下便告寂。（V5「道吾和尚」，頁 125） 

(9) 剃髮被衣，令擊鐘，儼然而往……大眾號慟。師復覺曰：……

至八日使開浴，浴訖，端坐長往。（V6「洞山和尚」，頁 148） 

(10) 聲鐘集眾，遺誨訖，端然化矣。（V8「上藍和尚」，頁 194） 

(11) ……十五日未曙，遽命侍者撞無常鐘，脇席而終。（V17「東國

慧目山和尚」，頁 375） 

彙整上述記載，可以發現東土祖師的死亡歷程雖有詳略差異，但是

大抵而言，多數是以「備湯→剃髮→沐浴→敷坐被衣→焚香→聲鐘→集

眾」的方式展開，少數是以「飯食→被衣→聲鐘→焚香→集眾」的方式

展開。此中也會略有差異，如同樣是著衣，丹霞和尚「戴笠子，策杖入

屨」作出門遠行的打扮。 

除了上述的通則之外，還有一些較為特殊的歷程，如有三則臨終前

詢問日期或時辰的記載： 

(1) 至二年壬戍歲正月二日，問侍者：「今日是幾？」云：「新歲已

二。」師曰：「吾出世來恰三十年，亦可行矣。」三日寅時終

焉。（V8「雲居和尚」，頁 177） 

(2) 師自天復元年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嵒師翁年六十二，

洞山先師亦六十二，曹山今年亦是六十二也。好趁慣作一解

子。」至閏六月十五日夜，問主事曰：「今日是何日月？」對

云：「閏六月十五日。」師云：「曹山一生行腳，到處只管九十

日為一夏。」至來日辰時，師當化矣。（V8「曹山和尚」，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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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士臨遷化時……付囑女巳，告曰：「你看日午則報來。」（V15

「龐居士」，頁 350） 

雲居和尚因住世傳法已屆滿三十年，曹山和尚則是因為師門都是六

十二歲示寂，因此在查對時間之後示寂。龐居士則是等待正午時刻示

寂，因此要求女兒代為查對時間。此外，還有兩則辦齋會之後示寂的記

載：  

(1) 師自咸通十年己丑歲三月一日剃髮被衣，令擊鐘，儼然而往，

大眾號慟。師復覺曰：「夫出家兒心不依物是真修行，何有悲

戀？」則呼主事僧，令辦愚癡齋。主者仰戀，漸辦齋筵，至七

日備。師亦少食竟日。（V6「洞山和尚」，頁 148） 

(2) 九年秋解夏之始，忽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你等宜

設無遮大會，14以報百巖傳授之恩，終吾志也。」（V17「東國慧

目山和尚」，頁 375） 

洞山和尚原已示寂，然而由於門人過於悲慟而復生，並傳令準備「愚

癡齋」。留世七日後再度示寂。東國慧目山和尚則是在臨終前設齋報答

師恩。此外，還有三則比較獨特的死亡歷程： 

(1) 師乃一日忽然喚典座，典座來。師示曰：「會麼？」曰：「不會。」

師便把枕子當面拋之，乃告寂。（V4「天皇和尚」，頁 94） 

(2) 告眾曰：「法堂倒也，法堂倒也。」眾人不測，遂把物撐之。

師拍手大笑曰：「汝不會我意。」師遂告寂。（V4「藥山和尚」，

頁 111） 

(3) 自燒卻門屋，謂眾曰：「苦哉！苦哉！石頭一枝埋沒去也。」

                                                 
14 無遮，寬容而無遮現之謂。不分賢聖道俗貴賤上下，平等行財施及法施之法

會，稱為無遮會。參考《望月佛教大辭典》「法會」條，卷 5，頁 4547 中；

以及電子版《佛光大辭典》「無遮會」條。 



 

                                  《祖堂集》死亡書寫研究──以東土祖師為核心 

 
 

 53 

樂蒲出來云：「聽也埋沒去，自有青龍在。」師問：「青龍意旨

如何？」對曰：「貴人不借衣。」師便救火，因此造偈曰：「……」

師便示化矣。（V7「夾山和尚」，頁 157） 

天皇和尚拋卻枕子而示寂。藥山和尚以「法堂倒」暗喻自己即將死

亡，並以拍手大笑的方式示寂。夾山和尚則是在臨終前放火燒屋，藉以

勘驗弟子。死亡原本帶有悲傷淒愴的氣息，但是此三則類似行動劇的死

亡歷程，卻盡掃死亡的陰霾，反而使死亡事件充滿生動活潑的氣息。 

5、死亡時的祥應 

東土祖師死亡時的吉祥瑞應，共有五則記載： 

(1) 飯食訖，敷坐被衣，俄然異香滿室，白虹屬地，奄而遷化。（V2

「慧能和尚」，頁 60-61） 

(2) 師正坐叠掌收光，一剎那間便歸圓寂。（V15「五洩和尚」，頁

334-335） 

(3) 師長慶癸卯歲終，春秋八十。時井泉涸，異香馥郁。（V15「東

寺和尚」，頁 339） 

(4) 語畢，怡然遷化……五色之光，從師口出，蓬勃而散漫于天。

（V17「雙峰和尚」，頁 391） 

(5) 乾府五年，遇黃巢兵馬償債而終。臨刃之時，白乳涌高數尺。

（V19「觀和尚」，頁 431） 

東土祖師死亡時的吉祥瑞應，屬於身外事物的有：白虹屬地、時井

泉涸、異香馥郁，屬於身內事物的有：叠掌收光；口出五色之光，蓬勃

而散漫于天；臨刃之時，身涌白乳。 

（四）後事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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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集》敘及東土祖師的後事，很少提及喪葬儀式。目前所見唯

有「石頭和尚」條：「思和尚遷化。師著麻一切了。」（V4，頁 91）；「石

室和尚」條：「在後木口出世，數年後遷化。主事差兩人往洞山達哀書。」

（V5，頁 128）；「石霜和尚」條：「問：「道吾忌日，和尚何不設齋？」師

云：「我因他得無三寸，所以不將這個供養。」（V6，頁 150）由此可知石

頭和尚（700－790）在青原行思和尚圓寂後，曾為師父披麻守喪。後木

口和尚圓寂後，寺方曾派門人送哀書給洞山。以及禪師忌日，理應設齋

供養。除此之外，《祖堂集》有關後事處理的記載，主要集中在遺體的

處理、靈骨的供養、死亡後的祥應等三方面。今分別說明如下。 

1、遺體的處理 

禪師的遺體通常採用火葬或全身入塔的方式，其處理過程通常由門

人負責。不過也有例外。比如「南嶽玄泰和尚」條：「平生高潔，手下

不立門徒。其遊禮僧或聚或散，故無常准。師來晨遷化，今日并無僧到，

自出山口，喚得一人，令備香薪於山所訖，被衣而坐，乃書二偈曰……

偈畢，垂一足而逝。」（V9，頁 211）南嶽玄泰和尚沒有門徒，因此他的

後事必須自己安排。他不是向諸山長老求援，而是到山下隨機找幫手，

安排妥當之後，寫下遺偈就安然而逝。這樣的過程，也可以看出禪師等

視生死，面對死亡坦然自在的氣度。又如「青林和尚」條：「師遷化時

遺囑焚而颺於風，師不許安立墳塔。端然化矣。」（V8，頁 189）青林和

尚瀟灑的離世，叮囑火化後讓骨灰隨風飄散天地之間，悉數回歸大自

然，連一片遺骨都不留下，更不允許門人建塔供養，由此可以看到東土

禪師對於色身了無眷戀、了無執著的豁達態度。 

2、靈骨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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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土祖師的遺體有兩種類型：其一，是全身舍利。「全身舍利」是

指歷經時空變遷，肉身不腐朽潰爛，仍能維持生前形貌的佛教聖者遺

體。15依據《祖堂集》的記載，禪宗東土祖師留下全身舍利的有三則：

如「仰山和尚」條云：「仰山諮溈山云：『只如六祖和尚臨遷化時，付囑

諸子：『取一鍉鋌可重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漆之。』」（V18，頁 407）則

六祖慧能的遺體即是肉骨不壞的全身舍利。又如「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

條：「葬後二年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貌端然，無異常日。」（V2，

頁 52）；「龜洋和尚」條：「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浸，乃發看。見師全

身水中而浮。」（V15，頁 346）這些都是有關全身舍利的記載。其二，荼

毗後的靈骨與舍利。東土祖師荼毗後，往往燒出數量龐大的舍利，如「永

泰和尚」條：「茶毗得舍利五千餘粒。」（V15，頁 337）；又如「石室和尚」

條云：「在後木口出世，數年後遷化。主事差兩人往洞山達哀書。僧持

書到洞山達一切了，洞山問兩人：『和尚遷化後作麼生？』對曰：『荼毗』

洞山曰：『荼毗了作麼生？』對曰：『拾得二萬八千粒舍利。一萬粒則納

官家，一萬八千粒則三處起塔。』」（V5，頁 128）；又如「華嚴和尚」條

云：「荼毗舍利四處起塔。」據此，燒化的舍利除了多處起塔供養之外，

有部分甚至必須交由官方供養。 

3、死亡後的祥應 

東土祖師死亡後的吉祥瑞應，共有七則記載： 

(1) 滅度後三年，魏使時有宋雲西嶺為使，卻迴逢見達摩手攜隻

履，語宋雲曰：「汝國天子已崩。」宋雲到魏。果王已崩。遂

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及開塔唯見一隻履，卻取歸少林寺供

                                                 
15 參考電子版《佛光大辭典》「肉身菩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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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V2「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頁 46-48） 

(2) 葬後二年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貌端然，無異常日。自

茲已後，門人更不取閉。（V2「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頁 52） 

(3) 後焚得靈骨，一節特異清瑩，其色如金，其聲如銅。（V5「道

吾和尚」，頁 125） 

(4) 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浸，乃發看。見師全身水中而浮。閩王

聞之，將輦取於府庭供養，擬造塔安圖，士庶瞻敬。師放氣，

闔府皆聞。閩王乃焚香啟告：「如若卻復故山，乞收氣。」師

乃放香氣，闔廓皆瞻禮。當時厚宣什物，仍安存現在本塔。（V15

「龜洋和尚」，頁 346） 

(5) 士庶皆云：「龜洋二真，至今香燈不絕。祈禱靈應不少。」（V15

「陳禪師」，頁 347） 

(6) 凡是國家祈禱，靈應生民，迄至于今，香燈續焰。天龍仰衛，

士庶傾瞻，號龜山二真身。（V17「正原和尚」，頁 381-382） 

(7) 後以誓向韶州，禮祖師塔，不遙千里，得詣曹溪。香雲忽起，

盤旋於塔廟之前。靈鶴焂來，嘹唳於樓臺之上。（V17「溟州攠

山故通曉大師」，頁 377） 

東土祖師死亡後的吉祥瑞應，包括：1、菩提達摩和尚圓寂後遺體

神秘消失，而宋雲卻在域外遇見菩提達摩和尚。這是疑似死而復活的傳

說。禪宗不執著色身，所以除了菩提達摩和尚與洞山和尚外，不見死而

復活的記載。2、燒得顏色、聲響、質地迥異常情的靈骨。3、塔門無故

自開，四祖道信和尚的全身舍利栩栩如生。4、龜洋和尚的全身舍利放

氣、收氣自如。5、靈塔靈驗非常，香燈不絕。6、虔誠禮六祖塔，湧現

香雲與靈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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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門徒親故對於聖者死亡的反應 

門徒親故對於祖師的圓寂，大抵有悲傷、請求住世、最後的請益、

提前入滅、繼承法脈等五種反應。今說明如下： 

1、悲傷 

面對祖師的圓寂，門徒親故的第一個反應，當然是悲戀不捨。如「慧

能和尚」條：「大眾緇俗啼泣留連大師。」（V2，頁 60-61）又如「洞山和

尚」條：「大眾號慟」、「師復覺曰：『夫出家兒心不依物是真修行，何有

悲戀？』」（V6，頁 148）洞山和尚甚至因為弟子過於悲慟，多住世七日才

圓寂。 

2、請求住世 

弟子往往請求祖師久住世間，如「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條：

「楊衍作禮：『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品！』師曰：『吾則去矣，不

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V2，頁 46-48）又如「慧能和尚」條：

「大眾緇俗啼泣留連大師，大師不納曰：『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不能

違其宿命，況吾未能變易，分段之報必然之至，當有所在耳。』」（V2，

頁 60-61）面對弟子的請求，兩位祖師都沒有應允。慧能和尚拒絕的理由

有二：1、死亡是自然的變化，不應妄求改變；2、即使是像佛陀一樣的

覺悟聖者，也不能違逆有生必有死的生命法則。 

3、最後的請益 

既然死亡無法違逆，當祖師即將圓寂時，必得把握最後的請益機

會。如「石頭和尚」條：「六祖遷化時，師問：「百年後某甲依什麼人？」

六祖曰：「尋思去。」六祖遷化後，便去清涼山靖居行思和尚處。」（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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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9）；又如「雲嵒和尚」條：「師臨遷化時，洞山問：『和尚百年後，

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也無，向他作麼生道？』師云：『但向他道，只這個

漢是。』洞山沉吟底，師云：『此著一子，莽鹵吞不過，千生萬劫休。

闍梨瞥起，草深一丈，況乃有言。』師見洞山沉吟底，欲得說破衷情。

洞山云：『啟師：不用說破，但不失人身，為此事相著。』師遷化後，

過太相齋，共師伯欲往溈山。直到潭州，過大溪次，師伯先過，洞山離

這岸，未到彼岸時，臨水覩影，大省前事，顏色變異，呵呵底笑。師伯

問：『師弟有什麼事？』洞山曰：『啟師伯：得個先師從容之力。』」（V5，

頁 118）石頭和尚在六祖即將圓寂時，請教自己當依何人的教導修行。這

是關於修行的實際問題，六祖安排他去追隨青原行思和尚。洞山在師父

雲嵒和尚即將圓寂時，想把握機會請教覺悟境界的問題，但是終究決定

婉謝師父的協助，勇敢的靠自己的力量達到證悟。 

4、提前入滅 

佛陀在世時，當佛陀表示即將涅槃時，他的繼母大愛道比丘尼，弟

子舍利弗等人紛紛乞求提前入滅。禪宗東土祖師有關此類型的書寫極少

見，《祖堂集》只有一則，即「龐居士」條：「居士臨遷化時，令女備湯

水，沐浴著衣。於床端然趺坐，付囑女巳，告曰：『你看日午則報來。』

女依言，看已，報云：『日當已午，而日蝕陽精。』居士云：『豈有任麼

事？』遂起來自看。其女尋則據床端然而化。父迴見之，云：『俊哉！

吾說之在前，行之在後。』因此居士隔七日而終矣。」（V15，頁 350）女

兒略微使詐，讓即將示寂的龐居士忍不住下座察看。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女兒已經取代他的位置，安詳示寂了。女兒說走就走的功力，讓龐

居士不得不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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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繼承法脈 

師父去世之後，門人最重要的工作不是處理後事，而是繼承法脈，

不讓禪法中斷。這樣的考量，在「華亭和尚」條有清楚的呈現：「師昔

與雲喦、道吾三人並契藥山祕旨。藥山去世後，三人同議持少多種糧家

具，擬隱於澧源深邃絕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三人議畢，即俟晨去。

三人之中，花亭處長，道吾居末。至中夜，道吾具三衣白二師兄曰：『向

來所議，於我三人甚適本志，然莫埋沒石頭宗枝無？』花亭曰：『因什

麼得埋沒？』道吾云：『兩個師兄與某甲三人，隱於深邃絕人烟處避世

養道過生，豈不是埋沒？」（V5，頁 120-121）華亭德誠、雲巖曇晟與道

吾圓智，都是藥山惟儼禪師的嗣法弟子。藥山惟儼去世之後，三人原擬

一起避世隱遁。但是由於考慮到師門法脈繼承的問題，所以三人最後決

定分途而行，以各自擅長的方式度化眾生。 

三、結論 
《祖堂集》東土祖師 103 位傳主，173 則有關死亡的記載，其內容

駁雜瑣碎。本論文以開悟聖者的死亡敘事為核心，以時間先後順序為中

軸，試著將東土祖師的死亡書寫，貫串成脈絡清晰的基本架構。目前觀

察到如下的現象：首先，在用語方面，《祖堂集》標示死亡的語言，包

含：遷化、順世、滅度、歸寂、告寂、順化、示化、償債等，其中最常

使用的是遷化、順世、滅度等用語。西土禪師多數使用「涅槃」、「入滅」、

「滅度」、「入定」、「入寂定」等用語，東土的六位祖師亦是同樣用法。

但是六祖慧能以下的祖師，雖偶有少數使用「入滅」者，但是「涅槃」

則不再使用。由此可見《祖堂集》死亡書寫的用語，隱隱呈現著內在的

書寫規律。其次，《祖堂集》筆下的「死亡」，具有多重意涵，既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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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指涉肉體的凋零（一期生命的結束），也可以用來表示妄念的脫落，

或者無明蒙覆的狀態。再者，禪宗是善於靈活運用象徵、譬喻筆法的宗

教，比如以「無縫塔」象徵覺悟的境界；以「水牯牛」譬喻入世度化的

覺悟者。同樣的，禪宗也常運用象徵、譬喻的筆法來書寫死亡，如以「藐

真」、「先師靈骨」譬喻師門的禪法宗旨，又如禪師常稱留戀世間凡務的

人為「死漢」或「拖死屍」，意謂肉體雖然活著，但是心靈世界卻處於

死亡的狀態。此即是以肉體的「生死」譬喻心靈的「悟迷」。 

此外，從佛陀及西土祖師的死亡書寫看來，其核心架構是代代相承

的「付法」，但是東土祖師從六祖慧能之後，就不再傳法給單一弟子，

付法因而不再是死亡書寫的核心，其功能轉為遺誨、遺偈所取代。整體

看來，付法的形式雖然消失了，但是付法的觀念依舊存在，尋覓嗣法弟

子依然是東土禪師最重要的使命。不論東土或西土的禪宗祖師，都認為

嗣法弟子在師父圓寂之後，其首要任務不是安排處理喪葬儀式，而是繼

承法脈弘揚禪法，因此對於喪葬儀式略而不談，是禪宗死亡書寫的貫常

表現方式。 

透過《祖堂集》的死亡書寫，不難發現無論是西土祖師或是東土祖

師，均認為死亡是人生必經的自然規律，不應迴避。即使是以橫逆的方

式離世，禪師也將之視為「償債」，坦然接受這樣的結果。換言之，禪

師是抱持著欣然接受的心情面對死亡並邁入死亡的歷程。禪師視自己的

死亡為最好、最真實的教材，所以即使是臨終前的最後一刻，依舊會把

握機會啟悟門徒。 

禪師臨終時的姿態，西土祖師採用於座上入定、在空中入滅、採立

姿入滅等方式，東土祖師則有右脇而臥、結跏趺坐、倒立、垂一足、自

甓甃遂門而卒等方式。其中，禪師的死亡又以採用跏趺座者居多，由此

觀之，禪宗基本上是從「入定」的角度來呈現或詮釋「死亡」。東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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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們豐富多變的死亡姿態，顯示禪師們以無畏無懼、坦然自在、平常

無奇的心態看待死亡。視自己的死亡為遠行或大乘佛教遊戲三昧的展

現，因此禪宗祖師離世時，往往以坦誠、輕鬆、詼諧、幽默、自由自在

的態度來面對死亡的降臨，他們嘗試使用奇異的新姿態來離世，固然帶

有彼此互別苗頭的諧謔意味，但是由此也可看出禪宗祖師挑戰死亡、挑

戰肉體極限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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