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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陳時代禪詩的意境 
               

 摘要 

 

越南佛教一千年來不斷傳承創新，到了李陳時代，達到最頂峰。李陳時代的

佛教一方面有選擇性的吸收傳統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將佛教本土化，使其更適

合國內的情況和平民化。因此，李陳時代的佛教帶有其特色，不僅符合社會心理，

與生活緊密聯在一起，也在思想生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有助於寬容、仁慈的時

代出現。李陳時代佛教的精髓是禪宗，除了「直指人心、見性成佛」的宗旨，以

及破執隨緣精神之外，越南李陳時代的禪宗還有其他特徵，是禪深入生活中，服

務於國家，運用在日常生活以及日益簡易化。 

人是文學的主體又是文學的最終目標，「無位真人」就是禪詩描寫、體驗以

及自我表達的主體，又是禪詩拯救的目的。禪詩是禪哲學以及禪美學聯合在一起

的作品，而禪哲學卻只著重解決關於本體論與解脫論的問題。大乘佛教，包括禪

宗在內，都認為「萬物一體」。眾生的本體不異於世界的本體。「無位真人」或者

佛教常說的真心佛性都是禪師詩人一生所響往的目標和理想，成為真正的無位真

人就是最高意義上的解脫。這一貫性不僅表現在禪宗哲學，也在李陳的禪詩系統

中表露無遺。 

本論文的具體研究結構如下：論文第一部份是前言。第二部份的內容是指出

李陳時代禪詩中的內涵之一：通俗佛理（看清人生世事、以教輔政精神），第三

部份談論禪詩中的禪修生活（提倡隨緣自在、指點參禪修行方法），第四部份闡

述禪詩中的佛教哲理（三教思想融合、佛性平等），論文的第五部份提出李陳時

代禪詩中的生命悟境（頓悟境界、示寂入滅）。最後是論文的結論。 

   

 關鍵詞︰越南佛教、李陳時代、越南僧人、禪詩、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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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李陳時代禪師所寫的詩歌，本屬越南文學的一部份。但它對越南文學尤其是

詩歌方面，有非常大的影響力。詩人的身份很特殊，又是禪師又是皇帝。他們所

寫下作品大部份帶有佛教思想、禪宗哲理、佛門生活、各宗平等這類課題。 

雖然在詩作中談到這些課題，但他們的作品仍然具備了愛國愛人精神，這點

也是李陳時代禪詩最大特色。禪詩的詩詞所樹立人的形象，那個形象區別於一般

尋常人，「他」具備了︰無畏、無言、無心、忘掉、自由、超越宇宙萬物、達到

一切皆空同等佛祖、感情豐富入塵隨緣但踏入無限的空間，進入無限的時間，最

後合為一體。因此，可以說李陳時代禪師所寫的詩歌是獨特的，在其他的詩歌無

法找到。 

李陳禪詩的內容分兩類︰一者闡述佛教哲理，屬這類型的禪詩表現形式有讚

偈、頌偈、了悟偈。關於第一類作品，李朝佔有 139/148（94%）總作品，而陳朝

卻佔有 182/257（70%）總作品。第二類作品是屬於抒情詩，這類是禪詩的開放性

寫法，作者主要寄託心情或許作者想要表達己見而借由詩歌來說話。數量作品較

少，李朝有 9 首詩（6%）總作品，陳朝卻佔有 75 首詩（30%）總作品。 

筆者根據上面所陳述，進一步分析李陳時代禪師所留下的詩作內容分為四個

面向來討論︰第一類屬於通俗佛理，二者為禪修生活表現，三是佛學哲學思想層

面，最後為生命悟境體會。將李陳禪詩的內容如此分類，較方便分析討論。 

  

二、通俗佛理 

     

    首先，對於李陳時代禪師的詩作內容，進行分析其通俗佛理層面，筆者分為

兩個面向討論︰其一是以教輔政精神，作者身為禪師也時時關心國事，以天下百

姓為自己關懷的對象。其二是看清人生世事，主要內容闡述「生、老、病、死」、

「無常、苦、空、無我」，這一切人與萬物共同現象。從實際作品來看，亦容易

看見這些主題的表述。 

 

（一）以教輔政精神

 

李陳時代的這些禪師不僅精通教典，智慧淵博，而且富有慈悲之心、愛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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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安邦治國做出很大的貢獻，也為百姓帶來幸福。李陳禪詩有非常多詩句提

到這點，如︰定空禪師（703-808），師屬毘尼多流支禪派第八代禪師。他在故鄉

建寺時，發現瑞兆知道國運興隆於李氏。師一心擁政李氏王朝，在他詩作中有兩

首帶有這意味︰ 

第一首︰ 

 

  法器出現，十口銅鐘。 

  李氏興王，三品成功。1

 

第二首︰ 

 

十口水土去，古法名鄉號。 

雞居鸞月後，正是興三寶。2

    

丁羅貴禪師（852-936），師屬毘尼多流支禪派第十代禪師。他對於李氏王朝

十分肯定，也認為李氏有「真命天子」、「興隆佛法」的一代王朝。其詩作中有一

首詩題為〈種綿樹〉，其詩詞的內容特別，禪師還使用借字手法來表示︰「十八

子」為「李」字，意旨李朝，也為未發生之事先行預告詩云︰ 

 

      大山龍頭起，糾尾隱朱明。 

      十八子定成，綿樹現龍形。3

 

黎朝末年，萬行禪師(938 -1025)也關心於國運，先預知改朝換代之事做準備。

其一〈國字〉詩云︰ 

        

       蓋三月之內，親衛登住社稷。 

       落茶印國字，十口水土去，遇聖號天德。4

                                                 
1吳德壽、阮翠娥譯注《禪苑集英》，越南文學出版社，1990 年，頁 176。  
2吳德壽、阮翠娥譯注《禪苑集英》，越南文學出版社，1990 年，頁 177。 
3吳德壽、阮翠娥 譯注《禪苑集英》，越南文學出版社，1990 年，頁 178。 
4《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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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十口水土去」，意謂「古法」，古法鄉是李公蘊未稱帝之前，為「親衛

官」之地。「聖號天德」是指李太祖（1009-1028），他是越南李朝第一代國王，非

常慈悲仁德、又信奉佛教，當時人的生活很幸福很平安。 

其二〈揭榜示眾〉，詩意也不在言外︰ 

 

      蒺藜沉北水，李子樹南天。 

四方戈幹靜，八表賀平安。5

 

萬行禪師也獻言於李太祖皇帝曰︰「今天下之姓，李最多，無不親衛寬慈仁愛。

頗得眾心而掌兵柄者，宗族萬民，舍親衛其誰當之？」6這些話出於愛國親切的

心，已經成為後來者學習的榜樣。 

    禪師們的為國愛人精神還表現在關心國家社稷邊疆之軍務。這種形情在匡越

禪師（933-1011）的〈王郎歸〉詩意非常濃厚︰ 

 

      祥光風好錦帆張，遙望神仙複帝鄉。 

萬重山水涉滄浪，九天歸路長。 

人情慘切對離觴，攀戀使星郎。 

願將深意為邊疆，分明奏我皇。7

 

915 990法順禪師（ – ），在李皇帝問起國運時，禪師也寫下一首題為〈答國

王國祚之問〉，其詩內容很清楚： 

                                     

國祚如藤絡，南天里太平。 

8無為居殿閣，處處息刀兵。

 

    此外，禪師們為國的形象也表現在李仁宗皇帝對萬行禪師的追贊詩雲︰「萬

                                                 
5《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7。 
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7。 
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09。 
8《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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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行融三際，真符古讖詩。鄉關名古法，拄錫鎮王畿。」 李陳時代的禪師拿著錫

杖保衛京都之事，使我們想起胡志明( )越南主席 持著拐杖爬山看戰事的形象︰

「攜杖登山觀陣地，萬重山擁萬重雲。義兵壯氣吞牛鬥，誓滅豺狼侵略軍。」10

在其中，有一位非常勇敢正直、敢怒敢言，那就是阮常禪師。禪師看不慣李

高宗皇帝沉迷於巡遊，荒廢朝政。師進言曰︰「今主巡遊無度，政教乘離，下民

愁困，至此愈甚。而日聞哀怨之音，無乃亂亡之兆乎？」
11

圓證禪師也曾奉勸陳太宗皇帝(禪師)說︰「凡為人君者，以天下之欲為欲，

以天下之心為心。今天下欲迎陛下歸之，則陛下安得不歸哉？然內典之研，願陛

下毋忘斯須耳！」
12陳太宗皇帝(禪師)也聽從圓證禪師的勸言而且還發願︰「就

若以身為天下之先也。」13

這個特點也可以在玄光禪師的詩歌中找到，他的〈哀俘虜〉描寫的很生動： 

 

刳血書成欲寄音，孤飛寒雁塞雲深。 

幾家愁對今霄月，兩處茫然一種心。14

 

作者借著大雁孤單在寒冷之中的形象，表示他對流放他鄉的囚人的同情心，

同時也是作者自己的思鄉之感。這首詩使讀者非常感動，也顯示禪師慈愛之心廣

大，對於戰俘殺害自己同胞的敵人也表達心疼，這樣的慈悲心出於他的平等心，

認為人雖然有種族分別、有國籍區分，但一切眾生皆有佛性，所以人人應該互相

尊重互相愛惜。這才是世界和平，人人安樂的好方法。 

總合上述八首詩，可以證明李陳時代禪師們為人忘我、為愛國愛民的精神。

這是佛教的慈悲精神，慈悲心的實際行動。它也是越南傳統愛國精神、越南人文

精神。 

 

（二）看清人生世事 

                                                 
9《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32。  
10 胡志明《獄中日記．登山》。   

11《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27。 
12《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5。  
13《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5。 
1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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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世事就一般人的生活而言，苦樂參半，有時無法跳脫煩腦與痛苦。這些在

禪師們的慧眼，他們了悟「緣起法」(佛教術語) ，看透人生世事，以他們的修行

體會的道理教導他人。他們勸人止惡行善、持戒佈施、念佛修行、愛人愛己……，

這是佛教基本教理。因此，在本節筆者分析李陳時代的禪師詩歌中，其對人生世

事的看法如何？ 

首先，論及禪師們對生死的看法。他們認為生死是萬物之常情，人必須要接受

與面對，並自信的生活。陳太宗皇帝（禪師）〈勸眾〉詩這麼寫︰ 

 

  生老病死，理之常然。 

 

陳仁宗皇帝（禪師）將要圓寂（指佛教僧侶去世的專用語）對著法螺禪

師開示曰︰ 

生老病死，理之常然。 

…… 

一切法不生，一切法不滅。 

 

陳仁宗皇帝（禪師）的老師，慧中上士（禪師）也說︰ 

 

  夫！生死理之常然，安得悲戀，繞吾真也。 

 

妙仁禪師(1041-1113)，她也認為「生、老、病、死」是自然的規律、萬物

的真理。若要逃避這些規律的人，那之所謂無知、自纏自縛。其〈生老病死

〉詩中雲︰ 

 

生老病死，自古常然。 

欲求出離，解縛添纏。15

 

                                                 
15《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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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李陳時代禪師-詩人認為四大︰地、水、火、風，都由本質上的四

個兇剋要素構成的人體。這些要素順緣的時候相互結合，但沒有緣的時候就

分開。所以人本身就不穩定、不永恆的。實體的人受「生、老、病、死」規

律所支配，就如宇宙、萬物也照樣被「生、住、異、滅」所支配一樣。滿覺

禪師（1052-1096）的〈告疾示眾〉，作者只透過四句，十二個字以獨特、

有吸引力的形象概括上面所說的規律︰ 

 

春去百花落，春到百花開。 

事逐眼前過，老從頭上來。16

 

一般人的見解就是︰「花先開而後落」固定規律。胡志明（1809-1969），

《獄中日記‧晚景》的詩中寫︰「玫瑰花開花又謝，花開花謝兩無情」。 

    詩這麼描寫，我們就看到花的一個生活圈，開始就「開」，結束是「落」。不

過，李陳時代的禪師透過「花先開、後落」的說法畫出花連綿不絕的生化迴圈。

「春」、「百」、「花」等詞重複在一個位置，以及「去／到」、「落／開」、「眼前過

／頭上來」等每對動詞的運用指出連綿不盡的輪迴規律。「百」詞重複使用，不

僅表達「百」單位，而且指出所有東西，沒有一個可以排除在「生、住、異、滅」

規律之外。「白頭髮」這個形象被提到，寓意描寫時間的印跡，表示「生、老、

病、死」的殘酷規律。 

在人生中，有非常多的事人無法主宰，不想見到的、不想發生的，但都不能

逃脫。李白〈將進酒〉也歎曰︰「君不見！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禪師門認為人身也不過是如此，何以樂乎？圓照禪師（999-1091）的〈心空〉

詩云︰ 

 

      身如墻壁已頹時，舉世匆匆孰不悲。17

 

人身不堅固，不定時被毀滅，看到身體被毀滅時，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克服或

避免。萬行禪師(?-1018)，〈示弟子〉說︰ 

 

                                                 
1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98。  
1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93。  

 8



   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春榮秋又枯。18

 

人一生出來，就順著時間的遷移慢慢長大、生病、老化然後回到人生的

終點。這是每個人必須要走完的路程。按照佛教緣生的道理，世界上的所有

東西都是因緣生滅法。緣順就成，不合就分。人身也是如此，道惠禪師(?-1173)

的〈色身與妙體〉詩中云： 

 

      地水火風識，原來一切空。 

      如雲還聚散，佛日照無窮。19

                                      

「空」不是沒有的意思，因為其原本現有，而是不真的有，「如雲還聚散」。這個

觀念認為人身的合散相同於天雲的合散，時有時無，人身總是在運動中。有的人

卻以此為悲觀的觀點，這是否有道理呢？ 

 

三、禪修生活 

     

佛教僧侶的生活，不但辭親割愛離開家庭，也離開俗世生活。必須過著少欲

知足，物欲淡薄使生活回到單純儉樸的狀態。也讓內心保持一種寧靜澄清的境

地。而李陳時代禪師們的禪修生活較為特殊他們以大自然為有，樂於田園，心無

所求，隨緣自在，不受外在影響，看榮華富貴如浮雲，視生死如鴻毛。這些李陳

禪師們已經做到了，他們也用這樣的生活方式告訴後學者，指引修行參禪方法使

人人都能悟達佛理，了生脫死。 

 

（一）提倡隨緣自在生活 

 

李禪師們所提倡的禪修生活是逍遙自在，融身於天然萬物，為現在的生活而

努力，這是所謂「活在當下」。他們沒有追求過去，沒有沉迷於遙遠的將來。生

活的真正價值不在於遙遠的秘密，而是在於現在，很明顯的地方。《華嚴經》雲：

                                                 
18《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9。 
19《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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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人欲了知，三世一切佛，應觀法界性，一切唯心造」。20其提出一個觀點人只

要觸景無心，不依賴任何東西，那麼可以活得自由自在。如果依賴於任何東西，

就會發生二元分別、偏見執著，明亮的真性會被朦住，自我纏縛，難以解脫。禪

師–詩人們一直提醒自己的學生不要投身於二元分別關係中如︰好／醜、凡／

聖、迷／悟、智／愚，涅磐／地獄……等。這樣的偏見、執著，它們是個無形之

線捆綁自己，它們要求自己一直找回過去，追求將來，總是讓人覺得「求不得」

而感到痛苦。 

禪師們的最終心願是為了將人們從苦海、迷夢中解救出，使他們走向更光明

的道路上，體悟到真如本性。因為眾生往往被「我執」和「法執」捆綁住難以解

脫。他們說智慧之光沒有任何來源，李太宗皇帝(1000–1054)的詩中云︰「般若

真無宗，人空我亦空。」
21                                        

「人」和「我」都是空的，都是虛幻不實，為何不精進修行呢？現光禪師（﹖–

1221）在〈幻法〉詩云： 

 

幻法皆是幻，幻修皆是幻。  

二幻皆不即，即是除諸幻。22

 

覺海禪師也說，既然瞭解世界上所有東西都不真實，那麼要知道︰ 

            

花蝶本來皆是幻，莫須花蝶向心持。23

       

現光禪師又說︰ 

 

那以許由德，何知世幾春。 

無為居曠野，逍遙自在人。24

 

                                                 
20《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0，第 279 號。  
21《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42。  
22《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54。  
23《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44。 
24《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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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身在曠野，但聖賢之德時時在心，心無所求，隨緣自在。再說，現光禪

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修行者，但他還是很謙虛，向許由學習，他不拘泥於形式或

宗教。 

法螺禪師（1284–1330）很灑脫寫下如此詩句： 

 

萬緣截斷一身閑，四十餘年夢幻間。  

珍重諸人休借問，那邊風月更還寬。25
  

                                       

人要從「萬緣」中跳脫，做自己的主人，不受外在影響，所有煩惱和欲望都

可以控制住，這樣才能「一身閑」。「緣」是佛教之用語，意思是所有東西，包括

人身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緣聚就合，緣分就離。佛陀指出十二因緣法（十二因

緣就是：無明緣行，行緣識，識緣名色，名色緣六入，六入緣觸，觸緣受，受緣

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老死），構成連鎖性的迴圈圈，透過輪回的

生死圖解釋人受苦的原因，十二因緣，始源於「無明」，不瞭解萬物的本體，不

悟到真心，不透徹萬物宇宙的規律，四十年生活在夢迷中，受外緣所支配，「萬

緣截斷」之後才「一身閑」。 

「景自天造，情由心生」，或好、或壞、或智、或愚等概念都由人起心動念

而有的分別。這些不是哲學的觀念，不過能導引人們的思維，使人們走向一個自

由的空間。，這些思想體現民族和時代的人文精神，構成東亞的豪氣，形成當代

傑出人的人格、思想跟一般人不一樣，此人也當皇帝，也是戰場上的將軍，另一

方做一位禪師–隱士，也是詩人。這些人物會寫檄文鼓勵兵士抵抗敵人，敢於提

出對方的忠義榜樣，身為王侯而輕視功名，像放棄舊破的鞋子一樣遠離皇位。在

正猛烈起飛的時代中，越南禪詩人以自己的民族本領熟練的運用禪宗哲學，這造

成美好的獨特的人生觀，充滿氣色的文化的關鍵。 

所謂人要活著自由自在，解脫所有的教條規定，適應當下的生活，對於將來

不渴求、不圖謀虛幻，既然能達到「無心」，連「無心」也無，這才是究竟修行

的境界。那麼聽聽白雲守端禪師（1025-1072）的〈無心猶隔一重關〉什麼說： 

                                   

忌口自然諸病減，多情未免有時勞。 

                                                 
2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48。  

 11



貧居動便成違順，落得清閑一味高。 

雖然如是， 

莫謂無心雲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不執著色相，不執著「有」，也不沉迷於「無」，超越「有、無」二元，打滅

對佛教的迷惑。通辨禪師(? - 1134)對靈仁太后（? - 1117）的開示時，談到禪宗

的宗旨，靈仁太后因而豁然悟道寫下的詩偈︰「色是空空即色，空是色色即空。

色空俱不管，方得契真宗。」 26

「色」和「空」兩個範疇相互轉化，兩者不一樣，但這個不在於那個之外，

兩者都是相對的，超越這個相對的範疇才能獲得絕對的自由自在。 

瘋狂又開放的思想是禪與老、莊與儒的融合，但主要還是禪。隨緣而不變，

和諧而不執前的精神體現自由的安樂和喜悅。「瘋狂」這個詞帶有內容和形式上

一致的意義。人生有五個欲望，其分別是︰才、色、名、食、睡。這就是五個難

通過的關卡，任何人要達到很完美境界那麼一定破這五關。慧中上士(禪師)在〈放

狂吟〉詩中，提醒人對於日常生活就要隨緣自在： 

                                

 饑則餐兮和羅飯，困則眠兮何有鄉。  

   興時吹兮無孔笛，靜處焚兮解脫香。  

   倦小憩兮歡喜地，渴飽啜兮逍遙湯。27

  

陳仁宗(禪師)的隨緣自在風格也表現在〈居塵樂道〉： 

 

居塵樂道且隨緣，饑即飧兮睏即眠。28

 

這樣的生活多麼喜悅快樂呀： 

 

29樂吾樂兮布袋樂，狂吾狂兮普化狂。

                                                 
2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53。  
27《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78。  
28《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04。 
2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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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華、富貴和地位在禪師們的眼中如浮雲一般： 

 

咄咄浮雲兮富貴，吁吁過隙兮年光。 

胡為兮官途險阻，叵耐兮世態炎涼。30

 

他們放下這個身是因為他們認為身為眾苦之本，一切諸苦，唯身受之；

形為眾罪之藪，一切諸罪，唯身作之。何以故？因有身，故起貪瞋癡，造諸

惡業，是故依業受報，輪轉生死，經無量劫，捨身受身，備嬰諸苦。老子也

說：「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吾若無身，夫復何患」(《老子‧十三章》) 。  

因為沒有執著這個身體，所以說： 

 

適我願兮得我所，生死相逼兮於我何妨。31

 

生死是人生的大事，也是無形之門，從來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個門，使很

多人害怕。古人云：「彭祖壽高今何在，顏回命短總是空」。這個問句是挑

戰人生的殘酷規律，更為突出慧中的超脫精神。 

陳仁宗(禪師)肯定人常受到束縛是自己惹來福禍，本是沒有任何東西可

以束綁人的，只有是非之心惹來，名利之心束縛︰ 

 

誰縛更將求解脫，不凡何必覓神仙。 

  猿閑馬倦人應老，依舊雲莊一榻禪。32

 

作者透過生動的形象體現自己，借用「逐朝花落」、「隨夜寒雨」的意境來

描寫人跳脫「是非」之圈以及不貪著名利的形象： 

 

是非念逐朝花落，名利心隨夜雨寒。 

33
  花盡雨晴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

                                                 
3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79。  
3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79。  
32《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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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靜，融入於下大雨之後的山區，使景物更為靜默。景物靜默，更為

顯出報春殘的鳥聲。成道者有其豪氣，看透人生，有絕對的自由，在任何環

境下，面對於任何阻礙和危險都「心如清水」，安然快樂，對生活都是盡力

而為。這樣的情境在陳聖宗(禪師)的筆下那麼自如︰ 

 

四十餘年一片成，牢關跳出萬重扃。 

動如空穀風敲響，靜若寒潭月漏明。 

句裡五玄親透得，路頭十字任縱橫。 

有人問我何消息，雲在青天水在瓶。34  

 

陳聖宗(禪師)本是一位皇帝，他又說要從數萬地獄層跳出來？是否有誰

關他？一定不是。唯有煩惱、貪心、傲慢、偏見、懷疑等態度將他關在「煩

惱」之獄裡。四十年之後才悟道，悟道之後才可以解脫，才能安然自在︰ 

 

終日閑彈不調琴，閑門無事可關心。 

箇中曲破無人會，惟有松風和此音。 

縱橫不墮有無機，萬法紛紛總不知。 

  喫飯打眠隨處用，更無他事可應為。 
35

 

人如脫胎換骨，自己擺脫所有的束縛，顯出達道者可以在塵境也可以脫

離塵境，可以在煩惱之中，也可以脫離煩惱，順其自然，融入三界的迷茫無

際，完全自由自在。那是脫俗的人︰ 

                                 

翻身一擲出焚籠，萬事都盧入眼空。 

36三界茫茫心了了，月華西沒日升東。

 

                                                                                                                                            
3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69。  
3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9。   
3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7。  
36《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43。  

 14



雖然人不沉迷於名望地位，但仍不執著這個「不沉迷」，即不是因為厭煩富

貴，而是喜歡於荒野山區安靜之自然。在禪師的眼中，沉迷於富貴或山區的

荒野都是「沉迷」，沒有任何差別。 

禪師們的自在生活還表現在包容之心，心如虛空掩蓋所有東西，不分

別，完全解脫，安樂行道「一切無礙」︰ 

                                      

小艇長江蕩漾浮，悠揚棹撥過灘頭。 

   
37
  一聲何處新來雁，陟覺秋風徧十洲。

 

詩意的開放，表示閒人的自由心意與萬象融入一體，讓讀者隨著充滿情意的

詩韻擴大想像力。慧中的詩歌，特別是吟詩更為瘋狂，一些詩歌如：〈狂吟〉、〈佛

心歌〉、〈抽脣吟〉、〈凡聖不異〉、〈生死閑而已〉、…韻調、聲調和聲音、詩意豐

富，更為清楚地描寫逍遙自在者的心體。如阮惠芝（1938–）的所謂：「慧中詩

歌有瘋狂的特徵，體現一個人不受任何信條，也不受佛教信條的束縛。這就是構

成因瘋狂而著名的上士的思想特色的關鍵點」38。達到安然自在的心體之前，慧

中禪師曾受世塵世所束縛，在他的〈出塵〉詩中說： 

                                  

曾為物慾役勞軀，擺落塵囂世外遊。 

撒手那邊超佛祖，一回抖擻一回休。39

                                      

他的自在風格就是「無是、無非」的境界： 

 

藤鼠無端漸漸侵，歸來終老寄山林。  

柴門茅屋居瀟灑，無是無非自在心。40

                                      

儒詩中所描述的人，有時對生活有失志感，特別是為朝廷、人民祖國服務的

心願，為生活盡力貢獻的心願不成時，這些態度更為明顯。這時候，他們喜歡田

                                                 
37《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44。  
38 阮惠芝，〈陳嵩-李陳時代禪詩的奇面〉，文學雜誌第 4 期，1977 年，頁 130。  
3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35。  
4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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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生活，不想和他人相爭，安然當一個隱士，但他們還是放不下外面的生活。朱

文安（？–1370）在隱居時所寫的〈春旦〉這首詩：「身與孤雲長戀岫，心同古

井不生瀾。」41

他們仍然對於生活的熱心從不放棄︰「聽到先皇，暗地裡抹去眼淚」。這也

不難看到，儒家哲學善於改造社會，從工作行為、態度，拯救目的到「三綱五常」，

孔孟理想的責任和本分，將忠孝、氣節視為指南針，以很大的包袱立起傳世的功

名。若禪詩將有關解脫論和本體論的哲學問題形象化，中心卻是儒詩家熟悉的感

興之源，成為規約性的形象，內容不變，仍有濃厚的感情。 

若說儒者充滿心事，對社會的關係負責任，禪師們卻不同，他們因為瞭解自

然的規律，萬法的真相，人的真正本體，所以完全自由自在。段氏秋雲（1955-）

這麼說：「尋找人和萬物的真正面貌旨在回到本體（無位真人），這不是消極的態

度或者脫離生活的虛偽主義，而是為了讓生活變為更完美，瞭解生活是為了成為

生活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而不是否定生活。李陳時代的禪師為生活做出積極貢

獻的精神可以證明這一點。」42不過，他們的態度不像儒學者，他們是無為，而

其實是無不為，不是只順其自然，融合世俗，隨緣做事。禪師對生活沒有立言或

者懷著什麼抱負，依他們看法，有抱負就是自我束縛，因此只應該反映或描寫人

生的現實生活。 

禪師有時認為自己多管閒事，其實他們已經完全自由自在： 

                                

煨餘榾柮絕焚香，口答山童問短章。  

   手把吹商和采蘀，徒教人笑老僧忙。43

                                 

這也是菊堂主人陳光朝的心事：「心灰蝸角夢，步履到禪堂。春晚花容

薄，林幽蟬韻長。雨收天一碧，池凈月分涼。客去僧無語，松花滿地香。」

44

總之，李陳禪師們達到一種「對境無心」、「無住為本」之生活境界。 

 

                                                 
41《李一陳詩文》，第三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1。 

42 段氏秋雲，《李陳禪詩》，胡志明文藝出版社，1998 年，頁 108。 
4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87。 
4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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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點參禪修行方法 

 

    修行的目的是要達到悟道結果，必須有正確而且有效的方法。李陳禪師們，

各有獨特的見解與經驗，所以他們告訴學生︰修行不依賴或依靠任何東西，以自

為依怙。《法句經》云︰「以自為依怙，何有他依怙？自己善調禦，得難獲依怙。」

45慧中上士（禪師）的〈示學〉詩中也提醒弟子說： 

 

報君休倚他門戶，一點春光處處花。46

 

為了強調自力的信心，在他的〈示眾〉這首詩一開始就寫著： 

 

休尋少室與曹溪，體性明明未有迷。 

 

以及到詩的最後︰ 

            

妙曲本來須舉唱，莫尋南北與東西。47

 

詩中使用「休」詞是指勸言，但「莫」卻是個否定詞，否定的意義隨著語調

增加，從「休尋」到「莫尋」，從具體的地名（少室、曹溪）到廣闊的空間（南、

北、東、西）。陳明宗（1300-1375）的〈芥庵吟〉詩中也使用「休」這個疊詞表

示這個意義：「休休外覓苦施功，拂拂鼻孔古今同。」48

李陳禪詩幾乎是否定句的世界，否定句所占的比率為 60%，甚至同在一首詩

裡，也重複使用否定句： 

 

道無影像，觸目非遙。  

   自反推求，莫求他得。49

                                                 
45《法句經》，《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4，第 210 號。  
46《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32。  
47《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65。 
48《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813。 
4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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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家中有寶休尋覓，對鏡無心莫問禪。50

 

雖然使用同樣的否定句，但詩歌的內容卻不單調，不使讀者感到膩煩，而顯

得豐富多彩，帶來不同的色彩。詩中常用的否定詞包括：「不」、「非」、「莫」、「休」、

「無」、「勿」……等。之所以有這個特點，是因為禪詩的功能所造成的。否定詞

有特點追逼讀者走進理性思維的絕路，打破二元成見，開通隱藏在每個人深處的

智慧。 

    禪師們對自己很有信心，認為不必依賴別的勢力，也不走前人已經走過的

路。無論那是佛陀或者那是導師，或是教主所說的道路，他們都不願意走。他們

以衝天的意志創造自己新的道路，開創新的天地如廣嚴禪師（1121-1190）的〈休

向如來〉詩中云︰ 

                                 

男兒自有衝天志，休向如來行處行。51

 

這就是越南李陳禪詩精神的獨特之處，禪師們鼓勵每個人開創自己之路，不

拘泥教條，不依賴佛陀或其經典。也許這樣的說法，會讓不瞭解禪精神的人認為

他們的思想與佛教的宗旨違背，甚至對佛教沒有信任感。有些人還多想，其認為

禪師們身在佛門，心想塵事，要如何修行呢 ﹖妙仁禪師很大膽，用四句話來表

達自己的想法，其詩中云︰ 

 

迷之求佛，惑之求禪。 

禪佛不求，杜口無言。 52

 

其實，廣嚴禪師、妙仁禪師、慧中上士（禪師）的思想才是禪宗真正的精神，

那才是徹底的「破我執、法執」精神，連「我執、法執」也沒。《圓覺經》雲：「修

                                                 
5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04。  
5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21。 
52《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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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羅教，如標月指，若復見月，了知所標，畢竟非月，一切如來，種種言說，開

示菩薩，亦復如是。」53慧中上士（禪師）的〈生死閑而已〉詩中也說： 

                                   

到家須知罷問程，見月安能苦尋指。54
  

   

作者也將智者與愚者做個比較，從而突出智者的形象。這個對立關係詩中還

重複兩次︰ 

 

愚人顛倒怖生死，智者達觀閑而已。  

 

   愚人顛倒怖生死，智者達觀閑而已。
55

  

關於「智者」、「愚者」的觀念不是從一般的角度來看，而是從佛教的哲學觀

來看。人如果不瞭解善惡，不相信因果，不懂無常規律，觀察不到萬法的真相，

特別是不能悟達佛性，這是愚者。相反的，人會怕因果，懂善惡，時時體悟無常

生滅，看清楚萬物的真性和實相，最高的境界是悟到「無位真人」這是智者。形

容愚者，如口渴的長頸鹿追太陽，西跑東跑，一直不停。  

與禪師們的想法不同，阮秉謙（1491-1585）沒有提出智者、愚者觀念，卻

描寫有理智的人，有智慧的人應該在混亂的時代裡不互相爭鬥，而是要忍耐、忍

受和安分。他的〈閑景〉中寫道：「我愚我尋寂靜地，他精他去喧鬧處。冬吃豆

芽秋食筍，春浴荷池夏沐塘」。 

阮廌雖然自稱自己是在充滿矛盾的生活中常折磨的人，但是他的態度沒有像

阮秉謙。他對生活有深刻的觀念，對個人的才能有強烈的認識，他認為有才能的

人應該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他體現自己是個為祖國和人民盡力，並無私的貢獻才

能和智慧的人。他的精神表現在〈松〉這首詩︰「秋旦夛儍拯邏怰，蔑命辣課倈

冬。林泉埃浪緥做客， 才棟梁高乙奇用」。 

因為他們都看到物體的真相︰「生、住、異、滅」的規律以及人也受到這

規律之支配，所以他們對人生保有很積極的觀念，也不怕死，對於外在毫無貪求。

                                                 
53《大方廣圓覺修多羅了義經》，《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17，第 917‧上。 
5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2。  
5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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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行禪師把這樣得過程描述在〈示弟子〉︰ 

                                  

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春榮秋又枯。 

   任運盛衰無怖畏，盛衰如露草頭鋪。56

 

人生很短，很快就過去。人生喻為電影，出現又消失，從而有助於提醒別人

看到人生的無常，認識到這一點，不是悲觀而是「無害怕」面對人生的變化。人

生不管盛或衰，榮或辱，不論環境如何逼迫，心體還是安然、平坦，不害怕。事

實已證明， 當時的人以無害怕的心態建起偉大的事業，後代總是為他們而自豪。

這些人為何什麼都不怕，甚至「死」也不怕呢？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經深受盛衰、

死活也如「草根上的霜滴」的思想。 

「任運」是十步修行中的第七步，禪宗著名的《十牛圖》57，其給予修行者

瞭解從開始修行至悟道的過程。普明禪師58的「任運」境界這麼寫： 

 

柳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牪綠茸茸。 

饑凔渴飲隨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 

 

這首頌詩的意思大概是人可以「隨緣」，但「不變」，不沉迷於所有環境中，

可以隨世俗，但不染世俗，隨緣有利於眾生，順應人生認出本性。萬行禪師是三

朝元老，德高望重，在抵抗外國侵略的戰爭中，對安邦定國有很大的功勞，但只

能修到第七步。這是否因為萬行是越南的禪師，民族化的思想深入他身上的每個

                                                 
5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8。 
57十牛圖是中國佛教禪宗修行的圖示，有許多版本。牧牛圖頌通常由頌與圖組成，頌自身有時又

包括一短序。自宋代以來，這類作品很多，其中有三種很為時人留意。其作者分別為清居、廓庵、

自得。清居的是五圖，廓庵的是十圖，自得的則是六圖。在這幾種作品中， 廓庵的顯然最為完

備，它包括圖、頌與序三部。亦有認為十牛圖為宋代廓庵師遠改作清居禪師八牛圖而成。現在流

傳較廣的有宋朝廓庵師遠與普明禪師的版本各有十幅。參考於吳汝鈞，〈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

實踐與終極關懷〉，中華佛學學報第 4 期 313～339 頁。

58普明禪師的十牛圖︰一、未牧︰相當於廓庵禪師十牛圖中的尋牛、見跡、與見牛；二、初調︰

相當於得牛；三、受制︰相當於牧牛 1；四、迴首︰相當於牧牛 2；五、馴伏︰相當於騎牛歸家

1；六、無礙︰相當於騎牛歸家 2；七、任運︰相當於騎牛歸家 3；八、相忘︰相當於騎牛歸家 4；

九、獨照︰相當於忘牛存人；十、雙泯︰相當於人牛俱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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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中，這個思想與助人為樂的佛陀思想混合起來呢？ 

慧中上士（禪師），一位通達了悟的智慧者，他不僅自己要覺悟，更重要的

是要幫助所有眾生覺悟。在他的詩句中就可以體會到： 

                                  

覺他覺自拔迷途，遍界清涼甦熱病。59

                                        

他說覺悟自己和別人的方法是：                                      

到頭八萬四千陀羅尼之法門，  

      同聶入如來廣大圓智之鏡。  

                 咄！ 
60

( )一直提醒大家說： 慧中上士 禪師

 

不要朱門不要林，到頭何處不安心。 

      61
  人間盡見千山曉，誰聽孤猿啼處深。

 

不執二元的態度很清楚，「不要」這個否定詞重複使用，增加說服力。若沒

有受到「見執二元」的影響，到哪裡都感到安樂。「無分別」的觀點也很清楚： 

 

迷去生空色，悟來無色空。 

       色空迷悟者，一理古今同。62            

 

( )在〈頌古〉勸告聽眾詩曰： 慧中上士 禪師

 

佛祖到頭俱不禮，秋光曉澗玉崇榮。63

 

                                                 
5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5。  
6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5。 
6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28。  
62《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8。  
6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2。  

 21



這番話如雷打一般，它打破了一切分別和執著並認為： 

 

64但能忘二見，法界盡包容。

 

他認為修行人一旦醒悟，就無所不能、通達一切： 

 

放四大兮莫把捉，了一生兮休奔忙。  65

 

陳庭史(越南知名學者)認為︰「這是越南知識份子成為哲學思維者的首次形

式。建立獨立自主的國家初期，越南人首次以智慧思維的姿勢出現，並建立宗派，

而不是迷信異端。這真是很大的事件，稱得起一個獨立國家的人。越南禪宗為越

南文學帶來獨特的智慧的面貌，至今也許人家仍尚未認識到其所有意義」。
66李陳

時代的歷史已經描述有智慧的人，這些人將大越(指稱越南)一個人口少、面積小

的國家變成一個東亞強國，多次打敗比自己還強的敵人如：蒙古侵略者(當時的

蒙古已佔領亞州、歐州的一部份土地)。 

 

四、佛教哲理 

      

    禪詩最終的目的還是為了闡明佛理、彰揚禪法。佛教的教理內容非常多，但

最終還是回歸到「佛性」。修行的方法也有無量法門，但終極還是講頓悟。越南

李陳禪師們所寫的詩歌的目的也不例外，在其詩歌中帶有佛性平等以及三教思想

融合的意味。下文就從這兩方面去討論。 

 

（一）佛性平等 

 

其實，禪詩涉及到實體的人，不是單純的指實體的人，而且透過實體的人提

到別的東西。禪師們認為禪詩的最後目的，就是勘探重新認定每個人的「無位真

人」（指本來面目），即是「真心」、「佛性」。佛陀曾在《法王經》說︰「一切佛

                                                 
6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8。  
6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79。  
66陳庭史，《越南中代文學詩法的幾個問題》，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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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眾生，同一性相一體無異。眾生之心，自起分別。佛是眾生，眾生是佛。一

切眾生皆有佛性，佛性眾生性，皆同一性。一性平等，等諸法故。」67其是佛教

的精髓也是禪宗的精髓。禪宗六祖惠能至黃梅參拜五祖時，五祖問曰︰「汝何方

人，欲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嶺南新州百姓，遠來禮師，惟求作佛不求

餘物。」五祖言︰「汝是嶺南人，又是獦獠，若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

南北，佛性本無南北，獦獠身與和尚不同，佛性有何差別？」
68此禪宗公案是在

肯定人人平等的堅固基礎。因此，李陳禪師們肯定，只要認識到這個「無位真人」

（佛性）就能達到最高境界，也能究竟解脫。 

李陳禪詩中提到「無位真人」，其是陳聖宗禪師的「真面目」形象、是慧中

上士（禪師）的「娘生面」和「童子面」、是陳仁宗禪師的「東皇面」和「無位

真人」、是陳明宗的「本來人」、是道惠禪師的「妙體」，是玄光禪師的「自在人」。 

陳太宗禪師在〈普說色身〉作品中，他認為雖然「無位真人」(指本來面目、

自性清淨)，這不在於骨肉人之外，但很不容易體認出來： 

   

無位真人赤肉團，紅紅白白莫相瞞。 

誰知雲卷長空淨，翠露天邊一樣山。69

 

「無位真人」就是「找回自己本來面目」。若不成佛，不成真人，就只是「赤肉

團」。詩中的「人」詞才是中心詞，前面的就是定語。作者的詩興可能被臨濟義

玄祖師（？-867）的《臨濟語錄》的下面幾句所啟發︰「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70
  

太陽本是有亮光，但因為被烏雲蒙住，所以看不到它的亮光。若烏雲散開了，

天地顯出燦爛，景物真如畫畫一般。從遠遠的地方看，山脈帶著一片藍色露在天

邊。人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真人」（指佛性），但因為被四大（指色身）所隱

藏，所以看不到，只要將這些四大打開，就能看到真正的人。詩中使用「誰知」

這些疑問詞，一方面啟發讀者的好奇性，另一方面禪師要分享自己的心願，他們

在尋找自己的真面目。這個「真人」在慧中上士（禪師）（1230-1291）的〈安定

                                                 
67《法王經》，《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85，第 2883 號‧上。  
68 敦煌本《壇經》；《大正藏》卷 48，頁 338，中。  
6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3。  
70 臨濟義玄，《臨濟語錄》，胡志明出版社，2004 年，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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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節〉寫如下： 

 

歲歲花隨三月笑，朝朝雞向五更鳴。 

阿誰會得娘生面，始信人天總假名。71

 

「歲」這個詞重復使用，意謂著時間很漫長，「朝」這個詞也使用兩次，在描寫

短短的時間。這一對重覆詞用來描寫一般正常的規律「花隨三月笑、雞向五更

鳴」。不論時間的長短，禪詩常用疑問句，或是用很多疑問詞來描寫，其逼讀者

走進邏輯思維和理性思維的方向，開啟每個人最珍貴充滿光明之路。 

他在〈凡聖不異〉也說︰  

       

君不見 

前失者是阿誰，後得者又是誰？72

 

他又肯定︰  

 

眉毛尖橫鼻孔垂，佛與眾生都一面。73

 

慧中上士（禪師）將慶喜比丘（一位面如月亮、智慧超越、風格超凡的人）

跟廣額屠夫（一個又笨又醜的人）做比較，從而突出佛陀與眾生之關係，佛陀和

眾生都有「真面目、橫眉毛、鼻孔垂」。這個觀念在中古時代甚為稀有，在這個

時代皇帝只能稱自己是「天子」，皇帝的詔旨開頭都寫著︰「奉天承喻」。神、天、

佛都是超自然的力量，在人之上，是不可侵犯的力量。但慧中（禪師）敢說︰佛

與一切眾生是平等的。這個觀點可以說是超越空間、超越時間，帶有濃厚人文意

思和建立了基礎。其指出，不僅是人人平等，而且眾生與佛、天、神聖都是平等

的，因為是大家都是「無位真人」。他也指出，如果每個人都能像「童子」一般，

那麼人人都會渡迷河到彼岸： 

 

                                                 
7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46。 
72《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5。  
7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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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一高超彼岸，好參童子面前人。74

 

〈心王〉其詩中回答怎麼叫做「真面目」︰ 

 

      欲識這般真面目，呵呵日午打三更。75

 

要從外面尋找自己的真面目是不可行的做法，從中午睡到深夜三更也不能離開。

他強調不用下大功夫到處尋找，只要認出古今不異： 

 

妙曲本來須舉唱，莫尋南北與東西。76

 

道惠（禪師）將四大身（指色身）和真身（指妙體）之間的關係解釋清楚。

他認為色身容易認出來，妙體難以掌握。雖然色身不是妙體，但沒有色身就沒有

妙體，他說︰ 

  

色身與妙體，不合不分離。77
  

 

其不是一，也不是二，不統一也不差別。一枝花放在火爐中的形象擊敗

了將色身與妙體分開的想法： 

 

若人要甄別，爐中花一枝。78

 

為了將「色身與妙體」之間的關係講清楚一些，臨濟義玄禪師說︰「妙體原

是無形，通徹十方，在眼能看，在耳在能聽，在鼻能聞，在口能說，在手能捉，

在身能轉，原是個明星分為六個和合。」79其可以到處映現，無法隱藏，也沒有

                                                 
7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31。 
7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37。 
76《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65。 
7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6。  
78《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6。 
79 臨濟義玄，《臨濟語錄》，胡志明出版社，2004 年，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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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東西可以幹擾或影響到這個人︰ 

 

寒暑到來無所識，未曾分上老人幹。80

 

禪師們認為這樣的人，處在任何環境，所遇到任何形況，仍然逍遙自在，能

做自己的主人，不受到任何動搖。他們認定每個人天生就具有有這些本質，就如

陳仁宗禪師所說的是「家中的珠寶」。還沒有認出來它的時候，就等於是尚未體

會萬物運行的規律。所以常被這些規律所幹擾，一旦體認出了這個「真人」，那

麼一切在其掌握中。陳仁宗（禪師）（1258-1308）的〈春晚〉將從覺悟到大悟的

過程記載下來，詩云： 

 

年少何曾了色空，一春心在百花中。 

如今勘破東皇面，禪板蒲團看墜紅。 81

 

常照禪師（？-1203）的詩中也肯定： 

 

在世為人身，心為如來藏。 

照曜且無方，尋之更絕曠。82

 

與「無位真人」有關的大部分禪詩少為描寫，而主要是以開通，體驗方式來

表達。禪詩的世界以寧靜為優先，原因是禪詩與禪哲學相聯。禪法將化身成藝術

佔領的方式，走進詩歌的藝術思維。禪詩將「無位真人」視為物件，同時也視為

拯救的目的。越南中代時期的文學常描寫外表，或者簡單的描寫性格，不同於

L.Tolstoi 將心理視為物件，或 Dostoevsky 將意識、思想為描寫的物件。然而，

越南的禪詩（有一段時間不受到承認）卻不一樣。那麼看看陳聖宗（禪師）

（1240-1290）的〈真心之用〉如何談人中之人： 

 

真心之用，惺惺寂寂。無去無來，無損無益。  

                                                 
8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7。 
8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63。 
82《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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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大入小，任順任逆。動如雲鶴，靜如牆壁。  

      其輕如毛，其重如石。灑灑而淨，躶躶而赤。  

      不可度量，全無蹤跡。今日為君，分明剖劈。83

 

（二）三教思想融合 

 

李陳時代接受中國思想體系。所以文學作品隱藏與綜合儒佛道三家的哲學思

想，其中李陳禪詩特別提及天子的角色。天子替天行道、撫養民眾、造福百姓，

人民服從天子命令、仰望及懷念他恩澤，天子的德行對國家治亂興亡有重大的影

響。李陳禪詩所提到神人之間的交感關係，且肯定人是個小天地，其本質與大天

地無有差別。君子要修養人道符合於天道，能夠通曉造化的安排與自己本分。禪

師們的詩作中儒家思想色彩濃厚，如萬行禪師的〈國字〉詩云︰ 

 

遇聖號天德。84

 

天子之德也表現在慧中禪師的〈放牛〉詩句中︰ 

 

國王德澤寬如海， 

隨分些些水草春。85

 

陳仁宗禪師對歷代皇帝的德行修養有所讚頌，他在〈梅〉這首詩中寫著︰ 

 

      人間儉素漢文帝， 

天下英雄唐太宗。86

 

眾之所知，越南中代時期，神、佛、仙、聖等是不可侵犯的，祂們有無限的

權能，無所哺不能。李仁宗皇帝把覺海禪師和通玄道人尊崇如佛、仙，他們有如

                                                 
8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14。  
84《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7。 
85《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38。 
86《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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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一般的慈悲心懷，而且有超人的能力︰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又玄。  

神通兼變化，一佛一神仙。87
  

 

在願學禪師（？–1174）的〈了悟身心〉，其詩中所告訴讀者了悟的境界帶有

道教色彩，作者使用「變化靈通」來顯實相︰ 

                                 

了悟身心開慧眼，變化靈通現實相。 

行住坐臥獨卓然，應現化身不可量。88

 

禪師們的詩作中容易找到道家思想色彩濃厚(越南的用法︰道家與道教

不區分)以及道教專用詞如︰「無為、玄妙、道、真、養真、南柯夢、乾坤、

神仙、……」。這類的詩作非常多，其表現分別如下： 

真空禪師（1046-1100）的〈感懷〉詩中重複使用「無為」這個詞彙︰ 

 

      人人盡識無為樂， 

若得無為始是家。89

 

借用老子的「無為」表達自己的想法，還可以在現光禪師（？-1221）的〈答

僧問〉，其詩云︰ 

 

          那似許由德，何知世紀春。 

無為居曠野，逍遙自在人。90

 

關於「玄妙」這個詞彙，也被禪師們常使用在禪詩中如︰寶鑑禪師（？‐1173）〈感

懷Ⅰ〉寫著︰ 

                                                 
8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34。 
88《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00-501。  
89《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04。 
90《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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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得摩尼玄妙理， 

正知天上顯金鳥。91

 

或者，慧中禪師的〈物不能容〉也有使用這類的詞句︰ 

 

籲嗟一曲玄中妙， 

合把黃金鑄子期。92

 

陳聖宗的〈題玄天洞〉，作者也不妨提到「玉帝」是指玉皇大帝、「虛聲」

是指道教的《虛聲部》93（越南道教的一部經），其詩云︰ 

 

雲掩玄天洞，煙開玉帝家。 

步虛聲寂寂，鳥散落山花。94

 

其他類道家常用的詞句也在禪詩中找到如︰願學禪師（?-1174） 的〈道

無影像〉，詩中使用了「道、真」的詞彙︰ 

 

道無影像，觸目非遙。 

自反推求，莫求他得。 

縱饒求得，得即不真。 

設使得真，真是何物。95

 

慧中禪師的〈養真〉也帶有道家色彩，其詩云︰ 

 

      千青萬翠迷鄉國， 

                                                 
91《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2。 
92《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57。 
9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1。  
9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1。 
95《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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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天頭是養真。96

 

他還有一首也有類似情形，那就是〈世態虛幻〉，其詩中借用道家的典故如︰

「衣狗浮雲」、「夢南柯」等意象來描寫世態︰ 

 

衣狗浮雲變態多， 

悠悠都付夢南柯。97

或者，有關「神仙」、「乾坤」這些詞句也出現在陳仁宗禪師的詩中。他在

〈山房漫興〉寫著︰ 

 

誰縛更將求解脫，  

不凡何必覓神仙。98  

 

作者的〈贈北使李思衍〉詩中云︰ 

 

乾坤兼愛無南北， 

何患雲雷復有屯。99

 

當時人相信神明的力量，禪師們卻不同，他們深信人的潛能以及智慧的力

量，敢面對於宇宙，透過自己的意志力去改變宇宙萬物，如陳聖宗（禪師）的〈自

述〉詩中說︰ 

                                  

一彈指破萬重山，這箇工夫也是閑。100

                                     

他也在〈讀佛事大明錄有感〉詩中作出如此吸引力的比較︰ 

 

                                                 
96《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25。 
97《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50。  
98《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69。 
9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74。 
100《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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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空穀風敲響，靜若寒潭月漏明。101

 

儒詩也提到有智慧和有能力的人，但大部分都針對其品質和氣質而論。大自

然是人自我表露的最好比喻工具，這樣的現象表現在陳元旦（1325-1390）的〈題

月澗道籙太極之觀妙堂〉詩中描寫著︰「桃梨春盡芳心歇，松菊秋深晚節金。一

點丹誠生若死，幾回鶴化白為玄」。
102陳光凱的才能也透過抵抗敵人的形象描寫：

「奪槊章陽渡，擒胡菡子關」。103像范五老（1255-1320）有那麼大的氣勢，一生

也是為了功名之債︰「男兒未了功名債，羞聽人間說武侯」。
104

當時人的觀念，沒有將大自然視為客體，而認為在大自然中有自己。

Sirmohaned Iqbat 說︰「萬物合一的道理很清楚，使我深信如果我們將一個針串

入玫瑰花裡，花就會流出人血」。人與天地相連，段文欽（1173-1210）在他的〈挽

廣智禪師〉其詩中曰：「道侶不須傷永別，院前山水是真形」。
105雖然，廣智禪師

的四大身體是按照規律回到塵沙中，但其真身卻與宇宙萬物溶合。山與水都是廣

大的東西，寓意表示長存的東西，喻為不滅的真身。 

阮公弼（陳朝刑部尚書官）談論真身的妙體：「妙體玄寂，不在裡，也不在

外，而是五個元素的起源（地、水、風、火、識），充滿大用之物，是個廣闊之

境，有形，有體質，位於太虛之氣中。其沒有印跡來衡量，也沒有形象來尋找，

其掩蓋整個廣闊的天地，很難去找；其融合輝煌的星秀，不容易勘探。不論造化

如何轉運，其仍然存在；不論陰陽運動如何，必要之物仍在秘密之處。這難道不

是玄寂？」。106

禪師們認為真人的妙體是每個人的最大秘密，是回答人是誰？我是誰？等問

題的最關鍵點，而這些提問從來都是時代性的問題。真人的妙體是宇宙的本體，

萬物的真性，達到這個真人或自我體驗，與其相處的程度才是個自由的解脫的最

高境界。 

 

                                                 
10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09。 
102《李一陳詩文》，第三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169。  
10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24。 
10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62。 
105《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6。 
10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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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命悟境 

        

在禪師們筆下，還可以發現到「無我」精神。寬容而大方，有仁愛之心，熱

愛大自然，精忠於祖國，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最大的貢獻。「無我」是佛教的精神，

它意謂的是不執著我，不執著這個東西、那個東西屬於我的，或不認為我的東西

是好的，別人的東西是不好的，或沒有任何貪心。「無我」是等於解脫，其不是

否認人、消滅人，或是非價值、非人本的觀念，而是將人從固執的監獄中解脫出

來。把人給解放了，解脫所有的束縛，不受到外在任何影響。主要還是達到最高

的境界︰超越凡聖、迷悟、好壞、對錯、愚智等界限，有平等和無分別之慈悲眼

視眾生。這是李陳禪師門所達到的境界。 

 

（一）頓悟境界 

 

滿覺禪師也許已經體驗過這個真人的生活，因此，在毫無罣礙的面臨著生與

死並寫下這樣的詩句︰ 

 

莫謂春殘花落盡，庭前昨夜一枝梅。107

 

這兩個句子放在整首詩裡面才能看到其獨特之處。這首詩的結構很奇特，前

四個句子，每句 5 個字，將物體的「成、住、異、滅」規律和人的「生、老、病、

死」的普世規律形象化。若前四個句子表示無常的、不穩定的現象，下麵的兩個

句子中，每句 7 個字，為前四個句子穩固下來。如果認為下面的兩個句子表示

不吉，象徵好漢快去世，「二十年以後仍是個好漢」，或認為這兩個句子否定以上

所說的話， 春天已經過去， 一枝梅在安靜的深夜裏開花，這就好像是否定萬物

包括人在內的「無常」規律。這個理解方法不一定是對的。 

古體詩中，梅花表示純潔而清高，是花中四寶（松菊竹梅）。一枝梅在深夜

裡開花，不論春天是否已經過去，這是個奇特的現象，開啟了很豐富的想像力有

助於我們聯想到「拈花微笑」公案。在靈山會上，佛陀捏起一朵花，大眾默然，

只有大迦葉微笑，像如臨濟禪師的歌聲打破愚昧，開通智慧，像如德山的棍子消

                                                 
10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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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所有的奢望，像如趙州的一杯茶，每個人自己喝，自己感受味道。一枝梅像如

禪師的真身，像如生滅人的不滅人，超過貪心，仇恨和昏迷，超越空間、時間的

所有界限，超越所有有限的規律，超越成見和固執，找到人的真正價值。 

禪師寫這首詩，一開始用「百花落」的形象，在結詩時就用「一枝梅在深夜

裡開花」的形象。這象徵著禪師的樂觀、喜愛生活的觀點，以及面對萬物的變化

無常的堅定態度，走向自由的「無位真人」，突破所有的限制，征服自己，獲得

真正人的價值，也是解脫的人。作者已經建立人文意義濃厚的藝術形象，也許從

來沒有人可以超越每個人的真正人。作者留給後人一個遺言，要走向真正人的價

值。李陳時代表示不朽精神的藝術形象，會與時間的遷移並存。 

禪師們認為要達到「無我」，首先要與奇妙的「忘」狀態連接在一起。或者

處在「忘」的狀態中，才能達到「無我」的境界。他們所說「忘」的狀態，也許

是「十牛圖」的第八圖意思。普明禪師的〈相忘〉頌曰：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 

月透白雲雲影白，白雲明月任西東。 

                                      

這就是走而不知走，坐而不知坐，不分東西和南北。人無心，牛也無心。「物我

俱忘」的狀態，無法用言語來表達，玄光禪師的〈菊花〉詩寫非常生動： 

                                        

忘身忘世已都忘，坐久蕭然一榻涼。 

歲晚山中無曆日，菊花開處即重陽。108

  

「忘」在一個詩句裡重複了三次，描寫從低到高的「忘」形態，從「忘身」到「忘

世」最後「都忘」。作者好像忘了時間的轉移： 

                                        

花在中庭人在樓，焚香獨坐似忘憂。 

主人與物渾無競，花向群方出一頭。109

 

在於此，玄光禪師將自己坐禪的景象和現況畫出來，燒香打坐消滅煩惱，達到

                                                 
108《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700。  
109《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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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兩忘」的狀態後，這時人和花相互融合難以分開來和合為一。人就認不

出四大身的存在，認不出彼此，「我」就融入自然萬物中，看不到影子。佛陀曾

問弟子們說：「如何做能讓一滴水不消失？」弟子們尚未回答，佛陀就自己回答：

「將其融入茫茫的大海中」。 

人自己體會到其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人生很短暫，但更掌握得緊，更容易消

逝，也許是萬物的規律「有成必有壞」、「有生必有死」，因此要延長人生，最好

的是要把心擴展，將心融入於廣大的宇宙，將身化入萬象中，永遠不滅。段文欽

這個觀點表現在廣智禪師圓寂（去世）時，他勸大家不要傷心，他說禪師的身四

大雖然回歸於自然，但禪師的真身永遠不滅： 

                                 

道侶不須傷永別，院前山水是真形。110

 

禪詩將人帶入廣闊無際的安靜世界裡，融入於大自然中： 

 

夜氣分涼入畫屏，蕭蕭庭樹報秋聲。 

      竹堂忘適香初燼，一一叢枝網月明。111
  

 

禪詩的音調平易沉靜，給予讀者一種感覺太過於客觀，客觀到一種很冷淡，

缺乏沉迷熱愛的程度，也沒有理想化的生活，就如素有（1920-2002）的〈從那

時候〉詩寫著：「夏天的陽光照射我的心，那是真理的陽光。我的靈魂從此像一

個花園，滿有香味和鳥叫聲」。112

這些作者有時還加上諷刺的詩味，旨在打破死板的規定，陳太宗禪師的〈拈

頌偈〉諷刺菩提達摩為慧可安心的公案，他說： 

 

心既無心道向誰，夢回啞子眼麻移。 

113老曾謾道能安竟，笑殺旁觀不自知。

 

                                                 
110《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36。  
111《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99。  
112《素有詩集》，教育出版社，2003 年。  
113《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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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詩的音調之所以平淡客觀，是因為要預防人被色相所迷惑或吸引住，消滅

學道者的所有崇信、固執和信條。從而超越有限之美和形色的無常，達到真正之

美，這樣的美可在玄光禪師的〈菊花〉師中找到︰ 

                                  

年年和露向秋開，月淡風光愜寸懷。 

   114堪笑不明花妙處，滿頭隨到插歸來。

 

禪師們說朝向「真、善、美」的道路上要： 

 

淡然自守，唯德是務。  

或雲善言，拳拳一句。  

心無彼我，既絕昏霾。115

 

禪師們認為人始終遵從善言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心不分別你我、不拘泥於

彼此。這也是破除妄執二元觀念。 

禪詩很少提到日常生活的問題，如金錢或妻子這類。這些問題在李陳時代的

文學作品中也難以找到。智寶禪師，一位禪門傑出的理論家，被命名為「如石閃

光」曾解釋「知足」這兩個字： 

                                   

菩薩資財知止足，於他慈恕不侵欲。  

草葉不與我不取，不想他物德如玉。  

菩薩自妻方知足，如何他妻起貪欲。  

116於他妻妾他所護，安忍自心起心曲。

 

達到無我之後才能實現利他，為眾生帶來最大的利益，因為若還執著我，懷著私

利之心，只想到自己、想到有關自己的東西，意味著還有自私。無我利他的精神

跟愛人如己的傳統結合在一起，構成越南人人格之美，這也是越南出現很多高僧

的原因。 

                                                 
114《李一陳詩文》，第二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700。  
115《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10。  
116《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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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寂入滅 

    
    「示寂入滅」這詞彙原是指佛、菩薩以及高僧之示現涅槃之事，而後世亦可

用來稱呼僧侶的死亡。「示寂」又有另一些名稱如︰圓寂、歸寂、入寂、寂滅、

入滅，筆者稱之為圓寂。 

    李陳時代禪師的詩歌中，屬於「示寂詩」共有七首。詩詞內容雖然不同，但

主要還是在圓寂之前，禪師們留下最後對弟子們的教示，或跟朋友分享禪悅。最

早的一首是匡越禪師(933-1011) 示寂時的最後留言，〈元火〉詩云︰ 

 

      木中元有火，元火復還生， 

若謂木無火，鐵燧何由萌。117

 

匡越禪師使用「木中元有火」是指出萬物的本體，佛教的術語是指「佛性」。禪

師自己已經了悟，體認到這原理所以告示了後學者，每個人原有自性清淨（自性

佛）不需要外尋。在匡越禪師之後，則有悟印禪師(1020-1088) 的〈示寂〉詩云︰ 

 

妙性虛無不可攀，虛無心悟得可難。 

玉焚山上色常潤，蓮發爐中濕未乾。118

 

其〈示寂〉主要傳達禪理是「虛無」，連「妙性」也是虛是幻，那麼要執著何物？ 

    此外，根據《李陳詩文》第一卷的記載，純真禪師(?-1101)的〈示弟子本寂〉。

這首詩，禪師準備圓寂時，他的弟子本寂請示最後一次佛法，純真禪師告訴弟子

真性本是空性那來的生滅可言，假如有生滅也是這個身，其詩云︰ 

        

真性常無性，何曾有生滅。 

身是生滅法，法性未曾滅。119

 

                                                 
117《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11。  
118《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264。 
119《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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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行禪師(?-1117)將要圓寂對弟子說︰不要為了他的死亡而悲傷，也暗示了

他會回來繼續度渡化眾生。〈示寂告大眾〉詩云︰ 

 

秋來不報雁來歸，冷笑人間暫發悲。 

為報門人休戀著，古師幾度作今師。120

 

寶覺禪師(?-1173)和淨戒禪師(?-1207)是知音朋友。寶覺禪師臨終之前說一首

詩給淨戒禪師聽，其詩題為〈歸寂〉，詩云︰ 

 

萬法歸空無所依，歸寂真如目前機。 

達悟心圓無所指，水水心月泯心儀。121

 

其詩對「歸寂」做瞭解釋，禪師指出萬法歸空沒有之所依據，達悟的境界無法言

說。禪師在詩中也做一個比喻︰「水中之月」，其意謂著沒有「心」可說。 

    淨戒禪師(?-1207)對於禪宗「傳法」的看法，和其他禪師不同，他反對用語

言來傳法，法應該是「如飲水者，冷暖自知」，其〈示寂〉詩云︰ 

 

秋來涼氣爽胸襟，八鬥才高對月吟。 

堪笑禪家癡鈍客，為何將語以傳心。122

 

法螺禪師(1284-1330)的一生四十多年，禪師認為自己生活在夢幻世界。其〈示

寂〉詩云︰ 

 

萬緣截斷一身閒，四十餘年夢幻間。 

珍重諸人休借問，那邊風月更還寬。 

 

總之，以上所羅列出有關示寂詩那幾首，禪師們最後所想要留下給後人還是

闡明禪宗禪法。其包含著多種意義︰第一、總結一生的修行，第二、教導弟子們

                                                 
120《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47。 
121《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4。  
122《李一陳詩文》，第一卷，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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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方法，第三、展現禪師的生死自在的證悟境界。所以禪師們寫的示寂詩，以

自己的死亡過程，為學生門上最後寶貴的一課。他們希望弟子們上了這一課，就

要精進修行，成就道業，自覺覺他，渡己渡人。 

 

六、結語 

 

禪詩是一千年前，在中國、日本、印度、臺灣，越南等一些東方國家出現的

獨特作品。越南禪詩從 10 世紀初就出現了，其中發展最強盛的就是李陳時代。

也可以說，李陳時代的佛教文學包括禪詩在內，是促使越南筆記文學發展至今的

主要來源之一。李陳時代的禪詩是越南詩歌花園中的奇妙的花，至今我們尚未足

夠的發現其味道，而李陳時代禪詩中的人就是那朵花的精華。 

禪詩所展現的是無我，即是無執著我，不再執著自己，以及不執著自己的東

西。無我不是否定我、也不是消滅人的價值，而是在最大的程度上自由自在。因

此，其不僅沒有非人本的意義，而且帶有濃厚的人文價值。這個問題需深入研究。 

    「我」之人常與奇妙的「忘」狀態結合，只能在「物我皆忘」的狀態中，人

才能達到無我的心態。禪師-詩人常用很多不同的形象來表達如：不關心外景、

只埋頭熟睡的漁翁、或坐禪達到禪樂的禪師、或忙碌於平常生活忘了日常歲月的

老頭子等，都再現這個「忘」狀態。 

    只有「無我」才能實行利他，這個特點表現明顯在當時的禪師，皇帝官吏的

風格裡。其中最典型的是陳太宗所發的願：「以自身為他人的引路者」，他用自己

的一生來實現這願力。慈悲無窮的精神也出發於李仁宗對滿覺禪師的奉言：「智

人示現，必務濟生，無行不俱，無事不修，非唯定慧之欲，亦有讚揚之功」。更

為直接的是，圓證國師對陳太宗的勸言：「凡為人君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天

下之心為心。今天下欲迎陛下歸之，則陛下安得不歸哉？然內典之研，願陛下毋

忘斯須耳！」。愛人如愛己的精神出於：「一切眾生都有一樣的佛性」，根據慧中

上士的說法，佛和眾生都有橫眉毛、垂鼻孔。這「無我」的人不貪求名譽地位、

不迷於富貴，看榮華如夢，富貴如浮雲，總是渴求達到「真、善、美」，完善自

己的道德，有真人的價值。這樣的「人」是每個人的本體和真心佛性，雖然其無

形無狀，難以掌握，但人人都能深入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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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老病死，理之常然。 
	 
	陳仁宗皇帝（禪師）將要圓寂（指佛教僧侶去世的專用語）對著法螺禪師開示曰︰ 
	生老病死，理之常然。 
	…… 
	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陳仁宗皇帝（禪師）的老師，慧中上士（禪師）也說︰ 
	 
	  夫！生死理之常然，安得悲戀，繞吾真也。 
	 
	妙仁禪師(1041-1113)，她也認為「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規律、萬物的真理。若要逃避這些規律的人，那之所謂無知、自纏自縛。其〈生老病死〉詩中雲︰ 
	 
	生老病死，自古常然。 
	欲求出離，解縛添纏。  
	 
	再者，李陳時代禪師-詩人認為四大︰地、水、火、風，都由本質上的四個兇剋要素構成的人體。這些要素順緣的時候相互結合，但沒有緣的時候就分開。所以人本身就不穩定、不永恆的。實體的人受「生、老、病、死」規律所支配，就如宇宙、萬物也照樣被「生、住、異、滅」所支配一樣。滿覺禪師（1052-1096）的〈告疾示眾〉，作者只透過四句，十二個字以獨特、有吸引力的形象概括上面所說的規律︰ 
	 
	春去百花落，春到百花開。 
	事逐眼前過，老從頭上來。  
	 
	一般人的見解就是︰「花先開而後落」固定規律。胡志明（1809-1969），《獄中日記‧晚景》的詩中寫︰「玫瑰花開花又謝，花開花謝兩無情」。 
	 
	      身如墻壁已頹時，舉世匆匆孰不悲。  
	 
	人身不堅固，不定時被毀滅，看到身體被毀滅時，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克服或避免。萬行禪師(?-1018)，〈示弟子〉說︰ 
	 
	   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春榮秋又枯。  
	 
	人一生出來，就順著時間的遷移慢慢長大、生病、老化然後回到人生的終點。這是每個人必須要走完的路程。按照佛教緣生的道理，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都是因緣生滅法。緣順就成，不合就分。人身也是如此，道惠禪師(?-1173)的〈色身與妙體〉詩中云： 
	     
	 
	 
	幻法皆是幻，幻修皆是幻。  二幻皆不即，即是除諸幻。  
	 
	            
	花蝶本來皆是幻，莫須花蝶向心持。  
	       
	 
	那以許由德，何知世幾春。 
	無為居曠野，逍遙自在人。  
	 
	 
	萬緣截斷一身閑，四十餘年夢幻間。  
	珍重諸人休借問，那邊風月更還寬。   
	                                       
	                                   
	 
	                                
	 饑則餐兮和羅飯，困則眠兮何有鄉。     興時吹兮無孔笛，靜處焚兮解脫香。     倦小憩兮歡喜地，渴飽啜兮逍遙湯。  
	  
	陳仁宗(禪師)的隨緣自在風格也表現在〈居塵樂道〉： 
	 
	居塵樂道且隨緣，饑即飧兮睏即眠。  
	 
	這樣的生活多麼喜悅快樂呀： 
	 
	樂吾樂兮布袋樂，狂吾狂兮普化狂。  
	 
	榮華、富貴和地位在禪師們的眼中如浮雲一般： 
	 
	咄咄浮雲兮富貴，吁吁過隙兮年光。 
	胡為兮官途險阻，叵耐兮世態炎涼。  
	 
	他們放下這個身是因為他們認為身為眾苦之本，一切諸苦，唯身受之；形為眾罪之藪，一切諸罪，唯身作之。何以故？因有身，故起貪瞋癡，造諸惡業，是故依業受報，輪轉生死，經無量劫，捨身受身，備嬰諸苦。老子也說：「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吾若無身，夫復何患」(《老子‧十三章》) 。  
	因為沒有執著這個身體，所以說： 
	 
	適我願兮得我所，生死相逼兮於我何妨。  
	 
	生死是人生的大事，也是無形之門，從來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個門，使很多人害怕。古人云：「彭祖壽高今何在，顏回命短總是空」。這個問句是挑戰人生的殘酷規律，更為突出慧中的超脫精神。 
	陳仁宗(禪師)肯定人常受到束縛是自己惹來福禍，本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束綁人的，只有是非之心惹來，名利之心束縛︰ 
	 
	誰縛更將求解脫，不凡何必覓神仙。   猿閑馬倦人應老，依舊雲莊一榻禪。  
	 
	作者透過生動的形象體現自己，借用「逐朝花落」、「隨夜寒雨」的意境來描寫人跳脫「是非」之圈以及不貪著名利的形象： 
	 
	是非念逐朝花落，名利心隨夜雨寒。 
	花盡雨晴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   
	 
	心安靜，融入於下大雨之後的山區，使景物更為靜默。景物靜默，更為顯出報春殘的鳥聲。成道者有其豪氣，看透人生，有絕對的自由，在任何環境下，面對於任何阻礙和危險都「心如清水」，安然快樂，對生活都是盡力而為。這樣的情境在陳聖宗(禪師)的筆下那麼自如︰ 
	 
	四十餘年一片成，牢關跳出萬重扃。 動如空穀風敲響，靜若寒潭月漏明。 
	句裡五玄親透得，路頭十字任縱橫。 有人問我何消息，雲在青天水在瓶。   
	 
	陳聖宗(禪師)本是一位皇帝，他又說要從數萬地獄層跳出來？是否有誰關他？一定不是。唯有煩惱、貪心、傲慢、偏見、懷疑等態度將他關在「煩惱」之獄裡。四十年之後才悟道，悟道之後才可以解脫，才能安然自在︰ 
	 
	終日閑彈不調琴，閑門無事可關心。 箇中曲破無人會，惟有松風和此音。 
	縱橫不墮有無機，萬法紛紛總不知。   喫飯打眠隨處用，更無他事可應為。   
	 
	人如脫胎換骨，自己擺脫所有的束縛，顯出達道者可以在塵境也可以脫離塵境，可以在煩惱之中，也可以脫離煩惱，順其自然，融入三界的迷茫無際，完全自由自在。那是脫俗的人︰ 
	                                 
	翻身一擲出焚籠，萬事都盧入眼空。 三界茫茫心了了，月華西沒日升東。  
	 
	雖然人不沉迷於名望地位，但仍不執著這個「不沉迷」，即不是因為厭煩富貴，而是喜歡於荒野山區安靜之自然。在禪師的眼中，沉迷於富貴或山區的荒野都是「沉迷」，沒有任何差別。 
	禪師們的自在生活還表現在包容之心，心如虛空掩蓋所有東西，不分別，完全解脫，安樂行道「一切無礙」︰ 
	                                      
	小艇長江蕩漾浮，悠揚棹撥過灘頭。    一聲何處新來雁，陟覺秋風徧十洲。   
	 
	                                  
	                                      
	他的自在風格就是「無是、無非」的境界： 
	 
	藤鼠無端漸漸侵，歸來終老寄山林。  
	柴門茅屋居瀟灑，無是無非自在心。  
	                                      
	                                
	煨餘榾柮絕焚香，口答山童問短章。     手把吹商和采蘀，徒教人笑老僧忙。  
	                                 
	這也是菊堂主人陳光朝的心事：「心灰蝸角夢，步履到禪堂。春晚花容薄，林幽蟬韻長。雨收天一碧，池凈月分涼。客去僧無語，松花滿地香。」  
	 
	報君休倚他門戶，一點春光處處花。  
	 
	為了強調自力的信心，在他的〈示眾〉這首詩一開始就寫著： 
	 
	休尋少室與曹溪，體性明明未有迷。 
	 
	以及到詩的最後︰ 
	            
	妙曲本來須舉唱，莫尋南北與東西。  
	 
	 
	道無影像，觸目非遙。     自反推求，莫求他得。  
	 
	或者︰   
	    
	家中有寶休尋覓，對鏡無心莫問禪。  
	 
	                                 
	男兒自有衝天志，休向如來行處行。  
	 
	 
	迷之求佛，惑之求禪。 
	禪佛不求，杜口無言。  
	 
	                                   
	到家須知罷問程，見月安能苦尋指。   
	   
	 
	愚人顛倒怖生死，智者達觀閑而已。  
	    愚人顛倒怖生死，智者達觀閑而已。  
	  
	                                  
	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春榮秋又枯。    任運盛衰無怖畏，盛衰如露草頭鋪。  
	 
	 
	 
	                                  
	覺他覺自拔迷途，遍界清涼甦熱病。  
	                                        
	他說覺悟自己和別人的方法是：                                      
	慧中上士(禪師)一直提醒大家說： 
	 
	不要朱門不要林，到頭何處不安心。       人間盡見千山曉，誰聽孤猿啼處深。   
	 
	 
	 
	慧中上士(禪師)在〈頌古〉勸告聽眾詩曰： 
	 
	佛祖到頭俱不禮，秋光曉澗玉崇榮。  
	 
	這番話如雷打一般，它打破了一切分別和執著並認為： 
	 
	但能忘二見，法界盡包容。  
	 
	他認為修行人一旦醒悟，就無所不能、通達一切： 
	 
	放四大兮莫把捉，了一生兮休奔忙。    
	色身與妙體，不合不分離。   
	 
	其不是一，也不是二，不統一也不差別。一枝花放在火爐中的形象擊敗了將色身與妙體分開的想法： 
	 
	若人要甄別，爐中花一枝。  
	 
	 
	寒暑到來無所識，未曾分上老人幹。  
	 
	 
	年少何曾了色空，一春心在百花中。 如今勘破東皇面，禪板蒲團看墜紅。  
	 
	常照禪師（？-1203）的詩中也肯定： 
	 
	在世為人身，心為如來藏。 
	照曜且無方，尋之更絕曠。  
	 
	 
	隨分些些水草春。  
	 
	陳仁宗禪師對歷代皇帝的德行修養有所讚頌，他在〈梅〉這首詩中寫著︰ 
	 
	天下英雄唐太宗。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又玄。  神通兼變化，一佛一神仙。   
	 
	                                 
	了悟身心開慧眼，變化靈通現實相。 
	行住坐臥獨卓然，應現化身不可量。  
	 
	禪師們的詩作中容易找到道家思想色彩濃厚(越南的用法︰道家與道教不區分)以及道教專用詞如︰「無為、玄妙、道、真、養真、南柯夢、乾坤、神仙、……」。這類的詩作非常多，其表現分別如下： 
	真空禪師（1046-1100）的〈感懷〉詩中重複使用「無為」這個詞彙︰ 
	 
	若得無為始是家。  
	 
	借用老子的「無為」表達自己的想法，還可以在現光禪師（？-1221）的〈答僧問〉，其詩云︰ 
	 
	無為居曠野，逍遙自在人。  
	 
	正知天上顯金鳥。  
	 
	合把黃金鑄子期。  
	 
	陳聖宗的〈題玄天洞〉，作者也不妨提到「玉帝」是指玉皇大帝、「虛聲」是指道教的《虛聲部》 （越南道教的一部經），其詩云︰ 
	 
	步虛聲寂寂，鳥散落山花。  
	 
	其他類道家常用的詞句也在禪詩中找到如︰願學禪師（?-1174） 的〈道無影像〉，詩中使用了「道、真」的詞彙︰ 
	 
	設使得真，真是何物。  
	 
	慧中禪師的〈養真〉也帶有道家色彩，其詩云︰ 
	 
	海角天頭是養真。  
	 
	他還有一首也有類似情形，那就是〈世態虛幻〉，其詩中借用道家的典故如︰「衣狗浮雲」、「夢南柯」等意象來描寫世態︰ 
	悠悠都付夢南柯。  
	或者，有關「神仙」、「乾坤」這些詞句也出現在陳仁宗禪師的詩中。他在〈山房漫興〉寫著︰ 
	 
	乾坤兼愛無南北， 何患雲雷復有屯。  
	 
	                                  
	一彈指破萬重山，這箇工夫也是閑。  
	                                     
	他也在〈讀佛事大明錄有感〉詩中作出如此吸引力的比較︰ 
	 
	動如空穀風敲響，靜若寒潭月漏明。  
	 
	 
	 
	莫謂春殘花落盡，庭前昨夜一枝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