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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1》 

             印可法師宣講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歷史沿革 

很歡喜今天能夠跟大家一起來研讀《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在進入《壇經》之前，

我們先來瞭解有關於《壇經》的歷史沿革。在開始我們就要瞭解時代背景，舉凡所有的

佛法，所有世間的文化，或是甚至於我們所謂的流行趨勢，這裡面一定涵蓋了所謂人文

的、環境的、思想上的，謂為風潮流行趨勢，這是指世俗的。 

如果說一部經典，某一種思想的體系，能夠在這個國家，某一個特定的區域，有它

就是光輝，有它非常活躍的一種展現，必然有它前因，前面的歷史的相狀，所謂現況中。

所以這樣的思想，這樣的法門，這樣所有的攏攏總總的因素使然，才會這麼發揚光大。 

那我們先來瞭解，為什麼佛法到中國之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段裡面，這個禪宗大

放光彩。這個就要從所謂佛法引進中國開始來瞭解，就是東晉的時候，東晉就是西元二

百六十五年到四百二十年當中，在東晉的這個時段，大小乘的經典，大量的翻譯到中國

來，所以在中國當時教理蓬勃發展，愈來愈發展。鳩摩羅什在那個時段裡面，翻譯了大

部的經典，有《法華經》、《金剛經》，影響中國的思想、中國的文化。中國人在行住坐

臥行為上面，有很大的這個巨大的影響。裡面還有一部叫《維摩詰所說經》，在當時也

是非常的受到重視。 

在這一段時間，大家所修行的辦法，都是根據世尊所教導的，循序漸進的這種辦法

來修持。所以只要禪修的人，都是依然會有白骨觀，慢慢的一觀一觀的這樣來過，這樣

來取證。 

到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也就是晉包括在裡面，魏晉南北朝，總共差不多三百

年，那個時候中國的文化跟學術，這是非常的活躍而完整，哲學思想，哲學思想也是一

樣蓬勃發展。當時呢？思想上，思想，這是人的思想，思想上它會有一股潮流，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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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來看一件事情它的價值觀，談論的語詞，有語詞的結構。 

這個時候各宗各派，各宗各派各有其理論跟發展。那個時候所謂大乘佛法，從世尊

所說的三法印、四法印、四聖諦，在各種的不同的修持法門，更有發揚起來的那種趨勢，

內容也不斷不斷的補充。這個時候各家各派理論，差不多差不多都有了齊頭並進的這種

樣子。 

我們一般人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思想好，這個理論好，這個有道理，這個有道理，

於是大家就進入了這個思惟的這種範疇裡面。每個人會有你認同的，也會有你想要取得

到的某一種境界。但在修行上面真正的著力點，偶爾反而忽略了。所以有些時候聽是很

多，這個也好，這個也好，這個也好，齊頭並進，最後不知道怎麼辦。俗語所說：「滿

天都是金條，要抓沒半條」。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著手。 

然後好，你想修的人，你想修的人，好好盤腿一坐，真正要進入所謂白骨觀，哪一

觀，觀裡外，這個不淨觀等等，沒那麼容易。所以在那個時候有一些老老實實的修行人，

就是照世尊所教導的辦法這樣去修。這樣去修，說得多，修得少，在那個時代是這樣。 

略說達磨祖師來中國 

這個時候就有個達磨祖師，話說這個達磨祖師，在後魏的末期的時候，剛剛講魏晉

南北朝，達磨祖師他在後魏之末，就是西元差不多五百年左右，正確並沒有說五百零幾

零幾，因為這個古時候的記錄沒有那麼詳實。在後魏的時候，他一個人到中國來了，他

之前有派兩個弟子來中國，這兩個弟子並沒有把他的佛法精髓給發揚出來。 

話說這個達磨祖師到中國來，跟梁武帝有一次的會面，那話不投機，梁武帝登基的

時候是西元五百零二年。那達磨祖師到中國來，因為話不投機，於是他就到嵩山的少林

寺面壁禪修，等待機緣。那中間當然達磨祖師，就後來傳法給二祖慧可，慧可再傳法給

僧璨，僧璨再傳四祖道信，後來傳弘忍五祖，六祖惠能大師就是屬於西天過來的三十三

祖。我們先略略知道一下達磨祖師。 

這個達磨祖師，他是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個兒子，也是剎帝利種，當時的這個皇室，

國王、王子都是剎帝利，本名叫菩提多羅。這個達磨祖師他是依止他的師父，叫般若多

羅尊者，他學道，也得法，得法就是西天二十八祖。這個得法之後，他就在這個師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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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下，供養，承事供養達四十年。之後他的師父圓寂了，他就一個人泛舟，泛海，不能

講舟，就是從印度那邊到中國來。 

這個地方，因為跟梁武帝話不投機，所以他到嵩山的少林寺面壁坐禪，終日默然，

他就是不開口講話。不開口講話，大家就不能夠測之其高深，莫測高深，所以都稱他為

壁觀婆羅門。因為達磨祖師，大家看過達磨像，喔！那個非常的有特色，這個時候達磨

祖師後來，後來就是傳給慧可。 

當然這個慧可還有很多的故事，慧可也是一個學問飽滿的一個人，他在山東的地方

也是一樣有學人，也就是他有很多弟子跟隨著他。可是修行人就是自己要去瞭解，他知

道他縱使有徒弟非常的多，但是他知道他的內心是不安定的。所以後來他聽說有這個壁

觀婆羅門，有這個達磨祖師，於是去參達磨。我們是略略講說達磨祖師來中國。 

禪宗思想的源流 

那再接下來來瞭解，瞭解這個時代。當這個西天的廿八祖，就是達磨傳慧可、傳僧

璨、傳道信、傳弘忍、到傳惠能，這中間呢？中國的佛教，是非常非常的興盛的。但是

在到道信之前，其實都是單傳，就是各宗各派它各有單傳。雖然它各宗各派的理論都出

來，但禪宗到四祖道信之前，都還是就是在自己的門風之下，在自己的這個法脈裡面，

一脈相傳，沒有像六祖惠能大師那樣子的開發。 

話說這個道信，四祖道信，四祖道信他開始就座下這個弟子滿天下，不管唯識的、

華嚴的，所有不管是哪一宗的，他的弟子都能夠以禪宗，也就是以道信的指導之外，另

研究唯識，另研究華嚴，另研究法華，另研究什麼，所以在各宗各派他們又有做融會貫

通。這個道信因為在這個佛教界相當具有他的地位，大家對於道信所傳的這個弘忍法

師，當然也就刮目相看，另眼看待。 

慢慢的時空演變到唐朝了，這個唐朝建國是六百一十八年到九百一十七年，這是唐

朝。唐朝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朝代，你如果現在去到非洲埃及的地方，你還看

到他的國家博物館裡面，還有中國唐朝跟元朝，這兩個朝代的皇帝的畫像。再說到唐朝

的時候，到唐朝了，這個佛法非常的鼎盛。但話說回來，當我們像剛剛在說的：「滿天

都是金條，要抓沒半條」，有些時候你到底怎麼樣才是真正的實修？你的內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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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看這些的時候，那什麼是你真正要用功契機的地方？這個時候禪宗就發展出它不一

樣的，一種對佛法跟對人性的一種契入的點。 

在這個點上面，我們來做一個比喻，這個思想的源流，我們來瞭解說佛法裡面，都

不外乎是來自於釋迦牟尼佛，世尊，我們的教主。那世尊呢？祂在靈山會上付予初祖大

迦葉正法眼藏，這個初祖當然大家都知道，有一天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世尊拿一朵花，

然後只有迦葉露出微笑，之後他就以這個為拈花微笑的公案。這個時候佛法大家都是依

世尊這樣教導而來。像世尊祂講法的時候，是因應眾生需要而說法，所以眾生我有苦惱

的時候，你苦惱來自哪裡？你苦惱來自於你心中的不平衡，祂就告訴你，你要如何去看

這件事情，把道理找出來，於是你的心中就平衡了。他說我業報重，世尊就告訴他，你

應該如何修善、因緣果報，但是這些大家都聽了。大家懂不懂？懂。懂，你做得到做不

到？不一定做得很好。 

但到達磨祖師傳這個禪法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只講每個人清淨的佛性的那一塊，也

就是六祖惠能他說法，本身就是把世尊所說中心的這個佛法，直接闡揚這一塊。譬如：

我們看佛法，你今天講善法，轉法輪。你今天講善法，是不是轉？你今天講因果業報，

是不是還在轉？你今天講我們應該如何來對治，我們來觀察，是不是還在轉？全部講

的，都是所有的結構，眾生思惟、思考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全部在講這個？是不是全部

在繞這個？現在說同學，我們業障重，我們要怎麼辦？我們要拜懺，我們要消業。懺、

業這種東西不是沒有，可是它是因為我們清淨的佛性結構出來的，所以是不是在外？這

是外面的法。是不是？ 

六祖惠能大師他不說這個，他的佛法就是，你如果在跟我說什麼，他就把你刺下去，

讓你脫落。這樣很容易懂。所以他說你所有的思想，你所有的語言，你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看到你的自性。所以他講的佛法就是直接抽掉，能夠省察，能夠清淨，契入，

這個就是禪法。 

但我們來看禪宗，加上這個禪都會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在講說禪

宗到底在講什麼？其實它並不是在講兩腿一盤，我七天七夜不出定，甚至於滅受想，我

不呼吸，它不是講這個。它講的是說你如何能夠徹見最原始的清淨的佛性－真如，而當

下體得，你體得之後所發展出來的般若智慧。所以禪宗它不是著重於形式，形式是它必

要的樣子，所呈現出來方便路徑，它是一個路徑，最後要講的是你從清淨裡面，顯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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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般若智慧，這就是禪宗。 

所以這裡知道思想的源流，當然來自於世尊所說的佛法直指人心。所以我們一般

人，都會在外面繞，就是在那邊繞。三藏十二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因應我們的需要而

說。而我們的問題，都是一切的人事物結構起來的樣子，那麼吵吵鬧鬧、紛紛擾擾。六

根，六根知道吧？六根門頭，專門著境，在境界裡面。 

禪門的思想革新 

接下來就是瞭解一下，這個思想源流當然來自世尊，禪門的思想革新，現在瞭解一

下禪門的思想革新。在禪宗開始的時候，以這個東土就是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以達磨

祖師所教的這個禪法，一樣，它是一定要「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他講的是這樣。 

可是我們一般人誤會錯了，我們一般人以為「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即

是入道」。錯了！我們以為這樣就是道。可是他不是講，他說你這些功夫準備好了，你

可以契入的契機。這個地方就是達磨祖師告訴二祖慧可，他跟他講可以入道。全部前面

的工作都是準備的，都是在準備。因為達磨祖師教導慧可，慧可他在這個修行裡面，也

在達磨祖師座下好多年，一祖一祖相傳的時候，前面的功夫都做很久。前面的功夫都做

了很久，所以當時的禪宗，呈現的比較有禪相，它比較有這樣的禪相。 

但六祖惠能的時候，不是！因為六祖惠能在哪裡悟？他是在屋簷下悟的，所以他並

沒有前面這一段，兩腿一盤這個前面的準備功夫，所以當他開發的時候，他就直接，直

接心地法門裡面心光乍現，還沒大徹大悟，但是他已經知道清淨佛性是什麼東西，源源

不斷的智慧自然湧現，在所有裡面，他已經沒有紛爭。但是看明白，完全的般若智慧現

前嗎？還沒，是因為五祖弘忍法師，半夜三更裡再為他講一次《金剛經》，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所以當下他才大徹大悟。 

這裡面又回到，中間從達磨祖師傳法到中國，大家功夫做不夠，誤以為做功夫，裡

面的境界，做功夫裡面的境界就是得道，這個差多了，這個差異點可大著了，問題就出

在這裡。所以當時達磨，我們再回溯達磨祖師所教的時候，他用理入跟行入，這兩個方

向來帶引弟子。當時他用理入這個理，他不是要跟你辯解道理。我們一般人就是你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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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這是什麼道理，你這樣就不對了，這個理，這個理是外界的理，是是非的結構；

但達磨祖師他講的理是止觀，是觀心的理論，就是你躁動不安的這些想法，這些是心外

的東西，你要用辦法止。 

那你觀的時候不是在觀說，你明明就講這句話，你還敢說你沒講，你明明就怎樣，

這個是事相中的軌跡。認為軌跡就是道理，這是凡夫。達磨祖師講的理，他是說止觀、

觀心，我如何觀這個心幻化。我如何止了之後，再來觀這個一切的緣起法、性空，這裡

面真實的智慧現前，所以這是理入。用這樣的理入而悟道，這是達磨祖師所教的。 

另外達磨祖師還講到行入，但很多修行人忽略這一塊。行入是什麼？你要在處理你

生命的現象，你生命現場裡面，五戒、十善。講十戒好了，十戒、菩薩的行願、身口意

等等等等這些，你能圓滿，這些你有做。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這個行入就非常非常的

重要。點點滴滴，起心動念的點點滴滴，就會讓你的心平靜而沒有負擔。因為你行入，

之後你的理，就不會就現象來計較分別，由這樣來證道跟悟道。 

所以達磨祖師講理入跟行入的時候，其實兩個是並進的，而且行入，也就是實修的

這個部分，真實的處理這個部分是圓滿的。但我們在過去，甚至於到現在也是有人這樣，

行這一塊，生命的處理這上面，其實不把它看成是修行應該完成的，應該完成身口意，

應該完成的基礎面。我們總會光談那個，啊！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什麼都不

用做，這什麼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這樣的一種說法，其實是虛幻的、不真實的。 

我們從《壇經》裡面可以去看到六祖惠能大師，他是如何如實的過日子，如實的在

這裡面去體悟。在過去是不是有一段，好一段長的時間，都有所謂的參公案。對不對？

在參公案，最主要是把古人悟道的經過，這是一個過程，仔細研究之後，回轉回來，回

轉回來在自己的心地上去體會。不是這樣思惟思惟，啊！我參得了這個公案，我知道他

在做什麼，他做什麼，他做什麼，數他人寶。所以有時候參公案變成鸚鵡學語，他沒有

辦法真正是自己的問題，而自己看破它。中間就是有這麼一段，用古大德的公案，跟這

一些所謂點點滴滴的，所謂不立文字，其實文字也很多。這些呢？扭曲了，扭曲了真正

禪宗它應該的修持法門。 

這過程到六祖惠能的時候，他就有了思想的改革。大家以為禪宗是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而智慧呢？是由思惟而來的。但到六祖惠能的時候，他就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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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要講的就不是所謂你思惟的，所以剛剛有舉例，知道？你所有外界的這些東西，

不堪一擊的，利根器的一戳，人就是這樣。利根器的當你知道禪宗，禪宗的修持法門的

大德，這祖師大德們，是很強，很直接，然後直接插的。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現在你如果喝斥他，你怎麼這樣？他就整個翻臉，這個師父不

能理會。他說你這是夢想，心中就想說，是這樣嗎？想回應。在過去的禪子，一個破斥、

一個棒喝的時候，當下他會知道，我現在這個是假的，我這個不對，我這是假的，就把

這個丟掉，這個時候才可以這樣，你就會看到那個清淨。現在不是，所以到現在禪門，

老禪師找不到禪子。話說，話說老禪師找不到禪子，為什麼？罵一句什麼，他心裡就給

你罵回去，又把你想成壞的，順便還給你加分，就是這樣。所以知道，在這個過程還有

發生。 

在西元六百多年的時候，當然有玄奘大師。玄奘大師介紹唯識、法相宗，這理論、

佛法很完備，很細膩，非常的完備細膩。所以大家在三藏十二部裡面好好鑽研，都通徹。

都通徹之後，問題能不能契入？能不能契入？你三藏十二部通徹是一回事，你會背是一

回事，那不是你的，那數他人寶。所以當時的大德，會靠近禪宗裡面就是為什麼？因為

通徹之後，他要拋掉教理，他發現這些反而是法執，所以他要拋掉這個教理。 

有沒有什麼辦法讓我這樣一門深入，這樣切進去，當時有這種需求出來了。所以當

惠能大師他在講這樣的佛法的時候，當然契理契機，在那個時代就最為獨特，就是這樣

來的。所以禪門的思想革新，講到惠能大師，他不再強調如坐。但是如果大家現在到應

該是廣東省，廣東省的東華寺，如果現在去到那裡，都可以看到大師的色身，肉身菩薩，

他還是現坐相的。 

到這個時候我們就再瞭解，中間玄奘大師那個時候，還出現了一個天臺大師─智者

大師。智者大師他出生在西元五百三十八年，也就是智者大師跟四祖，他們都有重疊的，

所以四祖座下有非常非常多的門人，發展了，中間也有人讀天臺，中間有人讀天臺。所

以智者大師的天臺的理論，在禪宗他也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他有融會貫通。因為智者

大師他講一念三千，他講中道，他講實相。他這個思想，他也是三藏十二部融會貫通，

之後他講的是實證。所以他講中道，你空觀、假觀，最後中道實相。這跟禪宗，它有很

多很多東西是一致的，但是它是藉由理論，各方面融會貫通到你悟開，那六祖惠能他是

從這個點直接切進去。所以在這個裡面，他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比較，可是這個比較是相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不吝提出。 

8      六祖壇經 0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輔相成。 

所以到近代，我們是從這個禪門，禪宗的思想談到近代。所以近代學禪的人，學禪

的人他就會強調中道實相。因為你如果說我要表達，這是般若智慧，或是這個是什麼的，

言詞都不夠用，他沒有辦法的。所以他只能不著空、不著有，而你真正的這般若智慧現

前，處理的當下，一切清清朗朗。 

《壇經》的修行觀念 

再來我們來看《壇經》的修行觀念，《壇經》的修行觀念，從《金剛經》延展而來。

因為在四祖開始，他是用《金剛經》來印心的；最早達磨祖師他是用《楞伽經》印心。

《楞伽經》裡面宗旨有一句話，它說：「佛語心為宗」，就是什麼樣都是這個心的問題。

你這個心的問題出在哪裡？就是無明，你沒有辦法明心，當然不能見性。這個《楞伽經》

不好讀，當時他們在讀這些的時候，當然不會像我們這麼不好讀。 

簡化之後，五祖弘忍大師就用《金剛經》來教導門人。但是這個《金剛經》教導門

人的時候，門人有時候會錯意，所以對於《金剛經》講性空，《金剛經》大家都知道，「我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講性空。《金剛經》講性空的時候，導致狂禪的一大堆，

邪自在，唉呀！我體認空性，我不執著，不執著便是佛。行為呢？卻是錯亂的。 

所以在《金剛經》容易導致狂禪，它的理解上面還可以懂，你要去瞭解它是可以的。

但你如果修證上面，你修證上面沒有真正抓到要領的時候，你會偏理論，偏空。很多人

讀《金剛經》讀到最後，都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什麼都也不用做，那

都是狂禪，以為我內心裡知道就好了，那個就是一個錯謬的方向，就是門人有這樣的情

形。 

但是事實上真正祖師大德，他們各個見地、修證、行願這三個方向，是一點都不馬

虎的，他是一點都不馬虎，全部的全部都完整，但是門人卻不懂。《壇經》修持的基本

的觀念，也就是，我們看跟惠能禪法兩個結合起來，就是無念、無相跟無住。《壇經》

它本身要談的修行觀念裡面，還包括我們要證得法身之後，自己自受用，自在的自受用

身裡面，要摒息所有的煩惱，斷除所有的煩惱，以及你真正斷除一切的習氣。並不是在

講我們證得法身之後，所有的一切殘留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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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悟了道，悟了道，你本身可能有某一些功用，某一些妙用，但是要不癡。法身

是不癡的，般若是無著的，解脫寂滅的，所以要完成三身，法身、報身，度化眾生的時

候，還有不可思議的應化身。所以《壇經》裡面的思想，它就涵蓋了這樣的完整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這個《壇經》，還沒進入之前，我們先略略介紹。《六祖壇經》有七種版

本。那七種版本，１、法海禪師的版本，２、敦煌版本，３、還有北宋時候還有個版本，４、北

宋還是一樣有曹溪版本，５、到元朝的時候，又有了一個新的版本，６、元朝世祖的時候，

南海還有一個流傳本，７、到明朝的時候，還有一個新的版本，大致上《壇經》在我們藏

經裡面有七個版本。這個跟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介紹，介紹概念，大家知道就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說修行，惠能大師他在解釋這個無念、無相、無住的時候，他有

特別講，他說我們修行人在一切的現象、一切的過程裡面，他在〈行由品〉裡面有講，

在過程要無住修行。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他承受五祖的衣鉢之後，當時為了追這個衣

鉢，追這個衣鉢的這些師兄弟們，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傷心？還是為了追衣鉢，追這個相。

然後他為了避難，就隱遁，隱遁到獵人隊裡面，跟這些獵人過著狩獵的生活達十五年。 

這十五年裡面，他隨緣而安住，但是他的內心卻不住。所以身處寒暑冷暖，或是榮

辱苦樂，貧富得失之間，或是是非、人我，所有的一切裡面，他都保有隨所住處恆安樂。

不管你環境如何，他的內心是平靜的，他不在現象中，有所謂起心動念的東西。這裡面

有他的豁達跟他的寧靜，一般來講就是講隨緣不變無住的生活。這個地方講到無住，就

是在講你所有生活面，點點滴滴的事相結構中，環境的好與壞，他心中無所住，清淨依

然在。 

再講到這個無念，我們一般人來講，都錯解無念了。我們一般人在禪法的修行裡面，

就秉持著這個達磨祖師說的那句話，剛剛有講的那句話，「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

牆壁」，就以為我只要不起心動念，我內心什麼思、什麼想、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叫無

念。六祖惠能大師他就把這個無念解釋得很好。無念，不是都沒有念頭，就叫我們都不

能想。他是說我們眾生是在有著相，有任何的想法的這種有念裡面，如何不思善不思惡，

而在這裡面清淨正念現前。清淨正念現前，理解體會之後，自然這些一切平息。般若智

慧現前而不用再透過止跟觀，所以這才叫無念。這樣講很簡單。 

可是我們一般錯認佛法，就是一直要走到我不可以起心動念。所謂起什麼心，動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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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念？你起雜染心，動了是妄念。起雜染心，動了是妄念之後，要以清淨的正見、清淨

的正念來看破，勘破雜染妄念，之後自然智慧現前，離相。它沒有著相，沒有內心的這

些是非善惡，這個時候自然叫無念，這個才是無念。 

接下來我們就要瞭解「無相」，所謂的無相，就講到離相。在六祖惠能大師他《壇

經》講要讓每個人明心見性，就是你自己去看，你心中留什麼東西，你心中留下來什麼

東西。如果你留下來的東西，你可以抽拔出來，那就是離相，那也叫無住，進入經文之

後，我們再來好好研究。基本上惠能的禪法，無念、無相、無住。 

那我們再瞭解，這個時候才知道，六祖惠能大師他這個《壇經》，為什麼能夠傳誦

千年。最主要是六祖惠能大師他自己並不識字，就是沒有讀很多書，所以他並沒有自己

去寫什麼著作，所以由他的弟子法海把它集記起來，在歷史上很有價值。 

解經名 

那為什麼叫做「壇」？這個《壇經》為什麼叫做壇？這要話說到劉宋的時代。劉宋

的時代，有一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他到中國來，在廣州法性寺建立戒壇，也就是那

個時候有傳這個戒法。然後他有立一個碑，預言，有個預言。預言他說：當來，將來的

意思，將來會有一個肉身菩薩到這個壇來受戒，然後會在這裡大開法筵，這個是當時劉

宋時候的一個預言。 

千年後，後來到梁的時候，天監元年的時候，又有一位法師叫智藥三藏法師，這個

法師在這個壇場的旁邊，種了一棵菩提樹，然後他有預言，他說將來，將來有一位肉身

菩薩會在這個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就是說會在這裡講經說法。 

唐朝，果真唐朝高宗儀鳳元年，西元六百七十六年二月八日，六祖惠能大師就在這

個地方受具足戒，然後開始就在這個菩提樹下，開始講經弘法，大開法筵。所以後來其

實他說法，並不是都在這個戒壇，但是他的門人弟子為了重視這個壇，就是他開始講經

說法的地方，為了紀念他，所以把六祖惠能大師前前後後說法節錄起來的這個寶典，稱

為《壇經》，也叫《法寶壇經》。這個就是古德，古德就有預言，那果真如此，這個就是

時代性，這就是因緣和合的時候。 

那《六祖壇經》，因為惠能大師，他是我們中國的六祖，所以叫《六祖壇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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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如此。那禪宗典籍之王，就是講《六祖壇經》。雖然好多好多禪門的一些記錄的公

案等等這些，但都不如《六祖壇經》言簡意豐。也就是它的語詞，其實《六祖壇經》裡

面文字不多，可是它涵蓋的面寬、廣。語詞很簡單，你如果照看的話，其實都能夠讀得

懂，但是它的涵義就很飽滿。所以言簡意豐，理明事備，道理很明確，它不拉拉渣渣的，

簡潔、很明確，然後在講的事情呢？又很完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所以具足無量的妙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