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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3》 

             印可法師宣講          

但我們講本來清淨，是在講這個能力，它本來存在，而且沒有受到汙染，每個人都

有。那你為什麼看東西、聽話、感覺、吃、身體上痛、癢，這一些起煩惱心呢？那是因

為你沒有抓對你清淨本來的本覺，而你把重點放在外面的這些東西上面，叫攀緣，攀外

面的東西。 

這舉例，有一天你睡覺，家裡人，譬如你有眷屬一起睡，你醒了，醒過來的時候沒

有夢。你醒過來的時候，經由家裡人呼吸的聲音，你是不是知道這個空間裡有人？經由

他呼吸的頻率，你知道是誰，眼睛不用打開，嘴巴不用吃東西，鼻子不用靠嗅覺，你就

知道這空間裡，是屋子，是夜間，是睡覺的時候身邊有眷屬，是不是明明白白？這個過

程不起喜怒哀樂，不起愛恨情仇，這個能力是不是存在？這所有的一切的境界，是不是

不思善不思惡？是不是清淨？這個能力清淨。剛剛是透過耳朵，你就能夠瞭解，這個耳

朵是一個器官，它只是對外的一個門戶。你所瞭解的這一些裡面，你所瞭解的這一些，

是不是全部含攝都在裡面？這個能力，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覺知的能力，是本來清淨的。 

再來，一樣是這個現場，你突然聞到一股廁所的臭味，廁所的臭味，假設這個浴廁

跟房間跟你臥床很靠近，聞到廁所的臭味，然後有拖鞋的聲音，趴、趴、趴走，由拖鞋

的聲音，慢慢移動而靠近床鋪，這裡面你可以懂什麼？從臭味裡知道，有家人去上淨房，

從拖鞋的聲音知道，有一個物體在移動，從這所有裡面，你可以知道是家眷中的某一人，

他去做某一件事，這是夜間的幾點，差不多時間。如果窗外還有小鳥的鳥叫聲，你甚至

可以知道清晨時間到了。這所有的一切裡面，你不抗拒，你也不用在裡面起喜怒哀樂、

是非的時候，很明白的知道天將亮，家人某一人上淨房，如果透過廁所散發出來的味道，

知道是大或小便溺，是不是都清楚？這個時候自己身不動、口不說、眼不開，所有的一

切是不是都不動而了然知道所有的一切？包括裡，包括外，包括自己依然假寐中，是不

是全部很清楚？ 

這些這個東西，我們人能夠瞭解一切的這個本體這個能力，它是清淨的。如果我們

能夠每天時時刻刻，都這樣清淨的在一切裡運作，生命所有一切都是明白的，都沒有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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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的。重點是我們不知道如何把握，我們眾生不知如何把握這個清淨本覺，本來完全一

切都明白，覺性發展的這個能力，我們不知如何把握。所以在行住坐臥當中，我們攀外

面的現象，這個緣，而開始躁動。於是這個心，就攀緣附會，顛倒，心外求法。 

譬如剛剛這個故事，趴趴趴，拖鞋的聲音，廁所的一個味道，你不動，之後開始動

一個念，走路也不會小聲一點，吵到我，怎麼那麼臭啊！吃了什麼東西？還壓馬桶，喳！

沒修養。覺性在不在？在，你剛剛是不是覺？一樣是覺，覺到眷屬上一號，大小便溺，

回床臥床，是不是覺性一樣？裡面加什麼，加了造作的雜染的東西。那個雜染就是對聲

音的挑剔、分別、跟我的關係，因為拖鞋走路聲音太大聲，吵到我，其實你醒來，可能

在拖鞋未走之前就醒來，但你沒有發現，你認為是他拖鞋的聲音吵到你。 

如果你沒醒來，上廁所大小便溺的味道，還不至於會讓你醒來。就像有這個火災的

時候，也要這個煙很濃很濃，嗆醒了，所以不容易。你可能是自己本身已經達到深眠之

後，要淺眠醒的時段，或是小鳥的叫聲，或是其他種種因素而醒來，但是你不察，你不

察，你這個時候會因為自己在意，而不是很愉悅的這種境況，外界的緣，而來怪罪他去

上廁所，壓馬桶，又好臭，把我臭醒了，又拖鞋很大聲，又把我吵醒了，然後依這些境

界來歸罪，這個心產生了一種討厭，產生一種計較、分別，情緒就出來。情緒出來之後，

就再自憐自艾，這麼早，害我都沒睡飽，明天怎麼辦？我明天要去做什麼事，於是是不

是一路一路，一路一直怪罪？所以一樣覺在不在？ 

如果本來清淨，但用此心，你就是用這樣的覺的作用，直了成佛，你就可以圓覺，

圓滿的去覺悟而做該做的事。但是眾生就是迷亂了，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在這個上面已

經著在外界上面。所以當我們著在外界的時候，我們本來清淨看不到，本覺看不到，我

們就要「但用此心」去抓，去把自己真正覺的能力覺出來，去看到我清淨的東西，我怎

麼開始去發現我自己，我怎麼去發現，這就是佛法三藏十二部要告訴我們的。你怎麼發

現？發現要有辦法，你發現要用什麼辦法，發現要用觀察，要用迴光返照，要用省思，

要用業報，要用等等等等的東西，都是為了要發現這個心。 

而這個作用，以頓門的說法來講，它就是當你有情緒，當你看到外界的所有這些東

西的時候，指認它，這個是不真實的，你這個情緒，是你的心意識裡產生結構起來的，

它是幻相，它是你自己幻相。其實我們把剛剛這個過程，看成一部默劇，你還是躺在那

裡，那個人上完一號回來，睡了，外面小鳥叫叫叫，天色開始有一點要，天東方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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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是不是景致完全一致？第一次的景致，第二次的景致，跟現在你有心念迴光返

照的景致，是不是一樣？是不是一齣默劇的相都一樣？但裡面的內容，眾生心中產出來

的五蘊、情感、思惟，就讓你痛苦從中發生了。這個地方的這一句，就延伸出後面所有

經文的要義，略講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菩提自性，本自清淨」，講的是本體，眾生都有的本覺、佛性。「但用此心」，

講的就是作用，我們要用這樣清淨的作用去作用它。如果我們迷了，我們是顛倒的眾生

了，我們要正確的方式，去觀察到我這個煩惱，我這些想法，我這些喜怒哀樂，我這些

批判、對立，我這些排斥等等，都是虛幻的，都是我把這個覺加上雜質。所以我開始知

道，喔！原來我要回頭，這就始覺。 

始覺的時候，就看到我的能力，本來可以覺悟得完整而沒有是非的。那為什麼我以

前不知道呢？這個時候起很大的歡喜心，原來要掌握這個。當我要可以掌握這個的時

候，「直了成佛」，在在處處做什麼事，都是圓滿，內心明白，在這裡面沒有是非。 

在這個地方給同學做一些補述，這是六祖惠能大師提綱契領的一句話，在《華嚴經》

《六十華嚴》的五十二卷它有講：『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

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 

它說菩薩摩訶薩應當要知道，我們每個人的自心，念念念念當中，有佛成正覺。我

們是清淨的正念呢？還是雜染的念？如果雜染念就是眾生，如果我們是清淨的正念，念

念當中就成正覺，正確的覺悟，清淨正確的覺悟。諸佛如來不離這個此心的覺而完成的，

凡夫眾生也是一樣，一切眾生心也是一樣靠這個心而去完成覺悟的。這個不是別人的

心，不是別人在覺，是每一個眾生自己的心，自己可以覺。所以問題都不在外界，問題

也不在別人。《壇經》要講的就是問題，就是每個人自己的這個，你把握，你用對了，

就是這樣而成佛的。 

那再舉另外一個經論給同學知道，在《楞嚴經》，在《楞嚴經》開始的時候，阿難，

阿難七處徵心，他問佛啊，我到底這個心在哪裡？然後他就跟佛對答、對答、對答，對

答之後，佛就跟阿難，總歸，因為阿難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心。佛說人人都是清淨，有清

淨智慧德性的，但是眾生都是沒有辦法找到，佛就告訴阿難有兩種原因，所以你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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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是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

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

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 

祂說：眾生因為無始來你就是顛倒，我們以剛剛那個夢，不是夢，剛剛那個現況，

你不動、覺知，透過什麼都可以知，不動而覺知，這個時候是不是不叫顛倒？當你內心 

把重點放在外界、外境上，拖鞋的聲音，廁所的惡臭，我被打擾了醒過來的不悅，這全

部是不是外境？當你外境裡面，就是你把這個本來的能力安住，本來一切都可以顯現出

來，可是你現在重點放在外面了。重點你去看到外面臭、聲音、我，這些的時候，你把

覺性忘了，你忘了站在清淨當中，你把重點就放在外界上面。 

所以種種的業一直滾動，一直滾動，「如惡叉聚」，如好多好多不好的 不良的，所

有的一切種種，馬上糾集起來。所以你要從頭來過，就要從頭來當聲聞、緣覺，或是再

追求一切的這個長生等等的外道；或是自以為自己最偉大，自以為自己所有的這一切，

世界上的人都怎麼樣怎麼樣，自己就變成大魔王；或是等等的造作，這個根本就是有兩

種錯誤。 

那你如果一直攀緣附會在外面這些，「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你如果心外求法，一直在外境上面的東西，你的心終究沒有辦法清淨，猶如把沙子放在

鍋子裡，怎麼煮，它都不會成為美饌佳餚。你用再久的時間，終究跌落在外境的困難煩

惱中。人一心之間可寧靜，當下念頭一動，你可能就是羅剎，你在地獄中，你在批判中，

看不到實況，矇蔽了心眼。 

世尊就告訴阿難，哪兩種呢？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

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第一種就是你在攀緣，你所有都在抓外面的東西，抓你

要、你不要，抓外面顯現山河大地所有的東西，臭味，臭味緣起法呢？等一下廁所吸一

吸氣，等一下空氣稀釋了就沒有了。拖鞋聲也是緣起法呢？從那裡走到那裡，等一下就

寂靜了。 

所有一切因緣法，但是你的心「著」，把這個外境用攀緣心，把外面的這緣境，拿

來以為自性，就以為這就是我的，這就是我現在所感受到的，你在強調外面的這個東西。

所以呢？無始，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就在這個外境裡面的 生死變化裡面起落起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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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一天到晚來玩這個遊戲，在講述這個東西，講述你的觀感，講述你的感受，批判外

界的所有一切，所以你自己在生死當中，就是這樣，就是眾生了。 

『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第二個是無始菩提涅槃，元清

淨體。我們的清淨覺性從來沒有丟掉，無始以來它都乾淨的，這個能力一直在。你剛剛

在不在？在，可是你不拿來清淨用，你拿來攀緣，於是你就是在這裡面淪落。但是每個

人無始以來，「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本有的這個能力，它沒有變，每個人這個清淨的

能力都在，但是他的能力的作用呢？他是不是可以納受外界的所有？是不是你可以聽？

你可以聞？你可以感受？所有的一切能生諸緣，它的作用，就是在所有外面的緣境裡

面，你都可以瞭解，這個清淨的覺性就一直在。 

那如果你不瞭解，終日你一直在追求著，追求著追求著比較，你不自覺，你沒有回

來去看到自己的這個能力、清淨的心，去找到自己的清淨，「枉入諸趣」，你一天到晚不

是人就是鬼，不就是羅剎、夜叉、阿修羅，要不就享受快樂的天人，要不就是發菩提心，

現在像善人，等一下慈悲憫懷眾生的菩薩，在九法界裡跑來跑去，枉入諸趣。 

所以世尊就跟阿難講，你一直找不到你的心，你從來不知道你有清淨的這個清淨

體，因為攀緣心，你在追求緣境外面。第二個不自覺，你不知道自己有清淨的本覺，有

佛性。 

接下來給大家補充一段，補充一段《傳心法要》裡面的一段經文，《傳心法要》裡

面的經文它說：『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佛跟眾生都是一樣，都是你這

個心不一樣，那你就在什麼界別。『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就是這個心，就講

我們的覺性，我們的佛性，不知道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但是它無始已來，從來沒有

變異過。它沒有說，你這個覺性，哪一天有了，哪一天沒有，其實你每一刻都有。 

『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

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 

其實看我們什麼都可以覺，你現在想睡覺，是不是覺？是不是覺？覺。空氣不良，

語詞平淡，內容不精采，不引起興趣，疲勞過度，昏昏欲睡，是不是覺？是不是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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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想睡覺？也是覺啊！然後決定讓自己睡吧！也是覺。決定我不能睡，一直搓大腿，也

是覺，什麼都在覺。可是這個覺性，它不是大小、黃色、黑色，它無形無相。 

你現在坐著，覺得腰桿很疼痛，兩腿發麻，也是覺。可是你在這個時候不起煩惱，

你不起那種煩惱心，在這裡面安然，動一動，沒關係，我要聽的是法，清淨心在看這些。

如果我動念即乖，就是我在這裡起心動念，起了一個五蘊雜染的心，這個就淪落了，開

始就走偏差的路。所以《傳心法要》或是佛在講很多的經典，講的都是心地法門。直指

心地法門，直指人心。 

裡面一段經文它說：「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

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是眾生著相外求」，眾生為什麼是眾生？你著所有的相，你

都在外面這邊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放、捨、要、取，取捨之間。 

「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所以呢？「使佛覓佛」，

其實眾生本有佛性，你不發現你這一尊佛，然後你又在心外要去找佛，所以你應該回歸

去知道心地法門。「將心捉心」，就拿這個心要去批判、去思惟別人的心，要去感受一個

什麼東西，這個全是心外求法。所以「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你終究找不到佛性，你

終究回不了家。 

經文裡面它講，「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

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 

他說啊！我們不知道其實怎麼找到自己清淨的自性，你只要把這個妄念，你只要把

這個妄念息滅了，「佛自現前」，你的清淨的覺性，跟你那種如如不動，就是畢竟空，涅

槃寂靜自然就現前。所以這個當下，這個心就是佛。在眾生的時候，這個覺性它沒有丟

掉；在佛的時候，這個覺性也沒有增加一分。乃至於你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這些「本自具足，不假修添」，你在做什麼的時候全部具足六度，智慧、

布施圓滿。 

所有一切，「遇緣即施，緣息即寂」。如果因緣現前的時候，你就做該做的事；緣滅

的時候，你整個人，整個所有的一切就寂靜下來。「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

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所以如果你不瞭解，你不想真正的好好從心地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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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修的話，你只是著相要來求我的功用、我的功德，我的怎麼樣怎麼樣，這都妄想，你

不會成佛的，你不能夠悟開的，你不能找到你清淨的佛性的。「與道相乖」，這不是菩提

道，那個就是屬於邊緣的法。所以這個了義的東西，就在講這個。 

「此心即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

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無始已來沒有一個著相的佛，只有著相的

眾生。看著所有的一切，就在心中起了你所有的批判的相，沒有著相的佛。「舉心動念，

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 

『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那是第二種辦法，那是第二種辦法。第一

種辦法、心地法門，認知清楚自己的佛性，怎麼去作用它，而你怎麼去圓滿它。第二種

辦法、次第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這個是在其中慢慢讓你練練練，然後迴光返照，

去看到自己感受，不為自求的角度，就不會把自己再黏上去。「無始已來無次第佛」，無

始已來沒有所謂次第佛，是怎麼成佛的，都是圓滿而成佛的。「但悟一心， 更無少法可

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無異」。這個是《傳心法要》裡面一段經文。 

所以同學我們能不能指認自己有這個東西？能不能指認？當你在這所有一切，這只

是舉例，舉手投足，揚眉瞬目，起心動念，所有一切裡面，你都可以安住在自己清淨當

中。眾生在攀緣附會裡面，翻滾而不得自在，可是抓得到心地法門的這種，所謂佛，祂

不在這上面跟眾生一樣心念的訊息，在那邊淪落。 

那麼我們回來看經文，經文這一句，這一句，就是這部經典的綱要，「善知識且聽，

惠能行由得法事意」。他就尊稱大家善知識，我把這主題說出來了，暫且我們不談它，

先來聽聽看我惠能的身世，我是怎麼的來由，我的行蹤，我去求法，乃至於得到佛法的

來龍去脈，得了這個法要，它整個的發生過程。這一段就惠能大師自己講。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

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他說：惠能我的父親，嚴父就是父嚴母慈，所以嚴父就是講父親。惠能我的父親，

「本貫范陽」，我們原籍是在范陽，范陽是在河北省，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他

的父親是當官的，但因為被降職，流放到嶺南這個地方。流放就是五刑之一，五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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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刑苛，以前有五馬分屍等等那些刑苛，這個流放就是安置在遠方，終身不返。就流

放到那裡去，比較荒野的地方，不開發的地方，一輩子都不可以回到京城來。只要皇帝

一句，我這一輩子都不要見到你，你就不可能見到他，這過去。「作新州百姓」，新州是

現在廣東省的新興縣，也就是所謂的南海這個地方。 

「此身不幸」，惠能我啊！這一輩子又不幸，我的爸爸，父親被流放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又早逝，「父又早亡」，他又早過世。只有留下老母，跟我孤苦伶仃的過日子，所以

遷移到南海。因為他是流放到嶺南這一塊，因為他們就是經濟不好，所以就又搬家，搬

到南海，就廣東佛山寺一帶。日子不好過，所以艱辛困苦的生活著。因為貧窮，所以我

就在市面上販售一些供人家炊煮飯用的木材，賺取一點生活費，這樣，與母相依為命維

生。這在講他的過程，這樣的日子好不好過？但我們看，他對法的堅持會很感動。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

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

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

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

佛』。 

這一段故事，惠能大師自己講。有一次，有一天，有一個客人跟我買了柴，然後他

就叫我把這個柴，送到客人開的店。這個客人要買這個木柴，他就送去，客收去。他就

說，把這個柴送到那裡去之後，這個客人就把柴收到裡面去了。「惠能得錢，却出門外」，

惠能我就收了這個錢以外，就退出到門的外面。「見一客誦經」，忽然看見有另外的，另

外一個客人在讀誦經典，惠能就是我啊！我聽，一聽到經文裡面的語意，經文裡面的意

思，「心即開悟」，心裡即刻豁然開悟，豁然明白。然後這個時候，當然就完全不同了。 

惠能就問這個客，你在讀哪一部經啊？你在讀什麼？客曰：《金剛經》，我讀誦的是

《金剛經》。因為這個經文的內容，讓惠能開悟，所以他當然要再追蹤一下。復問：「從

何所來，持此經典」？你從哪裡得來這一部經？客云，那個讀誦的人回答他：「我從蘄

州黃梅縣東禪寺來」，我是從蘄州，蘄州就是現今的湖北省黃梅縣那個地方。那裡的東

禪寺，東禪寺又叫蓮華寺，就蓮華寺。那這個寺呢？是禪宗四祖道信跟五祖弘忍法師參

禪得道的地方。五祖忍法師在這個地方弘揚東山法門，就以這個東禪寺，因為它叫東禪

嘛！所以它叫做東山法門。清代，清代的時候，聖祖曾經頒揚天下第一山的這個匾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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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0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東禪寺。 

這個地方我們就來瞭解，我們先把它概略的瞭解，消文一下。這個寺是「五祖忍大

師在彼主化」，就是黃梅縣的東禪寺，是五祖忍大師在那裡住持教化大眾。「門人一千有

餘」，門下有，座下有門人一千多人。這個客他就講，我曾經到那個地方去禮拜，而且

聽受這部經典。「大師」，這個地方講大師就是講五祖弘忍大師，「大師常勸僧俗」，出家

人或在家人都一樣，你只要好好的受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就可以自

見自己的佛性，直接可以成佛。這是消文。 

那我們來瞭解惠能大師，話說這個惠能大師，他還不是普通人出生。話說惠能大師

要出生的時間，是在某一天的這個早上，早上天剛亮的時候。天剛亮的時候 他的媽媽

就生了這個娃兒，就惠能大師。没隔一會兒，就有兩個出家人到他的家裡來，然後就跟

他的爸爸講，這個孩子可以叫做惠能。然後他的爸爸就問，為什麼要叫做惠能？那當然

裡面有涵義的，有智慧能度化眾生。没一會兒，就找不到這兩個出家人了。那這個時候

這個惠能大師，他就不吃他媽媽的奶，就不喝他母親的人乳，他就是不吃。那時間到了，

小孩子會肚子餓，就有天人，就送甘露來，有天人送甘露來餵這個寶寶，就餵這個惠能

大師。這是他的外史上面記載的，所以非常人。出生的時候，即得人天供，這種是菩薩

再來的。我們世間人，這個葷素不拘嘛！總是有世間的濁穢之氣。這個菩薩種性清淨，

他不隨便吃人間的這些雜穢之物。那當然你也可以保留態度。 

那說這個惠能大師，因為他爸爸是當官的，從小當然是簡單的教他一些東西。可是

後來這麼窮，也沒上學，還去市面上賣柴。可是賣柴，他的心呢？他的心一直是保持著

清淨的，他有怎麼樣的一種根器？他不是懂很多的書或文字，所以他就不懂字，惠能大

師他個人都沒有留下所謂的著作，都是他說的法，弟子幫他留下來的記錄。 

話說這個惠能大師，一聽到《金剛經》裡面的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刻心

裡就開悟。開悟的意思就是轉凡為聖，就是我們本來是凡夫嘛，在三界裡－欲界、色界、 

無色界裡面流浪，人在顛倒中。所謂的開悟，就是轉凡為聖，同語詞、同意思，轉出三

界中生死的迷惘，而達涅槃覺悟的境界；也就是捨離煩惱的迷妄，而得涅槃寂靜的菩提。

就是完全瞭解，原來一切是那麼的明白清楚。而自己在這裡面呢？看不明白、看不清楚，

原來是我執，原來是幻想，原來是法執，原來在這一切裡面心外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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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呢？我們把所有外界的東西，啦啦喳喳的都放到自己的心中，客塵住滿了，

所以不得清淨菩提。他聽到應無所住，所有一切的這些，都不應該住著，這一切緣起法 

發生發生，發生而已，而應該生其心，原來清淨的佛性在這個裡面呢？清淨的菩提心，

就是如此明白。 

我們一般在經論裡面，它有介紹開悟，要證入，就是開悟，有好幾種辦法，「此土

入證，叫聖道門」。有的人就是在你生命的這個時段，這個時候你好好抓對了辦法，好

好的修持你自己。所以在此土，你所處的當下的這個娑婆世間，開悟，證入聖道，這是

一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叫「他土得證，淨土門」，由經論裡面講的，有的是在世間裡，有的東

西你隨緣而圓滿之。但你一心自淨其意，在這裡呢？以淨土為歸依，所以可以在你往生

之後，因願力之關係，而不再有這個色身，讓你的人不自由，所以以淨土門來得證。這

是第二種辦法。 

另外還有歷劫修行，漸教，就是你經過很久很久，不知道多久的時間，慢慢的學習

而開悟，這講漸修。 

第四種「即身成佛」，就頓教，即身成佛，也就是屬這部經典講的。你如果真正能

懂得你心的運作，看到你清淨的自性本來不失，萬法皆空，本來清淨。如果你懂，那麼

這就是一個辦法。所以經論裡面，大致有四種指標。哪一種最適合哪一種人？都是由自

己的根器，自己的緣。 

話說這個六祖惠能，即刻豁然開悟。然後這個客跟他講，他是從五祖忍法師那裡來

的。那我們就瞭解一下弘忍法師，就是五祖，這五祖的弘忍法師，出生在西元六百年左

右，602 到 675，是唐代的僧眾，這是禪宗的第五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