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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4》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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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洵陽人，江西省九江人，有

的說他是蘄州，就是湖北的蘄州，這個字唸蘄（ㄑㄧˊ），這個唸蘄。所以有的人說這

個地方，有的人說那個地方。只要出了名，大家都想跟他掛勾，然後就說，他是我們故

鄉的，這樣，光耀門楣。俗姓周，他俗姓周，弘忍大師俗姓周，七歲的時候就出家了。

七歲從四祖道信出家，於蘄州黃梅雙峰山的東山寺，那個時候叫東山寺。窮研頓漸之旨，

就是他專研什麼叫頓、什麼叫漸，怎麼樣契入，遂得其心傳，也就是得到四祖道信的真

傳。 

但古人跟現在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古德裡面，為什麼他成熟、他安全？他雖然得到

四祖道信的真傳，但是他不離開師父，他不離開。唐永徽二年，就六百五十一年，西元

六百五十一年，他已經五十一歲，他七歲入道的，中間得法的真傳。五十一歲的時候道

信入寂，四祖道信圓寂了，他才繼承師席，才繼承師父的位置，在那個寺院弘法當住持，

世稱五祖黃梅。咸亨二年，就是六百七十一年的時候，傳法給惠能，六祖惠能，四年後

他才圓寂。 

這就是古德跟我們現代人不一樣，我們現代的人，修行略有小省，或是略有一點點

體悟的時候，哇！這下子就不一樣了，就自己以為自己飽滿了，圓滿了，理可頓悟，事

須漸修。我們很多時候，很多道理當下明白了，可是你在事相上呢？你在運作上面呢？

你在這所有裡面，它需要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慢慢去維持著你的清淨，這樣在行

住坐臥，這樣去鍊，淬鍊的鍊，去讓你整個人完全的不偏差，把這個體性完全乾乾淨淨，

這樣來證明道業。 

那現在為什麼禪宗，或是很多後來變成很狂禪？就自心體悟之後，就呵佛罵祖了，

然後就以為自己所有的知見都是對的。可是理跟事，它還有距離，古德他就是隨侍在側。

你悟開了，師父還一直指導指導指導，指點指點指點，到你安全了，才讓你離開。我們

後面讀到《壇經》的時候就有講，就有講他的弟子有多少人，到最後他圓寂遷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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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弟子說說話，然後誰跟誰，誰怎麼樣怎麼樣，四處弘法去。所以大家彼此都師岀一門，

也沒什麼好計較分別的，只是以個人所展現出來的禪法不同而已。度化眾生的方便善巧

不一樣，所以這種承事供養，在古德整個傳法的過程裡面，它都有這樣的典範。 

六祖惠能大師是比較特別，因為他傳法之後，被惡人所迫害，是五祖忍法師叫他離

開的。叫他離開，但是他在獵人堆裡，還是韜光養晦十五年，在這裡面有很多的歷練，

他並沒有馬上開大座說法，這後面會瞭解。 

從弘忍法師這裡我們知道，禪宗從初祖菩提達磨，到唐代弘忍的傳承，都是禪宗各

派所承認的。所以弘忍法師繼承這個佛法，發揚禪風，發揚光大，形成東山法門，因為

它這個寺叫東山寺，叫東禪寺，後來就名字改，又改成蓮華寺。 

禪宗傳教，自《楞伽經》改為《金剛經》，也就是弘忍法師開始的。弘忍法師他開

始用這個《金剛經》來作為他思想的主軸。守心參禪的要領，都是用《金剛經》作藍本。

他門下的眾很多，其中最為出色的就是神秀跟惠能。神秀、惠能兩個分別在北宗，禪就

是漸禪，南宗就頓禪，就是惠能的，這兩個體系。那這個弘忍大師，就是高宗上元二年

示寂，就是傳法給惠能大師之後，四年之後圓寂，世壽七十四歲，代宗就追封他為大滿

禪師。這個是弘忍法師的介紹。 

那我們來看，這個寺是五祖忍大師在這裡主化，那大家都持《金剛經》。他說：只

要你好好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這又是一個主題，其實跟前面意思是

一樣的。那我們看這個《金剛經》，總共是一卷，後秦鳩摩羅什所翻譯的，它內容主要

是在闡述一切法無我之道裡。眾生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它在講空的道

理，畢竟空。開始都用《楞伽經》，後來才用這個《金剛經》，就是從弘忍法師開始，「即

自見性，直了成佛」，是不是跟這個一樣？是一樣。 

那我們來看，如果我們每個人，不要管語言文字。我們不要管語言文字。你要跳開

語言文字，你本身在運作當中，在跟眾生緣起的時候，這緣起的時候，根據這個緣，當

下，當體清淨的本體，清淨的本體，而了知所有一切的關係法，一切的現象，一切該怎

麼樣，我們就應該怎麼樣，這就叫禪，這個就叫禪。禪並不是我們所謂你哪兒來？不來

也不去。你哪兒去？就沒來了，還沒去。當然不是這個，不是布袋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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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禪啊，或是說我們在講自性這個東西，它不是用思想分別，然後你來捕捉，你

來揣測，你來擬定，你來議論，也不是怎麼樣來描寫，而是要你真實的去體驗，明自本

心，明心，見自清淨本性，明心見性。所以當你很明白這所有一切稱性，根據自己清淨

的這樣，去圓滿所有一切，豁然，豁然開朗，所有一切，內自親證。 

所以修行這個地方，參禪、見性，它是現量。那我們去思惟、揣測、考慮，那是比

量。所謂的現量是當下很明白，什麼一切很清楚，而沒有是非，這樣叫現量。那比量就

是他這樣對嗎？好嗎？好吧！用他的角度想一想，嗯，有道理。用我的角度想一想，嗯，

不過，心中有是非了。不過，啊！不住不住，應無所住，唉！不住，這眾生嘛！裡面是

不是很多對話？然後最後，唉！乾淨了，心裡清淨了，清淨找回來了，這叫比量。所以

明心見性，它是現量。在當下的時候，是很清楚的，這是完全，是個別在這裡面體解所

有一切。 

那我們爲什麼在佛法裡面有講次第，次第，那就是用比量的。我們應該怎麼樣，我

業障啊！所以我應該用什麼樣來思考業？我應該怎麼來消業？我應該怎麼來修福？我

應該怎麼來積功德？然後這樣，慢慢一樣一樣一樣比，慢慢從外圍，慢慢走走走，走到

中心。那我們用比較法，諸佛菩薩萬德莊嚴，然後我們內心汙垢，這個用這樣，所以我

們應該要怎麼想？怎麼想？我應該怎麼正思惟？我應該怎麼精進？這都是用比量，有思

量，有比較，考慮。那你思量、比較、考慮，你走清淨的路線，還能夠次第成佛，次第

修行，漸修。如果你走的是輪迴路線呢？不是自己走入死胡同嗎？對不對？所以這個方

向是不一樣的。 

那有的在修行裡面，自以為自己很清楚，別人都錯，那都比到地獄去了。所謂參禪

見性，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講的是現量當中，當下所有一切明白、無是非，然後不是

死寂的，該如何就如何，圓滿之。惠能大師繼續說。 

『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

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 

他說我惠能啊！聽這個客他所說，他所說之後，我就想去參拜，也應該是我往昔宿

世與佛有緣。因為他那麼窮，應該是這個因緣很具足，所以承蒙有一客，又有一個人知

道他要去了，贈銀十兩給他，讓他能夠安頓好他的老母親衣食無缺。於是他就可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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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梅，去參訪禮拜五祖。這個時候惠能把母親安置妥當之後，就辭別，馬上辭別上路，

往黃梅去了。這一點，同學！你也可以感動，你也可以不動。 

我們一般來講，啊！聽懂了真好，生命的重心在哪裡？也是繼續再賣柴，因為要吃

飯。是不是？但是這個六祖惠能，家有老母，當他心得開悟的時候，他想要很明白很明

白，生命到底是什麼作用。他的明白，只是剎那的明白，不是全體的明白；他的開悟，

只是從凡夫的雜染心，而知道一個清淨，不再如凡夫一樣，有這些盲亂的東西，他清淨

找到了。但是他知道，他有很多不明白的，他明白的是當下這顆心，不再用世俗的攀緣

去讀。但是所有的實相不瞭解，所以他要去找，他要去黃梅禮拜五祖。 

我們一般的動機在哪裡？我們生命裡面的主旨在哪裡？我們會把這一件事看得這

麼重要嗎？我們不會啦！是不是？我們不會，所以我們叫凡夫，我們會陷在事相當中。

他是一切皆可拋，他把生命的這個迷惑，最重點的這個弄明白。接下來，下一句。 

『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

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他走了多少天？三十多天。我們現在，啊！要走一個月，難道沒有飛機嗎？不然有

高鐵嗎？不然有什麼的？行李要一大包。人家那麼窮，大概兩件就好了，愈瀟灑。我們

經濟狀況愈好，其實是負擔愈重。經過了三十多天，走走走，到了黃梅，去參拜了五祖

弘忍法師。 

弘忍法師就問我，祖問曰：他就問，這個惠能自述的，他自己說。『汝何方人？欲

求何物？』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士？你到我這兒來，你想要求得什麼東西？這話實在很直

接。禪宗講話，真是直直的問。我們現在對話，你打哪兒來？累不累啊！先喝口水吧！

直接問，你來這兒要求得什麼？ 

惠能對答，他回答：弟子是嶺南新州的百姓，我遠道，因為嶺南跟他這個蘄州黃梅

（湖北）很遠。他說我很遠的地方，遠道來禮拜師父大師您，只想求得怎麼作佛，怎麼

成佛，我不要別的，夠明白。同學你來這兒幹麼？你來這兒幹麼？你在堂上幹麼？你要

作什麼？當然要學作七祖了。是不是？要作佛。是不是？要弄明白啊！你既然會來，就

是要弄明白。可是很多人聽了不明白，他就不來了。事實如此啊！因為不明白，再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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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明白。有的人是不明白，我要一直聽，聽到明白。差很多啊！同學你來作什麼？弄

明白。是不是為了把它弄明白？雖然有一點不明白，下一次還要不要繼續弄明白？每個

人不一樣嘛！根器不同，說這個弄明白、不明白，那個不一樣。 

這個年輕人，惠能大師，唉呀！很開心，懂了。我們一般就說，啊！我懂了，很開

心，大概在那裡手足舞蹈。可是他還要懂得更明白，什麼都可以放下，我就是要去弄明

白，我要成佛，那就不一樣，所以他的答案是不一樣。這個時候五祖忍法師就回答他。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獵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

南北。獵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這個對話很尖銳呢？我們現在把它看得很平和，都很平和，你看這五祖忍法師不留

情面，你是嶺南來的人，又是獵獠，這個話不怎麼好聽。獵獠是隋唐的時候，嶺南這個

地方的人都是打獵維生，是少數未開發、未開化的蠻族。所以北方人，他鄙夷南方人，

就這樣稱獵獠，有的稱獦獠，後面用獦獠這個字。 

他說：『你又是獵獠，你怎麼能夠作佛』？「若為堪作佛」，你怎麼能作佛？這回答，

嚇不得的，這個惠能大師。真正你懂了的人，你根本就不會在這裡迷失，你也不會怕。

他說：『人雖然有住處在南北，但眾生的佛性都是平等，沒有分南跟北』。獵獠的身就是

『我這個惠能的身，雖然跟和尚你不同，沒有錯』，我們身上的結構，所處的環境不一

樣，『但佛性有什麼差別』？回答簡潔有力。 

所以同學，我們從這一點裡面去看到，求法懇切、積極、不退，要解除生命的瓶頸，

是這麼的真實、必要，那你就問，很簡單啊！爲什麼我們寧可去出家，在那一剎那的時

候，你怎麼決定？一樣嘛！一樣的道理嘛！對不對？ 

這個佛性呢？在世親菩薩作的《佛性論》裡面，他把佛性分為三種，也就是分為三

位，就是三個讓我們可以去瞭解的，瞭解的一種解釋法。 

１、第一種叫「住自性佛性」，也就是講的我們現在講「理即是佛」，就是眾生先天都

具有的佛性。常常經典裡面講，眾生皆有佛性，本來是佛，這就是在講這個自性佛性，

住自性佛性。但是我們發現不到，所以他又提到引出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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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所謂的「引出佛性」，講的就是通過佛教修行所引發的佛性，我們一般的眾生都

是引出佛性比較多，也就是我們透過了辦法，我們老老實實的真的根據佛所說的，六根

對六塵的時候，你如何安住，這個是每個人的對外門戶。所以當你不斷的練習，不斷的

練習，找回到真正原本的自心的時候，這個剎那之間，明白了，肯定了，所以這叫引出

佛性。 

但我們眾生無始劫來輪迴輪迴，心中攀緣附會，所以在這裡面習氣很重，凡事都有

一個自己的想法理想，在根塵相對的時候，自我意識就進去了。所以縱使剎那剎那之間，

你有時候點到了，沒有被境所轉，這種所謂佛性引出剎那的點，點到了，還要經過一番

好長好長的修行。到圓滿的時候，叫「至得果佛性」，也就是到佛果，始圓滿顯發。也

就是真正你要修行，要經過多久的時間藉事鍊心。那在這個藉事練心，在這個過程，最

後才會完整圓滿的呈現，所以菩薩有分那麼多的位階，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地方講和尚，和尚指德高望重，主要這個地方講的是出家人，也就是親教師，

大眾之師。後來衍生和尚是受戒者的師表，沿用，就是弟子對師父的尊稱。接下來，當

然我們就來瞭解，惠能他見到五祖的時候，他就回答這麼一句話。這個時候，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 

這個時候當時五祖忍大師，好像還要跟他說些什麼，這個情境可以出來了，「且見」

就是當時就看到身邊很多很多的弟子都隨侍在左右，於是就讓這件事情淡化了，於是就

令我，當然這是惠能大師在主述他過去的行由因緣，他就令我跟隨著大眾一起去作務，

就是一起去幹活兒。寺院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該做，大眾和合的地方。這個五祖忍大師跟

他說，你跟大夥兒一起去做些事吧！惠能這個時候，趁這個機會趕快再說了一句話，他

說。 

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

作何務？』 

這個時候惠能他就稟告和尚，他說弟子的心裡，常常的會湧現對於一切人事物，一

切自然明明白白而了然於心，湧現了智慧，而且能夠安住於畢竟的清淨空性當中，這個

就是福田啊！他的意思是要表達，自己本身在這上面的體悟。他是從聽到別人講，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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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而有所領略，所以來參五祖忍和尚。他說不知道和尚您還要我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先消文。祖云：這個祖講的就是五祖忍和尚，他就回答。 

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五祖忍和尚就說，你這個獦獠，這個部分還是使用輕衊，輕衊的語詞，你這個獦獠

根性大利，沒錯！你的根器是利利的上根器，但是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再說什麼話了，聽

我的話這樣就對了。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著槽廠去」。槽廠在一般農家它是指養

馬的，養馬的這種馬庵。但在寺院裡它講槽廠，講的就是後面的地方，就寺院後面作務

的地方。寺院後面作務的地方，以當時忍和尚的這個道場是碓坊，也就是所謂劈柴、踏

碓、舂米、舂穀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來瞭解，「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這個在我們

眾生看到自己有沒有佛性，如果能夠瞭解真正自己有佛性，而安住清淨當中，不變異，

不動而安住的，當然就是不離自性。那剛剛我們講這個佛性，在世親菩薩他把佛性分三

位，在其他的這個大德的著述裡面，他也一直強調這個。 

在《禪源詮》裡面的註釋裡面講，『一切眾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

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為佛性，亦名如來藏』。那我們能不能

摸到這個呢？還不敢肯定。《涅槃經》又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異』。

每個人都有這個佛性，今天惠能他自心能夠常常湧現智慧，表示他已經從這個角度，從

眾生的角度，已經看到自己住自性佛性，已經看到這個東西。 

佛門裡面講的福田，這福田呢？是有生長的意思。我們一般來講，種福田，種福田，

講的是供養三寶，孝養父母師長，或是探視貧病者，能使我人積聚福德，猶如在田中種

植穀物，必有收穫，所以稱之為福田。《首楞嚴三昧經》裡面講福田，真正的福田，必

須具足十法行。它並不是物相的，物相的說，這是一塊田，我們放東西進去它就會長。

在佛教裡面它在講真正的福田，它具十法行，這十法行在這裡簡單介紹。 

它說第一個、「住於空、無相、無願之解脫門，而不入法位」。這是真正的福田，是

這個修行者，他本身已經入三三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他有證入，但是他不入法

位，他不取證涅槃，這個才值得叫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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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見知四諦，而不證道果」。就是他從修行裡面，苦集滅道十六行觀裡面，

他真是有所契入，但不取，不證道果，也就是他不入所謂無依涅槃，無餘依涅槃，所以

他不取證涅槃。如果取證道果的話，羅漢不稱為福田，菩薩、佛稱之為福田。如果素法

身，也就是證得清淨的法身，但沒有利益大眾，你只是在自我的一個境界裡面，安住在

自心清淨當中，能夠給眾生種什麼福田呢？因為你如果無度眾生之願，無弘法之悲願，

能夠長養眾生什麼東西，素法身不稱之為福田。所以剛剛講的第二種，就是說他不證道

果，不是他沒有證悟，而是他不取證，不入涅槃的意思。這個十法行為什麼要把福田解

釋？因為它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本身是菩薩種，菩薩僧，能成佛，才名之為福田。 

第三個、叫「行八解脫，而不捨菩薩行」。出來了，菩薩在修行的時候，能契入佛

所說的一切法，而且能夠看到自性清淨，但是不捨菩薩行，自利利他。 

第四、「能起宿住、死生、漏盡等三種智證明，而行於三界」。就是圓滿了修行裡面，

發神通力，這個神通，不是求得神通，而是這個菩薩因為度眾生所證得的，這是自然的，

自然的。所以他證得神通的時候，行於三界，在這裡面，在三界裡面，是度化所有一切

眾生，這才叫福田。 

第五個、能現聲聞形、色、威儀，而不隨音教，從他求法」。雖然現聲聞乘，但並

不是著重在語言文字，而一直在求法，因為智慧如如現前。這個是第五。 

第六、「現辟支佛形、色、威儀，而以無礙辯才說法」。這個時候還能夠無礙辯才說

法，所以他才不會所謂安住，住在自己的境界中，那能隨緣說法。 

第七、是「常在禪定，而能現行一切諸行」。這個是在講定慧等持，常在禪定定中，

但是能夠在世間，還是有這個行為。那我們一般以為說，喔！我兩腿一盤，喔！我在寂

靜當中，我功德無量。那是在講你以後，你以後你對於過去所造的這個世間有為，到此

瞭解了，而對於未來，能夠開啟度化眾生菩提志願，所以才是無量功德。所以常在禪定

中而能現行一切諸行。 

第八、「不離正道，而現入邪道」。這個在講善巧方便，什麼叫福田？你不離正道，

但是在邪道，不會被影響而左右。那眾生呢？能夠度化。菩薩在哪裡度眾生？是在六道

群迷中，度六道群迷的眾生。他不是菩薩就跑到佛國去，那邊哪有眾生可度，那就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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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是菩薩，那也都是佛。還有眾生可度嗎？所以這個地方，是不離正道入邪道，所以

才是福田。 

第九、「深貪染愛，而離諸欲、煩惱」。也就是這個修行人，什麼叫福田？他真實有

經驗，他過去深貪染愛，我想在座我們都可以回答，是的！我也是。而是看你貪什麼？

是不是？深貪染愛，而離諸欲、煩惱。你真正能夠出離，從欲望裡面，煩惱、習氣裡面

走出來，所以契入清淨的自性，依此經驗才能夠幫助眾生離欲，離苦得樂，這個要具足。 

第十、「入於涅槃，而生死不壞、不捨」。寂靜涅槃，這是指法身的境界，但是他不

住涅槃，所以對於生跟死，隨應眾生有所需要，因緣和合的時候，他不捨也不住，所以

不壞、不捨，要具足這樣才叫福田。 

這個是佛在其他的經典裡面講的，《首楞嚴三昧經》裡面講，這個才叫真福田。真

實的眾生的福田。這個地方惠能大師他只講，「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他今天有這麼強，

這麼勇氣，從老遠的廣東省，也就是南方，而到五祖忍大師的地方去參學，為了要證明

什麼？而他的願力是什麼？所以他在這裡講福田，這在講真正的福田是覺悟。有覺悟，

有清淨佛性現前，而有菩薩悲願，這樣才是福田，這個才是福田。 

在這裡跟大家補充一下，這世尊講的，這當然是在指我們眾生對於福田是怎麼樣的

一個看法。祂說：『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這個大家一

看就懂了吧！如果說我們本身不修清淨的智慧，清淨智慧沒有顯揚，然後你一天到晚就

要去供養所謂的三寶，所謂的一切，能夠讓自己增加很多的福報，這樣是錯解福田。那

這種福呢？這種福是有為的世間福。 

如果你只修這個福，而不修這個慧，這個慧講的就是覺性、清淨智慧，那麼終究福

報很大，象身掛瓔珞，國王的坐騎。在印度的時候，國王的坐騎就是大象，喔！裝飾牠

什麼纓絡、梳洗、這個墊的坐騎的那塊布等等，這些又有什麼用呢？所以講的是我們要

真正懂得什麼是真福田。象身掛瓔珞，也就是指眾生如果迷昧自性，只是修福，是救不

了自己的。 

這個地方是六祖惠能談到自性清淨，智慧現前，如果這樣才是具足十法行的真福

田，那我們來看自心怎麼常生智慧？我們在哪裡下手之處？每個人都有這個六根，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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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接觸六塵，六塵的這個當下。這個當下你接觸六塵之後，就取這個境，所緣境。你

取了這個境的時候，當下如果你是單純的了別，了別，就是內心很清楚，你眼睛觸，接

觸到的時候，知道是圓、是方、是紅、是綠、是紫、是長、是短、是人、是所有語言文

字的內容，等等的這些，本身我們有一個能觀之心、能觀之智，這個就是我們佛性的使

用。 

我們有這個能力，我們什麼東西都能觀、能明白，而且能分辨。這個能觀照，能觀

照要對這個境，所緣這個境，要觀照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接觸到色聲香味觸法六塵，這個過程的境界很清楚，第一個動作是清清楚楚。但在清清

楚楚的當中，你看到這個六塵，六根對六塵，境界很清楚的時候，是攝住，不散亂的，

明白、明瞭於心，這個是一種定境。這就是所有一切的時候，安住於定之中。 

但是這個智慧從哪裡生呢？這個要講到，他說自心常生智慧。這個是在講他在這個

過程，明明白白能夠體會，能夠明瞭，連續不斷，連續不斷很明確，沒有加上我執、我

見、五蘊這種東西，所以對當下這些情境，明明白白，常生智慧。也就是你能夠體會、

瞭解，知道怎麼處理，這些一連貫都明白，沒有被塵境所轉。 

我們一般人就是被塵境所轉，塵就是外界的這個東西，境就是根跟塵對出來的時

候，內心體會到的這個東西。如果你被它所轉，那麼你就心外求法。你不安住在佛性的

這個功能使用上，而跑到對於外界的吸引，好香喔！啊！臭豆腐，趕快！這樣就被境轉。

這樣知道意思？ 

那如果說味道，臭豆腐是味道，就這樣。你不被境轉，起那個念，但是一樣是清楚

的，只是這個清楚是什麼？清楚於眼所見，鼻所聞，然後心動。那如果心不動，味道、

形狀、臭豆腐，這很明白，了然於心，不被境轉，常生智慧，知道是個味道，是個境界，

然後甚至於知道自己肚子餓，甚至於知道，這個時候臭豆腐對我有吸引力，知道這個東

西，也是一種明白，但是有被境轉嗎？ 

譬如你被境轉，臭豆腐好香喔！哇！不吃對不起它，然後不吃下去也對不起我，這

個時候就是被境轉。然後拿了臭豆腐吃的時候，又開始嫌不夠酥，不夠臭，又被這個境，

又加以解釋，自我覺受。吃完之後，早知道就不要吃，懊悔於這個眼所見、鼻所聞、身

所動、心所感觸，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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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常生智慧，不被境轉，知道臭豆腐，味道，我有飢餓，另外還會湧現很多的智

慧。我沒有被境轉，那知道臭豆腐有如何如何的防腐劑、塑化劑、油炸的東西，但是不

是討厭防腐劑，不是討厭塑化劑，也不是討厭油炸，而是明白於自己的現況，不合宜臭

豆腐，所以不被境轉，不採取行動，這是一個現況舉例。 

那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如果沒有被這個塵境轉走，這個就是叫穩住。如果我們

一旦被塵境轉走，常生顛倒見，這個就叫凡夫。所以凡夫在這裡面，夾雜欲望就出來了。

譬如剛剛臭豆腐沒吃，對不起它，對不起我，貪念出來。吃了之後，懊悔於不夠香，不

夠臭，討厭自己這個行為，瞋恚出來。最後總歸而言，是愚癡也，這個是這樣子的。 

所以如果未被塵境轉走，心能轉境，是不是剛剛對於這個塵境很明白？那便生智

慧。這個地方自心常生智慧，就是六祖他在講，惠能在講，他的內心對於所有一切一直

連著的，他一直是持續的，他不是斷斷續續的。所以他的清淨，是安住的，畢竟空的這

個自性，是一直持續的狀態。所以他就問和尚，您還要我做些什麼？ 

那我們來看六根對六塵，在《楞嚴經》裡面就講，我們要如何發現我們的無明？基

本上都不是在外面去找，全部答案就在自身，所有運作的契機點就是自己，所有環境裡

面的點點滴滴、時時刻刻、裡裡外外，所有一切都是只是認知。那你如何安住於自己的

這個能力，那麼才是真的，才是真的你可以去看到無明，起惑造業的點。那如何讓自己

明明白白，我們繼續聽，繼續學習。五祖說：唉呀！你根性大利，不要再講了，你到後

面工作，意思就是這樣。 

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

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 

  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這惠能他不會誤解師意，他不會，因為他安住在清淨中。如果是安住在清淨空性當

中的人，他不見是非。因為他不會在語言文字聽的裡面，產生一種情緒，所以他不見是

非。五祖跟他說：你這獦獠根性大利，去槽廠。惠能沒有辦法繼續說下一句話，因為他

已經講了，和尚不回答他，這個時候他就照做，退到後院去。有一行者，在禪林中，行

者有多種，就是禪門裡面有很多種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