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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5》 

             印可法師宣講         

在禪林中，行者有多種，就是禪門裡面有很多種行者。行者的意思是沒有出家住於

寺院裡面幫忙雜務。有些是等到一陣時間之後才落髮。有一個行者，當然就是比惠能去

得早，他就差指派惠能，你到後院去劈柴、踏碓。時間就這樣過了八個月，八個多月的

時間，有一天，這個五祖忽然來看惠能，所以他沒有忘記，一個師父他不會忘記有這麼

好的資質的學生在，所以他雖然幾句話對，對過之後，他要讓所有的一切淡化。 

但是有一天他就去找惠能了，他說：五祖有一天，忽然來看惠能我，對我說：『吾

思汝之見可用』。我尋思，我想一想，你的見解堪可用，還不錯。他的見解是什麼？「人

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對不對？還有呢？「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

是福田」。當然這就是他所說出來的話，這時候五祖就為他解釋。 

他說：『恐有惡人害汝』，當時八個月以前，只是當時怕有一些心懷嫉妒，可能會採

取對你不利的行為的這些大眾，會加害於你，會教訓你就對了。這倒不是說害，喔！知

道你根器好，拿把刀把你殺了，倒不是。這裡面有非常多的考核，人家說，吐口水就都

把你淹死，這因為鋒芒太露了。或是說這個師父，就是對於這個弟子比較相應，然後常

常提攜他，常常會引發所謂的後續波動的事情，所以這個在唐朝的時候就有了，不是現

在才有。人性都是這樣，要記得，道場是凡夫住的。 

如果一個山頭、一個古剎、或是一個得道高僧，也不過是一個、兩個、三個，那大

眾會來參訪，都是凡夫。所以凡夫在這裡面，難免有爭名奪利，還是有世間的習氣，在

這個經典裡面就很明白。古時候都這樣。他說：『遂不與汝言』，所以我就不敢和你說話。

『汝知之否』？你明白嗎？這個惠能馬上回答：『弟子亦知師意』，我是知道師父您的用

意的，所以『不敢行至堂前』，也不敢走到師父您說法的法堂那邊。為的是什麼？讓人

不察覺，『令人不覺』，他不會急於要表達。 

師父說你去做些什麼事，就做些什麼事。在開堂第一堂課我們就講，悟後的生活，

老老實實，踏踏實實，他不會鄙夷所謂高跟低的，他不會說，什麼事情才是高貴的，那

什麼是低賤的，不會。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瞭解一下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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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

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

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 

這就有一天，有一天這個五祖忍大師，就把門人都召喚來，聚會聚會，集會，然後

對大眾公開的說，我向你們說個明白吧！『吾向汝說』，就是向大眾說個明白。『世人生

死事大』，人生在世，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生死這一件事情。而你們呢？『汝等終日只

求福田』，看看你們自己，終日每天就只知道要祈求，唉呀！積福啊！那以後會比較好，

對我比較好，這有功德，只求福田。這個福田跟前面的福田的意義是不同的，大家略懂

意思。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卻不明白應該要如何讓自己了生脫死。真正的能夠在生的

時候，如何處理好，而在死的時候，如何能夠圓滿，而不再有這種不自主業力所引的生

死，在這個生死苦海裡面，這樣不斷的沉溺。『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自性本來，就

是每個人的本性，清淨的自性，如果你沒有發現，你還是迷悶，迷悶的狀態，福田能夠

救得了你嗎？能夠對你有什麼幫助呢？這個是五祖忍大師對大眾的訓言。 

這個地方我們瞭解一下「生死事大」，生死事大就是生死這個問題極為重大。勸人

你要盡快，你要真實的要求得解脫。後面有一段，永嘉玄覺他去看六祖的時候，他就講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這無常什麼時候到，你都不知道。那我們年輕的會想到『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嗎？明天會更好，計畫計畫。到中年的時候，現在正是要把握；到

老年的時候，會那麼快嗎？還沒有輪到我。每個人都會在為自己的明天跟生命加碼。 

但什麼真的是生死呢？你只是在時間點裡面，一直延續以為有下一秒鐘。在《楞嚴

經》第三卷裡面，它怎麼解釋？它說：『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旋火輪，就

是這樣繞繞，然後亮亮的，那最後繞成一個火圈。旋火輪它是怎麼繞？它是一條布，或

是一條硬的東西，兩頭有火。兩頭有火，那你只要繞圈子，如果是一個軟的東西，你手

拿了一頭，另外一個有火，你開始繞，繞久了它就變成一個圓圈，無始無終，這叫旋火

輪。 

《楞嚴經》卷三裡面講：「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眾生真的搞不明白，

我們都忘了太多的生死，然後害怕下一個死，也忘記前面的生。《天臺四教儀》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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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它說：『從地獄至非非想天，雖然苦樂不同』，地獄很苦，極苦嘛！非非想天，極樂

嘛！雖然苦樂不同，『未免生而復死，死已還生，故名生死』。所以生死這件事，到底嚴

不嚴重？它一直在輪迴，這個生死是環境的生死，內心的生死，生命的生死，感觸到的

生死，愛戀生死，恐懼生死，害怕生死，要遠離生死，都還在生死。這裡面要有好多好

多的，好多好多的修行，好多好多的這種契入點，讓自己真的去面對。什麼是生？什麼

是死？那我們瞭解一下這一句話，他說：『汝等終日只求福田』。 

這個講一個故事，講個故事。蓮池大師他說了一則故事，他說：今生持戒修福的出

家人，連出家人都講進去了。今生持戒修福的出家人，如果你沒有達到明心見性，活著

的時候，沒有達到明心見性，也對於念佛，求生淨土的信願又很微弱，這種人呢？你來

世，多半是投生在富貴的人家，然而非常可能被富貴所迷，以致於造業又墮落。 

當然這裡蓮池大師說，他是針對一個出家人說。當時有一個老僧，他聽了這個話，

不以為然。那蓮池大師他就繼續說，他說：不要講來生，不要講來生你可能是富貴，眼

前呢？我就看到有一個出家人，他在北峰山陰，山有陽面跟陰面嘛！背風面叫山陰。他

在北峰山陰，結茅棚清修，十年之後，由於信眾日漸，就是愈來愈多聚集，而且景仰他

的道德，於是就為他另建道場，請他遷單，遷往那個道場去當住持。於是漸漸就染了惡

習，以致於墮落。往年，就是過去十載的清修功德，到現在都失掉了。現在都尚且如此，

更何況他的來生。 

這個老僧聽了，他說：『你說的這個人是誰』？蓮池大師就回答說：『那個人正是老

兄你！』這個老僧聽了之後，默然無語。這個是在佛門裡說的。出家人況且是在度化眾

生，一念之間，一念之間，名聞利養，一念閃失，就墮入生死了。 

修行，是要仔仔細細的，出家人，是為眾生造福，廣結法緣，他不是為了名聞利養，

他是在度化眾生。他是在度化眾生，幫助眾生在這裡體解大道，不是為了自己享福。如

果你這個地方虧了你清修，然後一個念頭，為自己享福，不免，不免誤了你出家之路。

這蓮池大師說得這麼明白。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可以來比擬於我們是在家人的狀態。有的時候發清淨心，又在

功名上面，又在計較上面，又在所有的一切裡面，錯了方向，拿捏錯了。所以五祖忍和

尚為大眾開示，汝等裡面，當然有在家、出家，如果終日只求福田，怎麼樣會有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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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求出離生死苦海，那這個自性是迷悶的，沒有明心見性，也不往生淨土的願力，

真正說，我活著要修，我死也要修吧！我活著沒有辦法完成，我死也是清淨的佛性要現

前，如果這一點都沒有，誰能拯救你自己？這個對大眾說的話，是直指的。 

他說：『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你們各自回去端心，看看自己的智慧。『取自本心般

若之性』，你用自己本心清淨的，清淨的這個智慧，作一首偈來給我看看。這個般若，

就是畢竟清淨的智慧，諸佛證悟的境界，諸法實相畢竟空。就是用這樣的清淨，你能體

悟畢竟空，而以這樣，把你所體悟的這個東西，作一首偈來給我看看。 

『若悟大意』，如果有人你悟得了佛法的大意，『付汝衣法』，我就把衣鉢，跟這個

佛法傳給他，就這個法脈傳承，讓他成為第六代的祖師。『火急速去，不得遲滯』，大家

快速回去吧！不要再耽擱了。生死事大呀！ 

這個地方呢？古德說，古德說：『若人識得般若性，春花秋月大地春』。如果你的清

淨佛性顯現的時候，你看所有的大地風光，都不會在你的內心，有所謂的這些五蘊，這

些所謂七情六欲。所以每個人都有自性的佛土，自性的淨土，如果不能把握自性，不能

認識自己，光在外相上追求，是離道愈來愈遠的。這個裡面他說，這個五祖忍和尚叫大

家作一偈來給他看看，這個不容易。這個五祖忍和尚叫大家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

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 

在這個經典裡面，我們對於般若，這個在《金剛經》裡面說得最多。《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這個般若有講到「實相般若、觀照般若跟文字般若」。所謂的實相般若，就是

在講所謂萬法真實的相狀，也就是清淨無雜染、畢竟空、不住、不著這樣的理體，就是

每個眾生清淨的佛性。所謂的觀照般若，就是在過程裡面，我們用這樣的觀照力，這樣

的作用，而來發現實相般若。所謂的文字般若，就是用文字來解釋實相般若。 

所以這個地方，五祖忍和尚叫大家『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講的就是用你清淨的佛

性，這個般若的實智，來作偈給我看。這個地方取自本心意思是說，從你自己的本心流

露出來，不可以抄襲，他不可以拿別人的，要原創作。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修行，這個所有的經典都這樣講，修行人自己也說，自己內證的功夫，說不

出來。也就是心性，我們自己內心證悟的清淨境界，它不是心思口議。這個東西怎麼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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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來呢？所以說不出來。這個就是指普賢的慧，普賢用代表慧。也就是你在所有一切

裡面的真實運作，所能感悟，感悟證得的那個內容、那個境界，這是不能說的。 

但要把它表達出來的，就是屬於後得智，藉由語言文字，揚眉瞬目，藉由所有一切，

把這樣的體會，這樣的清淨，藉由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這就是屬文殊的智。就是把這個

體認到的清淨，感受到的所有的境界，用語言文字把它說出來。所以前面說不出來的，

這個是內密行的內證功夫。 

如果要把它運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就外顯出來，外顯出來的這個語言文字。經典，

唯獨佛可以做得這麼完整，其他的大德在解釋這一些，當然也有一些相當不錯的，指導

我們的這些論述。但在佛呢？祂在故事裡面，跟須菩提的一問一答，對答當中，我們就

能夠去瞭解，清淨之中，怎麼來看所有的世界？在《般若經》大部六百卷裡面，都在講

般若這個東西，所以佛就可以把它說得出來。 

但我們眾生，如果你沒有摸到，你沒有開悟，沒有站在清淨的佛性中，怎麼寫得出

來？他怎麼寫，都是在描述外界的世界，他都是用心思口議的。這個地方呢？五祖弘忍

大師，就要大家作一偈給他看看。然後如果能夠悟得佛法的大意，我就『付汝衣法』，

我就把衣鉢跟佛法傳給他，就是傳承下去。 

這個地方的付汝衣法，有一些比較，古德在這上面的解釋，我們要瞭解。就是師父

以一件袈裟，或是一個鉢來傳給門人，表達的是我把這個道，這個佛法傳給了你，由此

證明你所體證的，與佛所說的是一致的。因為這個最早是從佛傳法給摩訶迦葉，初祖迦

葉，這迦葉來的。也就是這個公案是在靈山會上，世尊有一天拿了一朵花，當然這是有

天人供養一朵花。在座的弟子，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因為世尊拿了一朵花。然後唯

有大迦葉，微微的一笑。這個時候佛陀跟大迦葉，藉著一個拈花，一個微笑，心靈相通。

因為在看這個所有一切明白，所以佛陀當下就說了：『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所以傳法、傳衣鉢，最主要是要表徵真性開發，這個道是一脈相傳，所以就這樣傳

授衣鉢作為憑證。據說，據說當時世尊是用一件黃金滾邊的袈裟，金縷衣，黃金滾邊的

袈裟傳給大迦葉。然後迦葉尊者，他就捧著這一件衣，這個袈裟，在雞足山入定，等待

著到時候，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在世間龍華三會成道的時候，再把佛陀的袈裟傳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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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佛陀到大迦葉，到阿難尊者，慢慢中間西天有二十八祖，到達磨到中國來，傳給

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都是以衣鉢相傳。 

那以衣鉢相傳，到了六祖，他就說衣鉢不要傳了，他說不要傳了。因為在歷代的祖

師大德，為了這個衣鉢，飽受非常多的危機。這裡面聽了，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四祖

道信跟五祖弘忍法師的袈裟，被人偷了三次，六祖惠能大師得法的袈裟，被人偷過六次。

都被偷呢？所以大家都會想，一般偷這個有什麼用，一般社會上的人為名為利，他偷的、

他想要的是金錢地位，想要的是權勢，你有什麼樣的頭銜，掌控了什麼樣的單位，世間

人要這個。 

出家人呢？我執可能是破了，對於我我我的這個東西，他可能沒興趣了，認為這個

不常久。可是對於法執還是爭的，還是會爭。那這裡面呢？這裡面六祖惠能大師還為了

這個衣鉢，三次命如懸絲，有人要去暗殺他。暗殺他，所以這個過程，所以他說不要傳

法了。雖然衣為法信，法為衣宗。六祖惠能大師的衣鉢，沒有錯，是承襲西天二十八祖

達磨所傳下來，表達的這個佛法是不斷的。而一脈相傳，你所證悟的內容與佛所說的是

一致的，是平等的，是一樣的，這點是肯定的。 

所以衣跟鉢，如果單就衣跟鉢來講，它也是事相，它也是事相，但真正的衣鉢的涵

義，含的是心心相印，也就是印心，所以這個才是它真實的意思。那現在的僧團，為了

要讓佛法住世，必須要有一個象徵，所以它會有這個傳承，傳承的這個儀式，這個在古

德跟現代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在古德還曾經，就是這個祖師大德圓寂了。可是圓寂了，他弟子眾裡面呢？沒有人

開悟，沒有人悟得本心。於是大家就討論了結果，我們寧可不要有住持，我們寧可不要

有，就大家都是同學，好好修行就是了。後來當然有一方的大德來，他們才禮請他住持，

住持就是住持佛法。 

但現在體制上是不一樣，現在這所謂的衣鉢，這個是一個象徵。住持的話，是為了

讓這個僧團，它有一個代表者，有一個代表者。然後有個制度，可以讓大眾有一個承認

這樣的一個組織，那大家一起修行。所以現在的住持，他有的是用選舉的，有的是指派

的，這看各個寺院有自己的制度。所以這些儀式 跟過去所涵蓋的意義，略略有所不同。

所以五祖忍法師 他就這樣說了。然後他說：『火急速去，不得遲滯』，又有交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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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他說記得，如果你是用想的，心思口議，用想的，其實就是意識作用，要不就鸚鵡

學語，所以你思量即不管用。因為修行，修行開悟，就是現量，他現量不是比量，也就

是當下，你的心不動，很明白。我們現代的人，就是當下在揣測，他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在做什麼？嗯！不對，那是在罵我。或是說它這件事怎麼樣？你本身是一種比量，它

不是現量的。現量的時候，是當下沒有是非，這個就是差異之性，差異之地方。所以他

說：『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你當下就很明白。 

這個地方有幾個故事，可以說給大家聽聽。所謂「思量即不中用」，講的就是直心，

也就是真心，直心是道場，所以當你用思量的、揣測的，然後用自我意識在那邊編排的，

那個就不是言下須知，他就不是當下不思量而當下明白。當下不思量，明白，了了見道，

這個才是所謂清淨佛性的顯揚。 

這個地方有一個故事，有一個故事很有趣。說清朝雍正皇帝，這個雍正皇帝，他是

才華橫溢，很聰明的。有一天這個雍正皇帝就想，找幾個高僧大德，來切蹉切蹉這個佛

法，才有意思。所以聽說高敏寺有一個禪風很鼎盛，這個住持，住持師父找他來切蹉切

蹉，看我的這個智慧如何？他就請這個住持來。然後就跟住持對談，他就問住持師父，

佛法大義是什麼？這個住持就想一想，就講，講一個偈子給他聽，這個雍正他就不滿意。 

他說：不對，怎麼還要低頭想一想，你問我。 

這個住持就問他，請問陛下：佛法大義是什麼？雍正就馬上回答，他剛剛回答他的

話。因為他腦筋很好，是皇帝呢，所以他就背起來了。他說：你要像我這樣，要剛剛像

我這樣，一問完馬上說出來，這樣子才是開悟的人，才是悟道。 

然後他就說，我再問你一次，佛法大義是什麼？這個住持就照著剛剛自己所講的那

個偈子，再講一遍，都沒有空檔。他這樣講了之後，他自己悟道了。因為住持師父不帶

是非心，不帶思索，而他中間曾經參學，其實做了整合，所以當下他說出來之後，他悟

道了。然後於是第二個偈子，就馬上說出來，這是自己的開悟偈。這個雍正皇帝，嗯！

就很高興說，對對對對對！這樣對，你開悟了。還跟他印可，再說這個雍正皇帝還是不

滿意，好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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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再找一個住持來，找這個住持，如法泡製。他就問這個住持，你開悟了沒？這

個住持嚇一跳，馬上回答說，我還沒開悟。雍正說，還沒開悟，馬上回去打禪七，七天

之內你要給我開悟，否則嘿！寶劍在這裡，嘿嘿嘿這樣子，寶劍在這裡要伺候你的。這

個老禪師喔！緊張，回去每天參禪打坐，很努力很努力，可是再怎麼參禪打坐，都還是

用想的跟用坐的。 

然後每天雍正就去看他，然後就拿著這個寶劍，寶劍在這裡，不開悟要砍頭。每天

晚上就去，然後再去的時候，問他，開悟了沒？當然這和尚沒有，好緊張喔！他説，賞

你兩個饅頭吃。所以打禪七，晚上可以吃兩個饅頭，就是從這裡來的。香板，就是這個

寶劍的代表。 

話說這個雍正每天都來，他這個住持好緊張，非常非常的用功，坐到第七天。他坐

到第七天的時候，他也是努力的坐，可是不開悟啊！他就在那裡參參，參到想到，馬上

就要被砍頭，坐不住了，他坐不住就起來，就開始跑香，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了

忘我了，叩一下去撞到柱子，就這樣開悟。因為等一下，皇帝老子要來砍頭，他突然就

開悟。這時候雍正剛好進來，雍正剛好進來就站他後面，開悟了沒？對著柱子，趕快把

這個偈說出來。過關！這個就是『見性之人， 言下須知，輪刀上陣，亦得見之』。當然

這是被逼出來的，這是被逼出來，這是禪宗特殊的用法。 

禪宗有些時候，禪子他心思在一種很混亂很混亂。可是很混亂的狀態之下，清淨的

佛性尚在。於是如果你有一個攀緣附會，攀緣心出來的時候，這個禪師可能就把你，呵！

就罵一下，呵！再把你棒打下去，痛到你當下所有的念頭什麼都切掉，一念不起。這個

時候是非心，所有的東西都丟掉，當下空性現前。可是空性，他只是進入清淨中，智慧

沒現前。他有兩個階段，沒有湧現。 

這個時候禪師會上前去逼，在那邊，你説！你說！你說！要逼他，你現況中你體悟

什麼東西？這個時候四句偈，就自然脫口而出。他不是攀緣附會，也不會針對他罵他，

或剛剛他思索的事情，而是他所體悟的全部道理。禪門，中國的禪宗，特殊有這種逼法，

叫祖師禪。如來禪就不是這個樣子。世尊所教的禪法，祂沒有用這樣逼，祂是讓你體性

上，你整個知見建立，放下。這個總是給同學做個補充。 

還有一個故事也蠻有趣的，也就是它說：『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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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修行之人，他不會有恐懼顛倒，他不會。這個公案

是這樣的，戰亂的時候，戰亂的時候，那有軍隊入侵，在村子裡搶劫。然後後來又到這

個寺院來搶劫，那寺院裡的出家人看到盜匪，在村子裡放火燒房子，又到這個寺院來，

搶劫之後還燒了寺院，大家無處躲，就跳啊！就跳到佛殿。因為佛殿，主殿都最高嘛！

就跳到佛殿的屋頂上，熊熊大火這樣燒。 

這個住持，這住持，快川禪師，因為這是一個禪寺，這快川禪師看到這個現象，然

後大家就在那邊，然後他就說，你們大家趕快加緊用功，趕快加緊用功，我現在問你們

一個問題，熊熊大火當中，我們如何大轉法輪？你看這個禪師，他不會著這個寺被燒了，

這個搶匪，喔！大逆不道，或者不恭敬三寶必下地獄，這些都沒有，他還是在指導這些

禪子們。他說：『熊熊大火當中，我們如何大轉法輪』？意思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急的關

頭，生死一線間，你如何把握自己身心安住，他還是問這個問題。如何弘揚佛法？ 

然後這個快川禪師就跟大家說，快參快參，就是你把心性抓回來，然後大家就在那

邊，喔！你頭殼壞掉了，火燒得這樣，我們寺院快沒有了，你還在那裡參參參。一般人

就是著境，六根對六塵，被境所轉。你這些煩惱那個，你有個屋子，你也救不了，那個

盜匪你跳下去跟他打，你也是輸定了，馬上變肉醬。是不是？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是

不是就是這一句話？『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你在所有這裡面呢？它安住的。 

所以快川禪師他就說了：『參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自涼』。所謂見性者，他不

用山水的地方，他心頭滅卻心頭火自涼。他心頭裡沒有這些焦慮，所以參禪不需要一定

要山明水秀的地方，你要把自己內心的妄想、無明、煩惱息滅下來，他不翻動的，他不

會在那裡翻動。所以大火，熊熊大火裡面也可以轉法輪。是不是這樣也在教弟子參禪？ 

我們現在一定怎樣？趕快啦！快點！一一九，是不是一一九？對嘛！一一九。其實

那種狀況已經不是所謂這眾生可控制的情境。那麼你內心，在這裡面如何如如不動，智

慧現前？智慧現前，當然大火可救的狀態之下，也是穩定的，快！救火、滅火怎麼樣。

但是你這個狀態之下，你不要起焦慮、焦躁、是非、妄想、妄念，而是安住，依然身心

清涼。 

所以大德有說：『心若起時，不隨它起，起心自覺』，就是這個心動了的時候，你也

要趕快自覺。『心若去時，莫隨它去，去心自覺』，你如果知道這些情境、這些想法，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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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走了。那你也要瞭解，『心若住時，莫隨它住，住心自覺』，如果任何的想法，

你的五蘊住的時候，莫隨它，不要養它，不要養它，不要隨它住。那你有這個情境，我

現在有這種感覺，你也要自覺，自覺之後你就可以放掉，這個是屬漸修，這不是頓修，

這是漸修。所以這在講心的入、住，每一個當下你都很明白。『若自了了自知，不住一

切處，即名了了盡本心，亦名了了盡性』，這個就是無所住心。 

我們修行，大家都是努力想要修行的。但如果不要在世間的這個無常裡面顛倒見，

起這麼多著、染著的心，就容易進入到無，就是超越空跟有，生命就無限無量無邊了。

所以修行，也是要讓我們的心念無住，而看到所有一切真實，在一切裡面，都看到它的

美好，無限的世界，超越時間、空間的這種限制。 

我們一般太講求現在的所謂的知識，所以電視要看，收音機要聽，國際的訊息不可

不知，這些跟你得畢竟解脫，並沒有直接關係。也不是說你都完全要隔離，這上面可以

讓日子各方面過得比較好，或是所謂度化眾生，幫助眾生的時候，這個也是一個必須要

參與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著重在追求外界的現象，那做種種的分別，種種的知見這些，

而沒有真實的回自己的內心去探求，去開發自己的般若清淨自性，那還是一樣只是世俗

人。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在講『輪刀上陣，亦得見之』，這利根器的。利根器的隨處皆能

見性，其實大眾回去練習看看，任何一個你起心動念，情緒來的時候，看一件事情不滿

的時候，他怎麼這樣對我不公，他怎麼這樣不公平，他怎麼這樣汙衊於我，他怎麼這樣

等等的這些，都是你的以為，你的這個自我期待心跟標準。 

我們現代修行人對三寶的要求太多，對師父要求太多。以前的大德，他不跟你呼應

這個，他還直接，他還直接給你不好聽的話，看你會怎樣？收拾包袱走了，你就跑了，

不能忍受。現代都要要求百分百。你如果問師父 A，師父就一定要跟你回答 A 的答案是

什麼。B 的答案、B 你要的問題，他就要回答得滿意，你要。你要問他這個好還是這個

好，他一定要做選擇題，不然你就不會滿意。他可不可以不回答？不可以，偷偷的恨你

三年。這就是現代的禪子嗎？現代的佛弟子嗎？其實都是把師父當作有應公跟有應婆。 

真正禪師要對弟子，他可能一句都不回答。可是我們沒這個根器，大眾沒這個根器， 

現代都要護，都要保護眾生的法身慧命。有些時候有點難呢，到底是不是要讓他繼續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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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還是突然的棒喝他？繼續攀緣，說這個師父都不慈悲；如果棒喝他，說這個師父點

點點。是不是？然後這接下來，當然這經文講。 

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

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

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 

這一段就是大眾的心聲，大眾就聽到五祖忍和尚說完之後，各自就退下。退下，這

些人就是這樣，互相在商量，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共同討論出一個大致的方案。「遞

相謂曰」，就是彼此商量商量。他說：『我等眾人』，我們這些人，根本也不需要什麼靜

下心來，用這個所謂般若自性，要來作一個什麼偈。縱使，好，我們把偈子作出來了，

呈給和尚看，最後也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畢竟神秀上座，他已經站在那裡，他是我們教

授師。 

其實這個是誤會，就是誤會人，五祖忍法師。一個禪師如果說，啊！你現在做到班

長，唉喲！趕快給他摸頭，什麼都輪到你，這樣佛法就不能傳。他只是在傳人，叫傳位

置、傳大小、傳老少，他不是在傳所謂見性者。所以他們誤會師父，誤會這麼的嚴重。

有的以為說，我在這上面的表現如何如何，所以一定是我得。不是！悟者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大家呢？『必是他得』，一定是他得衣鉢佛法的。 

『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我們也不必忙著作什麼偈、什麼頌，白費功夫，枉

費心力。然後一組人在那邊討論，「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其他的人聽了這一番話，總

是，對啦對啦對啦！放棄了得佛法的念頭，也都這麼說，那我們以後就依止神秀師父就

好了嘛！何煩作偈？何須費心的作偈，怎麼不用功看看，試試看，像那個撞到牆壁也會

開悟。對不對？一定要人逼。 

這個時候忍和尚不是說得這麼明白嗎？為什麼不百尺竿頭，向上一步？自己再努力

嘛！就像我們大家瞭解的，佛法你照著做，你照著修，它就有答案。它是實證的，它是

可以實證的，它就是可以實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