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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6》 

             印可法師宣講          

那這個轉場，我們轉到神秀這邊。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

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

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 

這個是神秀自己心中想著的一個過程。他說大伙兒，大眾，都不作偈呈給和尚看，

這是因為我是他們的這個教授師，大家都不作，我應當，我則必須作個偈子，呈送給和

尚才對。如果我也不作偈，那麼和尚又怎麼知道我心中對於佛法的體會，他的深淺程度？

所以我應該作一個偈，呈給和尚看。但我自己心中也是明瞭，如果我作這個偈，是為了

求得佛法的證明，印可我所體會的內容，這個用意就是對的。那如果我今天作這個偈，

是為了要得這個祖位，也就是這個傳承，那麼這就是惡念。意思說，這個神秀其實他並

沒有惡意，他真的只是要證明自己，讓和尚來檢覈檢覈他。 

他說：『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如果我懷著俗人的這種想要得到法脈相傳，

六祖的這個位置，這樣跟所謂一般世俗，王宮、皇室裡面，想要篡位或奪這個皇位，有

什麼樣的區別？但倘若我不作偈，上呈給和尚看，「終不得法」，也不可能得到我佛法上

面的認可。唉！這件事，實在是太為難太為難了。這個是神秀內心的，那這個過程，再

來。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

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這個在講現況，現況呢？五祖所住的這個方丈寮，前面有步廊三間，三門走道，也

就是它有一個走道。在過去的禪門，它有這個迴廊。這個迴廊，它有步廊三間，就中間

這樣三個，準備要筵請，筵請供奉盧珍畫的這個楞伽經變相。所謂的變相，就是把佛陀

說法的地點、人物跟經要，就是經義，用圖畫的形式繪製而成，來表達這種叫做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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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叫經變。他想要請這個盧供奉來畫這個，同時又畫五祖血脈圖。這個五祖血脈圖，

就是傳法世系圖，也就是將初祖達磨，一直到五祖弘忍法師，他的嫡傳世系譜。就是他

是怎麼樣？這個過程在哪裡？繪成圖像，畫在這牆壁上，能夠流通給後代的人供養。 

這個時候神秀，他偈子作完了，作好了。那作好了，他幾度，好幾次都想呈給和尚

看，就要經過這個迴廊。他走，走到堂前，「心中恍惚」、不安，不知怎麼的就是不安，

然後「遍身汗流」，全身冒汗，「擬呈不得」，所以總是不敢將這個偈呈上去。前後四天，

四天裡面，他走十三遍、十三次，總共這樣，走了十三遍，十三趟，沒敢把這個偈子呈

上去。那當內心。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

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

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 

神秀心中又想著，倒不如把我這個偈，就寫在走廊上，因為它空著吧！空著，本來

要叫人家來畫，倒不如就寫在這走廊上面，讓和尚或是他人，沒有關係，都自然看見它，

看見這個偈子。如果可以得到和尚稱讚，說，嗯！不錯。那麼我就出來禮拜，承認說那

個是我神秀所作沒錯，就得到讚許認可的意思。『若道不堪』，如果和尚說：嗯！這個偈

不行，不對，那也只能夠怪自己，『枉來山中數年』，枉費我來山中參禪學佛多年。而只

是做學問上或是資質好一點，受到這些同參道友、師兄弟們的禮拜，但是自己並沒有修

成什麼道業。 

所以那天晚上三更的時候，神秀就一個人，沒有讓他人知道，自己掌了燈，拿了筆，

於是就把這個偈子，他所作的這個偈子，寫在南邊走廊的牆壁上，呈上了自己心中的見

解。這是這段消文。 

這個地方我們瞭解一下，所謂一更、二更、三更，我們以前說三更時分。在古時候，

一夜分為五分，一個晚上分五分，「一更就是午後八時」，這是晚上八點，一更天。「二

更就是午後十時」，就是晚上十點。「三更就午前零點」，也就是凌晨十二點。「四更天是

午前二時」，四更就是第二天中午以前兩點，也就是半夜兩點。「五更天、午前四時」，

也就是早上凌晨四點鐘。這樣知道幾更天？所以當那個晚上凌晨的時候三更天，也就是

半夜凌晨的時候，他去做了這件事情。那偈子是怎麼寫的呢？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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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秀書偈了，便却歸

房，人總不知。 

這個地方就講到他是怎麼寫的，他寫這個偈子。身是菩提樹，心，譬喻為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如果我們的心中有任何的雜染的時候，勿使惹塵埃，就要常常的擦拭它。

這個鏡子不潔亮，常常擦，不要讓灰塵惹上了。我們先瞭解，它說，「秀書偈了」，神秀

寫好了，回到房裡，別人都不知道，那當然故事一直在發生。 

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

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這十二點寫完，他還睡不著，他自己內心又這樣想了，五祖忍和尚明天看了這個偈

之後，如果他歡喜的時候，那就表示我跟佛法有緣。其實他是初發心是對的，那就是表

示我這個佛法，我體悟的這個東西，是有銜接到了。「若言不堪」，如果說不行，這作得

不好，也就是我自己心裡迷悶，我的清淨佛性沒有顯現，宿世的業障很深重，所以沒有

因緣能夠得到佛法的傳承。話說，我真的也不知道五祖忍和尚，他是怎麼來看這一件事

情的，我沒有辦法猜測啊！所以神秀在房中，左思右想，坐立難安，一直到五更天，一

直到天快亮了。 

這個地方另外的一個方向，一個方向就是繼續發展。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

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

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這個故事就繼續發展了，其實這個五祖忍和尚怎麼會不瞭解自己的學生呢？他早已

經知道，神秀入到這個山中來參禪、打坐，其實還沒有入門，也沒有得道，也沒有證悟

的意思，不見自性，那不管如何，四天過了，日子照這樣過。 

那天天亮的時候，五祖忍和尚就請盧珍，就是盧供奉來，他就專門在畫這個的，請

他到南廊的牆壁上要畫這個變相圖。變相圖就是剛剛所講的，《楞伽經》變相，跟五祖

血脈圖，他要畫。這個五祖忍和尚自己也跟他一起，忽然看見牆壁上寫了這個偈子。看

了之後，他就對這個盧供奉講的，説「供奉却不用畫」，您不用畫了，有勞您大老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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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裡要來作畫。因為經典上有這麼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幻」，這是《金剛經》所

說的。 

所以就轉向大家講，「但留此偈，與人誦持」，就留下這個偈子，讓大家諷誦，持守

好了。就是那個圖不用畫了，這些話其實他就是對大眾說。如果依照這個偈子上面所說

這樣來修行的話，可以免墮入惡道。如果大眾依著這個偈子來做修持的話，會有莫大的

利益。這個是發展的情境。 

他跟大家講，「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這個時候他並沒有說，

好啊！六祖現前了。當然所謂這個學子們，還不能夠瞭解五祖忍大師，在這個話裡面的

涵義，所以大家只在聽上，聽到話表層的意思，就感覺到，喔！這個神秀，我們好好依

止他就好了。所以大家的心中，自然就落入了意識形態。既然五祖忍和尚講到：「依此

偈修，免墮惡道，有大利益」，那麼就是對了，眾生其實就在所有的現象中，不知如何

分辨，五祖忍和尚於是， 

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於是忍和尚就叫弟子們，你們可以在這裡焚香，向這個偈誦禮拜，並且對大眾說，

你好好、好好的誦念這個偈，就可以得見自己本性。如果果真如此，這麼容易見得本性，

我相信到此，已經沒有所謂凡夫。所以大家以為誦這個偈，即得見性嗎？弦外之音是什

麼呢？弟子們就照著師父所說的，誦念這個偈。同時讚歎不已！善哉善哉！ 

說到這個的時候，同學們！我們學佛多年了，在讀任何經典的時候，也要瞭解經典

裡所說為何，真正佛的本懷是什麼。而我們眾生，真正要去開發自己的覺性的時候，應

該用什麼角度去契入。大家看不懂忍和尚在說什麼，只以為就在相上所說。這個晚上呢？

下面的經文。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

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

不可得』。 

先讀到這裡，這個晚上呢？三更天的時候，也就是半夜十二點，五祖忍和尚就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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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到自己的房來，然後問他說：這個偈子是你作的嗎？當然，神秀坦誠，確實這是弟子

所作的。在前面呢？上一次我們看到這個經文，神秀三番兩次，想要把這個偈子，呈給

忍和尚看，但是心中恍惚啊！遍身汗流不已。十三度要呈這個偈，呈不得。這裡面明明

的就是自己知道，心知肚明，心知肚明在這個裡面，自己不見性。心中有恐懼，有恐慌，

甚至於會顛倒，才用一個迂迴之計，迂迴之策，把它寫在廊上讓大家誦得。用探試的方

式，去探試自己的師父。如果說這個偈子不錯，那就坦誠。這上次的經文。如果師父說

這個偈子不好，那只能怪自己修行不得力。修行不是別人在嘴上跟你讚許，而是心知肚

明的。千萬不要上了所謂阿諛奉承這一招，也千萬不要自以為能夠寫個什麼東西來。兜，

用兜的，用湊的，就可以武裝成大德。 

這個地方神秀是很老實的，他坦誠這是弟子所作，但是弟子不敢妄想求得祖位。我

不敢說，我有這個機會，有這樣的能耐，得忍和尚您把這個法脈的棒子交給我。只希望

和尚您慈悲，您檢覈看看弟子是不是有那麼一點丁的智慧？五祖忍和尚回答得很直接，

『汝作此偈，未見本性』。你沒有看到本性，好比是到門外而已，你沒有進到裡面來。

因為這個神秀依止忍和尚已多年，但是沒有見性，所以稱之為你未入門。「如此見解」，

如果你要用這樣的見解，想要去求得無上菩提，是得不到的，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呢？

這一句就是在反駁他前面的東西，也就是直指他真正你要契入的時候，你必須當下。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

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薩

之自性也。』 

這個時候五祖忍和尚他就講，他說無上菩提，所謂無上菩提是講，佛所成就的無上

正等正覺。在經論裡面都有講：『佛、緣覺、聲聞各於其修持，有得證其果。當下所得

之覺智，稱為菩提。但只有佛之菩提，稱為無上究竟。無上菩提，是三菩提之一，全稱

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大菩提。在《大寶積經》裡面講到：『常化諸眾生，心

不生疲倦，於無上菩提，堅固不退轉』。這個當然是名相的解釋。 

那我們就要來瞭解，要得這個無上菩提，你必須言下，就是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狀

況之下，你都能夠識得自己的本心，見自己本性。這個地方把心跟性它分開，我們眾生

呢？心在講的是我們眾生所有的意識、八識。以凡夫來講，我們已存在根塵相對之後，

所瞭解的、所評估的、所得的這個內容，而用意識分辨之，儲存起來。所以當我們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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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每一個狀況之下，要識自本心。你必須先不管外界，這是一個運作，你不管外

界，你先讀到自己現在內心五蘊的東西是什麼。而這個內容，你在分辨你、我、他現象

的當下，並不進入緣境當中，而這個時候知道自己。 

譬如：別人，張三過來過來過來，你今天搞什麼呀？交代你的事也沒去做好。就這

麼一兩句之下，這個是言下，識自本心。當你過來的時候，老闆！什麼事？今天交代你

的事都沒做。如果識自本心，馬上可能會起一個念，我有做啊！太晚了啊！我只是還沒

跟你報告。那麼兇幹什麼？這個是不是你言下的反應？當你言下有這個東西，它這個

識，這個受，聽、言詞，現象當中，這個受完成；而這個識已經建立起來，產生了你的

分別知見，對立性。 

所以當你這些動作都出來的時候，第一你就要迴光返照。看到，好煩，你又要罵了，

我有做，還沒講，這些是不是都五蘊？這個就是看到識自本心的識，我識裡面的東西，

所以先把這個識，識自，你瞭解，思惡、思善，這我的善惡概念已經在其中。所以現象，

我根本還沒有進入，我已經評估我想要的東西，我在自我保護，我在對立。 

當我識自本心，剎那之間，煩呢？這個老闆！算了，吃自己好了，當這些東西馬上

識自本心，八識，自我意識，嗯！這就是我所，這就是我的概念，我的知見。當我識自

本心指認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剎那之間就會平息下來。平息下來的時候，見自本性，看

到自己的本性，瞭解真如的本性不生不滅、常住，這個時候把心收回來，這個是靈山塔，

把心收回來，安住。 

於是老闆罵的話，他問的問題，所有的一切，實相就會出來。他不知道你做了沒，

你做了還沒有報告，或是做得不夠圓滿，客戶打電話來有所微言，這個所有的一切，這

個就是實相。你必須回覆的是，今天我做了，適逢客戶不在這個公司，物件沒有交達，

傳達不夠完整，那中間有什麼樣的閃失，這是就事相而說，就這個事情而說。 

而理上來講呢？見自本性，瞭解到，你看，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有這個能力，

我能夠有清淨的能力，接受老闆指派的這個事情，交代的這件事，我去工作，我去完成。

在這個裡面，老闆所說剛剛質問的話裡面，我可以想惡的，我也可以用清淨心來看，這

是無是非的。所以瞭解清淨的真如本性，它是在的。現在是我要怎樣取讀，我用我的八

識，還是我用我的清淨真如？當你發現自己這個覺的能力在，這個覺性存在的時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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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剛剛發生的這些東西，剎那之間都知道是妄，是空華。當知道這些空華的時候，所有

一切冷靜下來，所有言談對話當中無是非。就相上，把事情交代完；就理上，心中不住。 

這個地方忍和尚要跟這個神秀講的，就是你每個當下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你的意

識？譬如你恍惚、汗流浹背、忐忑不安、夜不成眠，這個就不對，這個不對。你應該去

看到我的八識在動，你看恐怖、顛倒、夢想、造作，想要求得一個什麼東西來。如果當

下你把這個丟掉，也能夠從忍和尚叫大家作個偈子來的裡面，去看到自己這個本心。但

是他沒有，所以他不識自己的本心，而且他不見到自己的本性。如果當下能夠所有一切

都放下的時候，「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於一切時當中，剎那剎那當中，都可以看到

自己的本性。 

這個地方是在教導神秀，這是悟後的境界。剛剛所講的，這是在修正悟的過程的次

第，「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寂靜湛然」。這個時候，自然一切時中，念念自

見，這個是一個次第，在悟的過程。而悟後呢？「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

如果你剎那剎那之間，都能見到自己的本性，知道覺性常在，你不走輪迴的路線，你不

攀緣附會，那麼一切的萬法， 就不會成為障礙。 

《楞嚴經》裡面有講：「見性，是心非眼」。見性，所謂明心見性，見性，是心非眼。

它不是所謂外在的，根塵相對的這個東西，它在講的是這個能力。「一真一切真」，不虛

妄就叫真。但這個萬法呢？萬法也就是講諸法，意思是萬有事理。萬有，一切的事物，

亙它的道理，一致性。心色所亙，亙就是綿延下去，從這一端，延長到那一端，亙古的

這個亙，一切差別之法，跟一切所說。萬法、萬事、萬物，都是意思一樣。萬有的事理，

一一有其自體，具有規則，所以都叫法。 

那這個裡面講到「萬法無滯」，如果你能夠瞭解，一切事相當中，如果唯心所造，

那你唯心所造的這個自我意識，知道它是虛妄。你在當下，一切當中離這個虛妄，你真

心來對這個境，一真一切真，現在講真心對這個境。真心對這個境，這個真呢？就是真

實不起念、不分別，這怎麼解釋這個真？ 

我們舉個例，今天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老者，一個阿公帶一個孫子。看到一個

老者，當狀況現前，這個孫子跟阿公之間的互動，你看在眼裡的時候，心中產生了所謂

攀緣附會起來的羨慕，心中產生了悲哀，或許你沒兒子也沒孫子。當你心中產生羨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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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或甚至於他們的行為舉止，引發你有一些不愉快的想法，不管正面或負面的，當

這些東西你首先要讀的，是心中意識產生的這個所謂悲哀、所謂羨慕、所謂等等等等的

這些東西。 

當你瞭解識自本心這個東西是虛妄的，我的這些想法，是透過我的眼看色，我眼對

色出來納受於心中起的知見，這是虛妄的。當你瞭解這是虛妄，真心對境，這個阿公帶

著孫子迎面而來。然後這個小孩跌倒了，這個阿公老邁，蹲下去趕快把孫子幫他扶起來。

當這個時候你真心對境，你不思善不思惡，所有一切沒有分別，一個箭步過去，也幫著

他把這個小孩扶起來，心中不起可憐，不起悲哀，不起羨慕，不起還好。當這些一切很

自然，很自由，沒有攀緣附會，不起心動念，當下一切皆真，它不是語言，不是文字。 

如果我們能夠瞭解，所有一切現象它的背後，我們的真心，也就是我們的清淨真如

本性，它這裡面，它不是想法，它不是語言，它不是價值觀，它不是是非。一切萬法，

皆從心生，唯心所現。所以當你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是根塵相對，但你內心產生了意

識形態的解釋，所以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如果你心無所生，而覺照在其間，不是不知，

不是不覺。這個時候覺照在其間，依然是萬法現。這個依然是法，可是法無所住，它可

以成就萬法。 

有一個阿公帶了一個孫子，孫子跌倒，這依然是萬法、諸法，所有的一切現象，萬

事萬物，依然法現。但是呢？本身法無所住，你在當下的相應裡面，不住法，照見身心

法相空也。你還這個法，心中亦不著相，這個裡面就是所謂圓滿的，圓滿的大機大用。 

「心無所住，隨處解脫」，當你心無所住，所有一切境界儘管它現前，依然當下不

會有黏著的情形。裡外，內外根跟塵，不會緣境而起心動念，所以悉皆銷殞。這個地方

有好幾個大德，在這上面有一些不錯的解釋。 

首先跟同學介紹，介紹這個有的唸黃檗（ㄅㄛˊ），有的唸黃檗（ㄅㄛˋ），也有的

人唸黃檗（ㄅㄧˋ）禪師。以這個字而言，其實它是唸檗（ㄅㄛˊ），跟柏樹的柏是一

樣的。這個黃檗禪師他就說，他說：「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為第一」。 

我們眾生在所有裡面，你可能知道所謂的現象，所謂的道理，專業技術，百種多知，

不如無求最為第一。我既然知，又要無求，大家可能會想到，那我學習的時候是不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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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一種覺，是一種能力的發展，它不是求。如果你在學習中，是把自己的覺性提高

而來學習，它本身沒有所得心的求。而沒有求的時候，這個學習它都是全面開放，完全

滲透，進入而圓滿。所以如果能夠覺，無求而無著，那麼萬境自如如。這裡面的無求講

的是妄心不生，無著講的是真性不滅。 

我們在講這個妄心不生，如果今天剛剛的這個例子，這個阿公帶著孫子，孫子跌倒，

阿公彎下腰來把孫子提起來，一個箭步，幫他把這個孩子一併的拉把，讓他不受傷。當

你的妄心不生的話，這件事情就此圓滿。但如果妄心生的話，它就會產生另外的根塵相

對出來的，啊！你這個阿公，小孩還那麼小，怎麼沒牽好，這很危險，如果撞到頭，你

就不知道會怎麼樣。這是妄心生，這就是我們一般現象，你在一個狀態之中，產生了一

個自我知見，你維護什麼，可是這個現象是沒有的。可是是不是叫妄心？妄心跟善心，

跟自己的自我意識跟價值觀，常常混為一種現象。 

譬如你的這個言詞裡面，是不是妄心？是。那「無著」就是真性不滅，如果你不執

著，這裡面的所到之處，在在處處，所有的一切現象，都會呈現自己本來的面目。孩子

起來，再見拜拜，就走了。歡喜、平靜一如。所以如果能見自性之真，也就了知萬法各

自清淨的本來面目，對萬法都會有真知灼見。 

那我們一般人不能真，是因為我們念念當中，這個地方有講念念自見。我們在念念

當中，就是極短的時間裡面，有生、住、異、滅，它的遷流變化。而在生住異滅裡面，

有五蘊「色、受、想、行、識」夾雜於其中，產生了一些自我的，自我的一些解釋，綑

綁著自己，都想要怎麼樣又怎麼樣。只要你想要怎麼樣又怎麼樣，只會讓你自己愈來愈

變形。學佛，真正的精進修行的功夫，是要讓自己恢復本來的面目。但是我們學佛，常

常用錯了一個辦法，就是要造作自己想要的樣子，我們在創造一個想要的樣子，一直加

工，於是它一直在變形。 

譬如，舉個例，剛剛張三那個例子，張三你過來，老闆就說，今天交代你的事都沒

做。那剛剛不是起惡念嗎？真囉唆！我又不是沒做，只是還沒跟你報告，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惡念。如果你起另外一種，想要造作自己的樣子，先給他呼嚨兩句，笑笑的，不要

惹他生氣，我還要這個工作來吃飯，下次小心謹慎就好，內心自我對話。老闆是是是！

有啦！我有去，不過今天就不湊巧，我明天一定會去補，你放心，這事交代我絕對沒問

題，我今天還是辦了其他很多的事情。這個就叫加工變形，這個不是恢復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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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正的，是反的，這個都是不識自心，不見本性，這全部是在裡面所謂技術。

如果修行變成這個樣子，那就虛偽了，就非常虛偽了。那我們在看每個人在上面，能夠

瞭解多少？因為我們看到的世間法，內心都會起善惡、是非、空有、斷常、迷悟，就是

對待的兩邊。那真正的修行呢？是連中道亦不住。這個真實、空寂、靈知、妙明、真如

之心，它沒有我要停泊什麼地方，沒有。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所以

一切無障無礙，這是要求明心見性，必須親自體驗的當下境界。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瞭解，修行，如果你能夠知道，你當下的這些念，這是虛妄不

實的。你在這裡面可以看到自己，如如之心即是真實。你看這個萬境，其實都是自己本

來的面目。如果你能夠看清楚，看清楚這裡面，而你不虛妄的境界裡面去攀緣附會，離

絕法之迷情虛妄，這樣就能夠真正在真實當中。 

這個時候是五祖忍和尚跟神秀說的，「若如是見」，如果你有這樣的見解，你當下的

狀態是這樣，那麼就是無上菩薩的自性也。這個無上菩薩指摩訶薩，這個經本裡面，有

很多經本都是前後呼應，講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因為剛剛倒數第三行，忍和尚在講

的時候是用「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而這個結語的時

候，「就是無上菩薩之自性也」。這是大正藏裡面用無上菩薩，其他市面流通的經文，都

是用無上菩提。但這個地方要講的，以大正藏裡面，我們以這個版本，就是指摩訶薩。 

一個修行者，他今天如果只是為得，為了要瞭解空的自性，去體悟空性的話，那麼

就截止於此，讓自己進入到所謂空的領會當中，這個是聲聞乘偏執空，或是緣覺二乘，

他對於空的體會，不能向上一步，不能夠萬境自如如，妄心不生，真性不滅，依然在這

所有裡面行住坐臥，六根能大機大用。所以如果你能夠發展到不住，明心見性，真實能

大機大用，這個就是無上菩薩。就是要成佛之前，所有菩薩的境界。菩薩摩訶薩所本的，

就是安住清淨的真如之下，見一切的萬法。所以菩薩於諸見不動，所有的現況，所有的

一切不動。 

話說這個五祖忍和尚對神秀說這一番話，如果神秀真是個利根器，這個時候也可以

悟開，這個時候也可以悟開。因為他已經對於他的偈子，做了直接的註釋，他跟他說你

這個偈子，是在那邊轉的，你這個偈子還有「有我、有心」，所以你這個東西，沒有去

看到你所有整個發生，你整個發生過程。內心的運作，跟你寫出來的這個東西，不對就

不對，應該要如此，這一番話是很明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