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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7》 

             印可法師宣講          

然後這個忍和尚又說：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還是安慰一番，你暫且回去吧！你再想個一兩天，再作一個偈子來我看看；如果你

果真是入門了，那麼我就把衣鉢傳予你。這個上面還是很安慰的。五祖忍和尚對於六祖

惠能，當時叫盧行者，他是很狠的。但是對於神秀，他是非常溫和，大家有沒有去看到

差異？他跟六祖講：爾這獵獠，他直接跟他講，你這個獦獠啊！鄉巴佬啊！你這鄉下過

來的，南方的粗人，他直接是這樣講的。但對神秀呢？他說：汝且去，你再回去，再作

來我看看。 

所以哪一天，你要碰到你的師父，突然拿一把菜刀向你揮下去，你不會流血，你要

當下不動。又罵了你兩句，你啊！如灌頂一般，安然自在，這個就叫菩提無是處。我們

一般人不堪承受，不堪承受，這個就是根器不同，堪得。 

那剛剛有講無上菩提，黃檗禪師他有講：『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眾生亦不

失菩提，菩提本性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然後我們這個真心，

是無形無相，體遍虛空，用周沙界。一切大乘經典都是要告訴我們，要發明這一件這個

事。所有大乘的經典，說來說去那麼多，跟你講菩薩道，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不然你就不動嘛！就只好叫你無我的去做這些事，然後再叫你，在心中無所

求，三輪體空。你做所有的事情，用你的所有一切，大機大用來做，然後心中無所求，

為了就是要讓你看到自己這個心跟這個性，明這個心，見這個性，而進入一切真當中。 

所以『真心不來不去、不染不淨。生時，性也不來；死時，性也不去，湛然圓寂，

心境一如』。所以我們在讀很多大乘經典，我們常常會落錯重點，我們常常重點會放錯。

重點，佛陀說我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慈悲視眾生。我們應該如何幫助眾生，我們應該

如何度化眾生，而忘了第一個，要見自本性。你要真的去懂得菩提心，它本身講的就是

清淨本性的顯揚。由這個清淨本性顯揚裡面，出來所有的一切，那就吻合大乘佛教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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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行儀。 

度化眾生，他不是為了求功德，他也不是標出來的一個慈悲，那慈悲只是一種辦法。

你如果以菩提心，無住生心，以菩提心的角度來度化眾生，不談慈悲，而是真慈悲。因

為它裡面沒是非，沒糾結。修道人，修道人『心如明鏡，無所染著，妄心不生，我所心

滅， 自然清淨』。一個修行的人，如果一天到晚都，我看那個有夠可憐，我們如果不趕

快準備個什麼去幫助他，我就不是我。這個時候，其實你在恭維著自己的妄心，你在自

我意識裡面的我所。 

你如果說看到眾生的疾苦，無住生心，他沒有所謂分別的這些東西，直接進入眾生

中，你不對立，直接進入眾生的苦厄中。那這個上面，以什麼樣的辦法，讓他消除這個

苦厄，裡面他沒有你要與不要，負面或正面的一些言詞。剛剛是有我所的，啊！這有夠

可憐，這政府太無能了，無能的政府，所以一定要有慈悲的我。這個時候，他本身就是

一個對立說。我應該來做這一件事，要不然我睡不著，這個是為了道德良心的安慰，他

不是無住生心。無住生心的狀態，他只直接進入眾生與我是一樣的，直接進入眾生的苦

厄中，而進入苦厄，用最適合他的辦法，無形無相，自然流出。 

《圓覺經》裡面講，自然流出，而眾生就這樣，圓滿了三輪體空。所以這個地方，

我所心滅，自然清淨。他沒有所求，不期待，『因心地清淨故，真知真見就自然現前』。

如果你的心清淨，自然就現前。我們常常會有在很多事情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時候，

如果你不要起是非心，你不要起是非心，就進入他的心就好了。進入他的心，你會發現

他在抱怨，他在指責，他在要求，他在保護他自己。那這些的言詞的背後，你不要跟他

對立，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你自己不起意識心去批判他。雖然他在批判或是他在要

求，這個時候你只要心地清淨，無我所，然後真知真見你就會現前。你要瞭解，嗯！他

現在陷於苦厄當中，所以他需要幫助，我們如何把這一件事情圓滿，然後就去做它。 

剛剛如果你心中有一點迷惑，有一點不瞭解他為什麼這樣，這個時候安住就好。安

住，至少明你的心，明自己的心，你安住，讓自己安住在清淨中，沒有我所，你安住就

好。然後慢慢，他愈說，他愈表態，他需求什麼？喔！原來如此。你現前，自然現前這

些道理，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他在什麼樣的狀況。那這裡面呢？自己心是不動，所以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喔！原來如此，如此如此，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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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的是什麼？他需要的是什麼？他在抗爭的是什麼？以眾生為所緣，這個部分， 

心是不動的，明這個心，而完成它過程，是稱性之行，這個才能夠萬法無礙。所以在所

有裡面，如果說我們要修學的話，就是保持高度的警覺性，要讓自己保持高度的警覺性，

而不加主觀、客觀。不加主觀、客觀，在這裡面自然讓它運作。那這裡面呢？五祖忍和

尚說：『付汝衣法』，我就把衣鉢傳予你。這個時候呢？ 

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很明顯嘛！有就有，沒就沒，所以神秀他還是頂禮了，出來了，好幾天想要想什麼，

都沒辦法想，要作一個偈，也作不成。因為你用的模式，是用思惟法，怎麼作得成？他

這是一個思惟，我要怎麼樣才能夠揣測聖者，我怎麼樣的心思才能懂得，佛祂們悟的境

界是什麼。你這都是心思口議，當然恍惚啊！所以在行住坐臥裡面，都悶悶不樂。 

一個人能夠萬法無滯，那真是不得了。看所有的一切，我們要明白，所有一切，都

是自心顯現出來的東西。你今天高興不高興，看事情的是非、喜好，都是八識田中唯心

所現的。能夠一直指認這一點，修行很快就可契入。你每天晚上就做這麼一件事，每天

晚上或是一件事情過後，讓自己靜下來，唯心所現。你看，我剛剛生氣囉！我剛剛起動

念囉！我剛剛在這上面有情緒，剛剛有知見的判別，自我意識現前，主觀囉！嗯！至少

明這個心，明自己心中八識出來的這個東西。當你每天指認這個，然後瞭解它，不理它。

瞭解它，然後讓自己回到寧靜，這是虛妄啊！這是虛妄。再讓自己真正的靜下來。靜下

來之後，很多事情就會如如現前。試試看。 

這個在講到當時發生的現象，這個神秀還是擠不出東西來。因為這是心意識的造

作，他不是明心見性，他不是真實體性的東西。人要讓自己迴光返照，要去把握，把握

住你現前清淨的這個東西、這個覺性。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

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獵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

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 

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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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一讀就知道了，又經過了兩天，有一個童子，當然就是很年輕到寺裡面來，開

始在修行學習的一個童子，年紀輕，在二十歲之下稱之為童子。「於碓坊過」，就從惠能

盧行者他在後面就是打穀的地方，就是從那邊經過。「唱誦其偈」，唱著神秀的無相偈，

那個偈子是什麼呢？大家當然就知道。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當然這個偈，他就一直在唱誦。惠能一聽，這個偈沒有見性，因為惠能自己當時還

在南方的時候，就聽「應無所住生其心」，《金剛經》諷誦的時候，心中悟得清淨本性，

當然智慧未現前，只是說悟得，了知本性，所以他知道這個是未見性的。「雖未蒙教授」，

還沒有經過誰的特別的指導，忍和尚也沒有來指導他些什麼，但是他知道自性清淨，把

握住了，他見過了，他有開悟，他有開悟的經驗，所以「早識大義」，早已經知道佛法

的大義，就是每個人去找到他清淨的佛性這個東西。 

於是他就問這個童子，你在誦什麼呀？你看這個童子還是很瞧不起他的。「爾這獵

獠」，你是童子，他不是老子，但是還不至於是童子啊！是不是？像這種，我們一般世

俗裡面，非常容易輕賤他人，非常容易看不起別人就對了。他說：「不知大師言」，這你

不知道五祖忍和尚有說，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死這麼一大件事情，大師想要把他的衣

鉢傳承下來了，所以命令我們大眾，就是門人，每個人都作個偈子給他看，如果有誰能

夠悟得了佛法的大義，那他就要把衣鉢傳給誰，作為第六祖。 

這個神秀上座，他在南廊的壁上，有寫下這首無相偈，也就是我剛剛在唸的這個，

大師叫大家都要誦念誦念，要背誦，說如果照這個偈子修的話，可以免惡道；如果照這

個偈子來修的話，那麼以後會有莫大的利益。為什麼會免惡道跟莫大的利益？他為什麼

不講能夠出離生死？因為這個是在「有」上面修的，你在有上面修的，當然就叫福，有

相啊！所以這個忍和尚他也沒說錯，他說可以免惡道，你一定會由惡轉善嘛！由惡轉

善，然後不要讓自己染上一些惡習，你還在加功遍行，其實是加功用行，但是這個累積

的東西呢，跟你悟得清淨佛性是沒關係的，這是世間福，所以免墮惡道，有大利益，人

天報。 

「惠能曰：」惠能聽了之後就說。另外一本說，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當然這個

版本很多種。惠能他就講：『 上人』！這個上人是在尊稱童子，有沒有看到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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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說你這個鄉巴佬，一個說唉呀！尊者您，所以愈是高傲邪慢者，這個習氣重，老是

以為自己可以做一些偉大的指導原則，老是可以高高在上，叫別人是獵獠，這個惠能倒

是都能夠尊重眾生的佛性。你看到眾生都有佛性，你自然就會尊重他，童子亦是如是。 

他說：我在這裡踏碓已經有八個月了，我沒有走到堂前，就是忍和尚說法的地方，

希望上人你能夠引導我，帶我走到前面，偈子前面那邊也去禮拜。於是 

「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 

童子就帶他去了，惠能就說，我不識字，請上人你為我來讀一遍。 

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

為書。』 

當時江州的別駕，江州就是講現在的湖北，舊武昌府跟江西這個附近，這個叫江州。

以前的編制跟現在不一樣，別駕是一種官的名字，這個別駕，就是州刺史的左吏。前面

我們不是有知道有個刺史嗎？韶州韋刺史，韋刺史他的屬下的意思，就幫助他的，所以

這個別駕，就是刺史的左吏。因為刺史到哪裡去，他都得跟在旁邊，但是是坐另外一輛

車，所以名字叫別駕，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江州的別駕，姓張、名日用，張日用，他就高聲的把它讀出來。惠能一聽

說，我也有一偈，請別駕你幫我寫上去好不好？喔！這不得了！大家都想破頭了，也沒

想出個什麼東西來，你現在聽了這個偈，馬上就可以對一個偈。 

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當然這個一定是有輕蔑之意，啊！你還會作四句偈，喔！奇怪？奇了奇了！意思是

這樣，輕蔑之意。 

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

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他這嘴巴也很利，不是省油的燈，他就直接向別駕說，他說如果是要學無上菩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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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就不應該輕視初學的人，因為下下人，也就是你看起來不起眼的這些人，他也是

一樣有上上智的，有你意想不到的真實智慧。上上人有沒意智，今天有的人你覺得他是

頂尖聰明的，上上人有些時候也會失去心智的時候，有些時候呈現出來，也會出差錯。

『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如果你輕視別人，你會有無量無邊的罪過。這個別駕他還

是接招了，他馬上說。 

 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他這個馬上就轉，他本來說，你也會作四句偈，奇了！怪了！他對他說，你不能輕

視我。他說：好！你儘管作偈子出來，我幫你寫，如果你能夠得到佛法的話，你先要度

我。因為他畢竟是去參學的，一心想要證菩提，所以不要忘記這一番話，我們有約定，

我幫你寫，你以後要度我。 

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書此偈已，

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這個地方我們先瞭解上上智，我們一般講上上人，上上人講的就是世間裡面你以為

的上上人。但這個真實的智慧，它沒有所謂上下之分。所謂上上智，以出世間的上上智，

是講諸佛菩薩觀察一切諸法寂靜的實相，然後能夠在這寂靜的一切裡面，證得如來之智

慧，跟佛一樣的智慧。此一智慧超出凡夫、外道，它不是世間智，與聲聞、緣覺的智慧

也不同，所以稱為上上智。但這個地方不是在講佛的上上智，是在講說下下人他也有所

謂頂尖聰明，或是能夠證得，證得菩提的這種智慧，他講的是基本上在講佛性，菩薩是

不重久習，也不輕初學。 

我們一般來講會有一個，喔！我學佛學這麼久了，我學佛學了三、五十年，難道比

不上你這個初出茅蘆的小子，這一句話以後不要這樣講。你學佛三、五十年，可能在佛

門裡面的行儀比較好，走路都有風，那可能你受戒，站得比較前面，菩薩戒，拜起來姿

勢比較標準，對師父恭敬的樣子，比較會回答。如果到佛堂一回事，回去依然攀緣附會，

那麼一點智也沒有。 

如果今天真實的，完全撇掉這些形式的東西，而你著重心法裡面，真正能夠在這裡

面去修為，雖然你有一些還粗糙，還沒有修飾過的東西，但你不起知見，你慢慢的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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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雕塑成如法如律。像惠能自己，悟之後還在獵人堆裡。這個裡面，他有一些是需要

慢慢的在事相上面去琢，雕琢，雕琢的琢。理可頓悟，事須漸修。不是說你懂了這個道

理之後，所有的事情你都會做得很圓滿，沒有，它是要慢慢不斷不斷在淬鍊，而不斷不

斷在藉事鍊心。這個地方講的，是基礎上針對於佛性的這個東西。那別駕就幫他寫了。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個就是我們偈子裡面的，在要進入這個的時候，我們先瞭解，他用菩提來比喻，

這是一個對對，一個對子對的，這個來跟同學解釋一下。因為他寫「身是菩提樹，心如

明鏡臺」，這個是神秀的偈子。他有身，有身即有我，有心即有識，有我的意思。是不

是有我的意思？「時時勤拂拭」，他有時間觀，他有時間觀。「勿使惹塵埃」，他是不是

有塵埃？是不是這樣？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你還要撐住他呢？你身心，你有身、有心、有臺，

他只是用這個鏡來作比喻，你有時間觀跟你有塵埃，這裡面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存在，這

個是漸修過程。凡夫修的時候，不知是非，所以當你不知是非的時候，你要把自己當成

菩提樹，你要把自己當成是有佛種、佛性，那我這個是要成佛的色身，所以我這樣的時

候，我要看到我的心。那我的心要學習的如鏡子一樣，然後要把自己安全的、正確的規

範好。 

這個鏡，蓮池大師有講，他說真實的修行大圓鏡智，在講的這個鏡，在講的這個鏡，

是『鏡能照物，而物未來時，鏡不攀緣，物方對鏡』。他講這個心，他不是像我們凡夫

一樣，我們凡夫一樣，心意識是不斷的，妄想雜念，攀緣附會。可是他說鏡不攀緣，他

說鏡不攀緣，物方對鏡。當這個因緣現的時候，這個物跟這個鏡，就是大圓鏡智，你的

清淨。當你兩個對起來的時候，物，這個照物了了分明。這個鏡子它沒有是非，它看到

這個物的時候，就很明白。 

剛剛是不是有舉例？你直接進入對方的心中，並不是你在有一方，自我的揣測，那

你這個鏡子就有是非了。當然這是一個舉例，他用鏡子來舉例。而無分別，『照物了了

分明，而無分別』，鏡子本身它沒有分別意識。『物既去時，緣起緣滅，鏡中不留痕跡』。

重點是這個。『聖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際空寂』。是不是沒有時間觀？在一切時中的運

作，他沒有期待心，他沒有預設立場，他沒有時間觀，他也不揀擇，他沒有，他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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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最大的作用，所以三際空寂。『照之前，照正中，或者照之後，俱空俱寂』。不住。 

這個蓮池大師他就講，如果我們懂得每個人這個心，以鏡來譬喻的話。所以我們一

般在使用我們的心性的時候，心性剛剛有講，凡夫分心性，悟後心性為一而非二。凡夫

會看到明心，為什麼要明這個心？表示你這個心非真心，所以你才要明，它真心是本來

的常態。這個明這個心，這個心是在有分別，明心見性，次第上你先明你的心、意識。

明意識的時候，不住、指認，指認之後才能夠安住，佛性現前，這個性是指真如清淨的

覺性。所以達明心見性，這個時候真的在使用，心、性是一種合一，所以覺者，心性是

不分別的。凡夫說有心跟有性，聖者不分心性。因為他只是在講覺性的使用，所以「鏡

能照物，而物未來時」，就因緣未現的時候，你不用在那裡想太多，那不用攀緣的。 

我們眾生之所以痛苦，來自於不斷的攀緣附會，過去發生所謂緣起現象現前，當下、

當下的時候，會有一個五蘊的發動，意識落謝下來之後，就放在心中，客塵就住進來了。

把這個東西的答案放在心中，客塵住進來，於是在這個上面，不斷的取這個境，取這個

過程，緣這個境，攀緣它，產生了一個未來的期待，這個裡面不斷運作運作，不能清淨。

但真實的，如果大圓鏡智對的時候，你就用分明，而沒有對的時候，你就般若無性，般

若無知，你這上面就是安住於什麼？俱空俱寂，就俱空俱寂。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六祖惠能大師他這個偈子，其實是破這個偈子。今天一個修行

者，平常內心沒有四句偈，他是沒有的。他內心是寂靜湛然，他根本就沒有，他就是空

跟寂。所以這個地方他把身譬喻是菩提樹，菩提樹講的是畢缽羅樹。當時世尊在畢缽羅

樹下成道，這棵樹經過很多的國王砍伐，王妃砍伐，可是它都一樣欣欣向榮，歷時恆久，

當時這棵樹就叫菩提樹。他把自己的身體譬如是菩提樹，心譬如明鏡臺，就是心有心，

可是要讓它很乾淨，很乾淨，很乾淨，我的心不能有雜念，其實這是善惡篇，這是比對

的善惡篇。 

「時時勤拂拭」，為什麼？因為我只要有錯誤的不好的想法，我都要讓這個心洗淨，

「勿使惹塵埃」，不要讓這個東西住在裡面，這個是漸修。它是去除，為了要什麼？取

一個淨（凡夫取淨），它為了取淨相，取淨相，這是為了去染相（塵埃），這個是取淨相

（明鏡臺）。一個為了要去染相，你也可以說這個是取淨相，這個是去染相。是不是這

樣？所以看這個偈子的時候，一聽就知道這沒有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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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他這個偈子，就是破這個的。「菩提本無樹」，他沒有身的想法；「明鏡亦非臺」，

他沒有明不明的問題。你清淨的覺性，每個人的佛性，它一直常住，它沒有我哪天沒有

了。覺這個東西，它一直常住。你今天看黑板能不能覺？感覺到剛剛的聲音，也能不能

覺？都能覺。黑板，這個字是形象，這個字的背後，它的道理，透過解說，能不能領納？

是不是覺在？覺這個，心中有是非嗎？討厭黑板跟討厭這個嗎？是不是你的覺性發揮的

最大作用？剛剛喇叭是不是傳出嚓嚓嚓的聲音？你能不能覺？可以覺，臉不用對著喇

叭，是不是你在覺黑板的同時，是不是也能覺聲音？那個聲音給你什麼感覺？好吵喔！

你就有明、不明，因為你走的，你是不是還是覺？還是覺，覺吵跟覺是非。 

如果你只知道那個聲音的起落，那這個聲音它沒有是非，透過這個聲音，是要讓你

瞭解，聲音結合黑板，文字結合，你從文字背後能夠瞭解的體性。是不是都可以乾淨的？

如果你把這個覺分成這個很好，講得很明白，這怎麼那麼吵，這個是不是染淨？一個覺

清淨，一個覺染。如果你能夠讓這一些，你沒有用明、不明的心，你沒有分別這個聲音

很吵，而在這裡面，你自然的那個能力，那個覺性一直發揮著，而你覺性的只是直接進

入這個偈子，而不是進入黑板。 

剛剛是不是透過黑板來進入文字，進入偈子？透過偈子的解釋，而進入自己本身。

如果你可以這些前面的這些介質、介面、這些因緣法，都知道它是緣起緣滅，你直接進

入，這個沒有臺不臺的問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它這個是在對，對於根本

沒有塵埃。 

你如果瞭解修行裡面，當你看到這個物相，這個事件，它本身背後有它的因緣法，

因緣了不可得。這個物的成立，它有很多很多的題材，很多素材，很多的過程，而成就

了這個物。當你看這些的時候，你都知道緣起緣滅，在物相上，它有因緣法，它是生滅

法。在道理上呢？你知道你的心性的這個覺性，一直常住，不生不滅。當你瞭解這些的

時候，藉由你不生不滅清淨的這個佛性、覺性，來生滅中悠遊自在，在所有的緣起中，

緣滅裡圓滿，那麼這個就是你修行的重點。所以本來無一物，這一句話成為頓教，也就

是頓悟禪它的一個代表口號。 

我們再來看，這邊還有個偈子，這邊還有好幾句，這是《楞嚴經》裡面的。我們眾

生之所以有問題，就是因為知見立，是這樣讀的。第一種讀法，『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當你有任何一個概念出來，任何一個概念出來，你抓著，你就抓著這樣的一個知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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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這個就是你為什麼一直在無明的基本。所以大家要指認自己內心的東西，你要很清

楚，你這個人就是都這樣，你已經把他定格，你把他解釋完畢，你取了一種知見放進去，

你永遠是無明的。 

你在所有裡面，一定在找一個自己的知見，知見無見。如果你這個知見，這個無是

突破的意思，如果你這個知見當中，你知道，指認，指認這是我心意識，「一切唯心造」。

這個呢？它是虛幻的，它不是真實存在。『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

更容他物』？這中間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包含在裡面的過程嗎？沒有。 

那我們來看第二種讀法，『知見立』，你如果知見成立了，內心八識田中知見成立，

『知即無明本』。你知道這個就是無明本，剛剛是不是知見立知，把這個知占著，把這

個東西存在著，這就是你無明本。進階一點的話，知見立，我知見立，知無明本，這個

狀態就是我無明本，就是在指狀態，就不用指知見了。知見無，這個知見，是空華，是

幻化。『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這第二重讀法。知見無的話，你這個見，真知灼見，這

個是實相，它不是知見，它是清淨的，是覺性的使用。『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它不

是是非，是清淨的。『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這中間還有什麼東西，夾雜在裡面？沒

有，就是實相，而你就是真如體現，所有你瞭解的一切的這些東西，就是萬法，這些就

是宇宙人生的道理。 

所以這個偈子，是來破這個偈子的。然後五祖忍和尚說，這個偈子未見性，因為他

是破他的，這個偈子還未見性。他只是知道性，知道清淨，未見性，因為見性之後要稱

性行，他沒有向上一路的作用出來。這樣知道這兩個偈子，他還沒有向上一路，就是說

我知道這不對，這樣。或是說我知道這個事情，這是非，這怎麼樣，就這樣，我知道。

稱性而行，就是我沒有管這個是非，或怎麼樣，可是當下就該怎麼樣，就完成去做它。

所以這兩個偈子比對。 

所以這一段呢？神秀他本身對於漸修上面，一種下功夫，自己體認出來做的結論。

下面的這兩句：「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是在譬喻要修行，修行的功夫要做得勤。

如果我們心中，有任何的五蘊的這些東西，我們要保持乾淨。心境上面，如果有五欲六

塵的話，我們就要用我們的覺照，好好去觀察它，還原它，讓它那個覺性發展出來，見

自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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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我們一直住在五欲六塵裡面，這個廣大的智覺照用，是看不到的。一個陷在

煩惱中的人，他不知道他可以遠離煩惱，是因為學習過了辦法，你才知道你可以不要有

煩惱。一般如果他是個煩惱相現起，在憂鬱中的人，他重點是一直在強調他的憂鬱，跟

強調他現在的這個瓶頸。因為聽經聞法，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有清淨的覺性，我們知道我

們可以不要這樣子，我們每個人的佛性是光明的，它是寂靜湛然、常住涅槃的。當我們

有這樣的狀態的時候，我們真的可以自我對話，對話我不用這樣，所以我要斷五欲、離

六塵，這個運作就是這個四句偈的意思。 

我們藉由外面的概念，來破除我心中的這些東西，這是漸修。但如果這個拂拭，時

時勤拂拭這個擦，擦的動作，如果擦的動作，能夠擦得乾淨，能夠擦得乾淨，裡面不思

善、不思惡，那麼還是佛性會現前。但我們一般是用淨來替代染，也就是我這個心不夠

好，很多人會這樣做，這個動作是讓初學者做的，不是你修行到某一個深度的時候，要

持續這樣做，你如果持續這樣做，是很麻煩的。 

舉例，譬如有一天你有一個壞念頭，某某人跟你有一點點衝突，你有一個壞念頭。

然後想著壞念頭，想著唉喲！我怎麼這麼壞，時時勤拂拭，我不可以這麼壞，我要把他

想成我的恩人，沒有他，我就不會有今天，沒有他，我就看不到我的執著，沒有他，我

就不知道如何學佛，所以我要迴向給他。所以每次他對我怎樣的時候，我都要倒著想，

我都要倒著想，他對我有恩，他是我的恩人，然後用笑臉來面對他。這個是用淨來換染，

這是給初學者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