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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08》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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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學者一般都會有所謂善惡善惡的概念，當惡的概念起來的時候，他覺得不舒服，

所以透過佛法裡面的善根發揚，他就轉換用一種善的思惟，來消弭這個惡，然後就覺得 

我現在有進步，我現在沒有起壞念頭，而且我會迴向，我以後要對他好一點，這樣才能

表達我菩薩的修為，菩薩怨親平等。菩薩在這個裡面呢？無所得心，自我對話，是不是

一直對話？剛剛一個壞的跟現在一個好的，是不是兩個人？有人格分裂了。這個地方的

修為，用這樣覓求無上菩提，終不可得。因為這是心意識轉，轉樣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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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要讓你的本性顯現，而不是一直要把那個缺點隱藏起來。所以如何讓你的本

性顯現？就是用第二個偈子。用第二個偈子，本來無一物，我把他想壞，這個念頭，這

個是心意識的運作，心意識本來清淨，本來無一物，這個不用，就這樣。至於他是不是

你的恩人，逆增上緣，所以你才學佛等等的這些東西是實相，知道就好，但不住跟不著。

這樣知道差異嗎？本來無一物，用第二個偈子，我現在把他想，是用反觀法，這是辦法，

但佛要告訴我們的，是我們用辦法之後還要知道，心、心所；能照、所照，這個所有的

一切，兩者也皆空。所以當我們用直接體性直接切入，就是用第二個偈子。 

我對他起的壞念頭，所有的一切覺照，一切想法，其實這是心意識的運作，本來無

一物。我本來這一切裡面，就是乾乾淨淨的，這個不是塵埃不塵埃，是我判定它，選擇

它是塵埃。我用塵埃來解釋它，這個就是我意識的作用，本來無一物，用根不用識，我

知道這是人，這是事，這是該處的環境，這在所有的實相裡面，自己應該去做什麼樣的

圓滿，修這個心，讓這個心要跟這個性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本性顯現，清淨直接現前。

不用再隱瞞，不用再修飾，而這個東西沒有，直接指認它的空性，然後不住著空裡面，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存善、惡思想，不為打擊，也不為邀功，不為目的，就是第二個

偈子。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我們修行，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律、論百分之九十，都使用第一個偈子。

因為我們是鈍根，我們要先看到惡，用善，然後不惡了，已經善了，已經善之後，再不

思善不思惡，不分別善惡，而把善的行為變成你的基礎，用戒律來作為他的準則。這個

裡面看到六根對的六塵，還要學習根塵當中不起境。縱使知道這個境，這個境界，也不

是是非心，那麼就是一種現況的了別，覺性在其中，那就是一種覺悟。 

所以要能識得本心，神秀在講的是法界緣起，已經有的角度在講。也就是你緣起，

你的因緣結合起來的時候，它有是非、有人、有我、有境界，所以他講的是一個緣起，

用淨因緣來消滅染的存在。這個六祖惠能講的，後面的，後面的，他是站在清淨的自性

當中。自性當中，但是還沒有達到性起法界，他還沒有達到。這到後面的那一段，五祖

忍和尚為他再講一次《金剛經》的時候，他才懂得。這樣子讓大家知道。這個《楞嚴經》

裡面講，『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或是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講

的就是本來無一物，這個地方他講說，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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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非常的驚訝，讚歎他，然後覺得好奇怪，臺灣話說，黑瓶裝醬油，還真不知道， 

喔！南方來的這個獦獠，還能夠作偈子，把我們上座的這個，馬上有一個更高勝的，更

高層的解釋。所以大家 

『各相謂言』，互相議論紛紛，『奇哉！不得以貌取人』，這真是奇怪，真的是不可

以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什麼時候在我們這個地方，多了個肉身菩

薩，什麼時候他成了肉身菩薩？ 

話說這個肉身菩薩，意思是說以父母所生的身軀，也就是我們血肉之軀，而能夠達

到菩薩的位階。父母所生的身軀，直接達菩薩的位階，清淨虔心修行三摩地，可以從父

母所生的肉身，勿需天眼，不需要經過天眼，而能夠自然的觀見十方世界。這是菩薩肉

身，這是肉身菩薩。 

這個地方為什麼大家說，唉喲！『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因為我們在開堂第

一堂課的時候有講到，劉宋的時候，有一個求那跋陀羅三藏，他有玄記，他有講。他有

講說以後，以後在哪個地方會出現肉身菩薩，當然那個時候不是在講五祖忍法師這裡，

他講的是六祖惠能大師後來弘法的地方，就是大梵寺、寶林那個地方。所以講到這裡的

時候我們看，這個經典裡面，它出現了蠻多現況，我們現代的人還出現的問題。自古一

千多年到現代都一樣，我們都會看扁人家，我們都會在人的出身上面，去否認他佛性。

然後徒眾會因為師父的一句言詞，而恥笑他人，一直不變。連你個童子都跟他說，唉喲！ 

你這個獦獠，太過火了吧！是不是？但這裡面呢？下一句把它讀完。 

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 

五祖忍和尚他聽到大家在那邊喧嚷，很驚訝，然後恐怕有人會加害於惠能。因為當

惠能第一次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他跟他對過話，旁邊有人他就不再講了。所以他一看到

這個偈子寫出來，他就用鞋子把這個偈子擦掉，嘴巴就說：「一樣啦！這個沒有見性」。

大眾聽了之後，心中，喔！原來以為他有多厲害，我們師父也是說他沒怎麼樣。那個就

是這樣，所以自己的分辨力都不夠。如果下一次我們各作一個偈子，會不會有分辨力？

會喔！現在的人很會分辨，分辨不是你的，分辨都不是自己的，那是用知見在分辨。真

正現量，證量，現前的這些東西才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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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上次有在比對，大家也瞭解一二。就知道六祖在當時，其實他是見了空性，

明心，但是還未見性，就是我們佛性光明的作用力，還沒有展現出來，這在後面的經文

裡面，就很明確的可以瞭解它的層次。下一段經文它是說。 

次日，祖潜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

問曰：『米熟也未？』 

  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這個在講次日，第二天，第二天這個五祖忍和尚，當然要一探究竟，觀察觀察。能

夠寫出這樣的一個偈子，能夠瞭解自心清淨是安住在空性當中，所以他不讓別人看到，

悄悄的來到了碓坊，也就是這個惠能，惠能在舂米的後院。然後他看到，「見能腰石舂

米」，看見惠能他腰間綁了一塊石頭，這樣在舂米。為什麼綁一塊石頭？根據史實記載，

這個惠能大師他個子不高，南方人，那個子不很高，所以要舂米的時候呢？這個力道不

夠。所以他就把一塊石頭綁在腰上面，那穩住才能承擔重量。那輕浮、輕輕的風吹就要

飛走了，使不了力。 

這個時候忍和尚就對他說：「嗯！求道之人，為佛法而忘記自己的身軀啊！就應該，

就是要這樣子」。也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智慧的，都是當下，有那個心要把事情

做好，是穩住的，才能夠承擔。並不是只是看到一件事情的時候，那隨便呼巄呼巄，就

把它很簡單的交代過去。他連在舂這個米，還是這麼深沈的，還是這麼認真的要把這件

工作做好，修行人就是這個樣子，求道的人更是這個樣子。他在事件上面，或是在道理

上面，在做事上面絕不馬虎。當然這個是忍和尚要去觀察觀察，看說他到底是怎麼樣的

一種態度。 

於是這個忍和尚，忍大師就問了，這個問，下面這「米熟也未」？這是一語雙關。

在舂米的時候，哪有熟不熟的問題。舂米應該是說，米乾淨了沒？可是他用米熟也未？

也可以解釋說，你米舂好了嗎？這稻榖，這個榖有沒有脫落？但也可以問佛性的部分，

就看惠能怎麼去體解這件事。 

前一天才從偈子裡面，當然惠能的心思，全部是安在清淨的佛性上。所以惠能就回

答：「米熟久矣」，唉呀！米熟很久了，但是還需要篩一篩，把這個雜碎的那些東西篩除。

當然這就佛性而回答，這是就佛性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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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 

那五祖忍和尚於是用他的錫杖，他的一支杖子，他就敲了這個碓，石碓，舂米那個 

舂米的那個石碓，敲！叩叩叩三下，然後轉頭就離開，惠能就知道五祖他的意思如何，

他知道瞭解在心。那我們一般人，你叩叩叩，什麼事情？可能就直接問，你有話明講啊！

那問：米熟也未？我們一般人說，都還沒有煮要怎麼熟，是嗎？因為你所舂出來的，還

是就生米啊！可是他問的是米熟也未。五祖忍和尚可不是一個笨瓜呀！所以這一語雙

關，當然惠能是聽得懂的，他當然知道這叩叩叩三下是什麼意思。所以呢？ 

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他瞭解到五祖忍和尚是叫他半夜三更的時候，到五祖的寮房再對談一下，他果真在

這個時候就到了；五祖忍和尚就用袈裟，把對外的這個窗戶遮起來，不讓外人，就是走

過去的人，可以從外頭看到裡頭來。因為古時候的窗子不像現在，古時候有的是用紙窗，

紙窗，有人要探索的時候很容易，這樣一點點溼潤就可以破窗，所以他這個進去了。 

進去之後，五祖忍和尚就為惠能來說《金剛經》。這說《金剛經》說到哪一句呢？

說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他當時在南方，也是聽《金剛經》而心中有所感悟。有所

感悟，認識自心清淨，瞭解，但是他的瞭解呢？跟這個時候的言下大悟，是不一樣的。

從哪裡看出來？從下面的這一段看出來。遂啟祖言，這個時候惠能大徹大悟，所以他於

是就向五祖忍和尚，陳述自己悟後的見解，這個時候自然的發出言語。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他都講了這樣的這幾句話，從這個地方五祖忍和尚他很明確，沒有錯，惠能說出這

幾句話，才是真正悟開。怎麼說呢？因為惠能原來只悟到應無所住，他的『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全部在講的是一個空性。也是佛性裡面不著

所有一切，它本身的相狀。所以應無所住，它是在講無滯，就是停滯，無住著，無攀緣

住著。但是生其心呢？在惠能前面的偈子裡面，完全沒有生心，生其心這個悲願，這個

功用，這個所有的發生，所以他未能夠說出顯其功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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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佛性清淨安住，就是每個人的清淨佛性，它是不住善惡是非，也不住有無，

不住兩邊，亦不住中道。那生其，我們如果說生其靈明覺性，這個靈明覺性，如日處虛

空，如日當空。如日當空，能夠應萬物，起萬行；如日當空，所有一切明明白白，但是

能夠起萬行，這個才能夠生其心。所以惠能到這個時候，才真的從無住裡面生其心。清

淨佛性的大顯揚之後，大機能大用。因為他說了，原來一切萬法是不離自性，他原來只

知道一切萬法皆虛幻，他本來只悟這個，他現在才瞭解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於是他說：何期自性，是本來就寂靜涅槃；何期自性，就是講這個覺性是常住的；

何期自性，它圓滿具足一切；何期自性，它是本無動搖，講的是它穩定而常寂，它不會

波動。這上面它並不如凡夫一樣，凡夫在染淨、染淨，一念現前，無明起惑的時候，他

就可能在這裡面翻滾而走了是流轉門。一流轉，這個念頭就在是非善惡裡面，對對對，

這個內心就開始有浮動的東西，既不清淨，也有生滅性。然後呢？這個就在動搖，內心

在晃動。那現前的東西又是什麼？又不是實相，所以這個時候，他徹底的瞭解了，大徹

大悟，悟開。 

但這個講到這裡的時候，虛雲老和尚他把惠能所講的五句，他說前四句是「攝用歸

體」，意思就說，他前四句全部在描述自性的相狀，這是穩定的；那後一句呢？最後一

句，他說：「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自性能生萬法，這一句就是向上一路，這一句要講

的是全體大用，描述你整個打開之後，開發出來的作用，你才知道原來生命裡，你所有

的作用，都是在佛性當中。 

那我們眾生的作用，是在走雜染，佛性在不在？覺性在不在？還是在的。只是他的

使用上面，使用產生了萬法，是所謂造作因緣果輪迴之法。那「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這個在清淨當中，仍不是死寂的，也就是所謂「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臺，

心能生萬法，萬法唯心」，這個都是自性所現。 

《楞嚴經》卷三裡面講：『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楞嚴經》裡面世尊講了，眾生的如來藏，這個清淨的覺性，這眾生性覺真空，真正你

自性清淨，它的覺性在一切裡面，它是不附著任何的東西，它是畢竟空。但是性空，它

本體上面，就它的性質上面，能夠真實的，是覺悟所有一切，在清淨當中也周遍法界，

能夠看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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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楞嚴經 觀心定解大綱》又有講，它說：『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發生，隨

處滅盡，其性真為妙真如性』。也就是說我們看所有一切外界的東西，它是因緣、緣起

緣滅，在生滅生滅當中呢？它如浮塵一樣，如幻化一般，當處發生，這是生；隨處滅盡， 

這是滅。在生滅生滅當中，其實你能夠瞭解你的覺性，你的這個自性。這個自性在裡面

呢？能覺照，能使用，「其性真為妙真如性」，其實就是真如，它的體性的作用。 

這個地方就講，所有人其實都一樣，我們就是有這個能力，但你這個能力不假言詞，

不是眼睛、鼻子、嘴巴，任何一個可以描述的，它是全體都在大機大用當中。每個人每

天都用得很好，是用哪一條？哪一個方向？是哪一種抉擇你生命後續的因緣果、輪迴，

或是你當體即空，你本身是在圓滿一切當中，其實都是在用。那這個基礎，都是這個真

如體性。這幾句我們到後面還會慢慢補充。五祖呢？就知道了，這個地方。 

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

夫、天人師、佛。』 

這個時候忍和尚，他知道惠能真的是悟開了。於是就對惠能說：「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如果你不瞭解每個人清淨的本心，那麼你學任何的佛法、法門，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執著在法門上面。 

這個地方我們來瞭解一下，那我們學習怎麼辦？我們學佛怎麼辦？我們拜佛怎麼

辦？誦經怎麼辦？念佛怎麼辦？這個就是一個本末的問題。八萬四千法門，是為了幫助

眾生，解脫八萬四千種煩惱。我們有不同的種性，我們有不同的煩惱相狀，因為我們的

重點已經鎖在煩惱了，我們已經跑到煩惱的主題裡面，這個內容裡面。 

所以佛告訴我們，你用什麼辦法可以消除這個煩惱，你可以對治這個煩惱。離，能

夠離或是能息煩惱，這個就叫法，這個就是一個法。那這個法的真實義，不是要你執著

這個法，也不是要你執著這個煩惱，不是用法來打煩惱，是用法來透徹瞭解，這個煩惱

畢竟空。我們常常是拿法門來打煩惱，拿法門來打知見，於是煩惱也在，知見也在。 

我們用個簡單的比喻，煩惱呢？就像你已經寫了鉛筆，或是寫了黑板，法門就是擦

子，法門就是擦子，擦子就是要讓你擦掉你寫上去的東西，那是不是畢竟就是空？但是

這個擦子就丟掉了，就無形的，這是一個無形的擦子。所以法門，它是一個辦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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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指導原則。 

如果你不識本心，你不知道其實每個人的自性，它本來寂靜。它根本裡面，本來無

一物，它本來就是這麼輕鬆，什麼都沒有，沒有染著的。那你如果一直學一直學，我要

這個法門、那個法門，我要很多很多，很多法門，這個沒有用。菩薩學盡八萬四千法門，

是因為菩薩他在修行的時候，見自本性，然後在事相當中，在度化眾生的現況裡面，他

使用正確的辦法。自己在處理自己的問題的時候，用正確的辦法來處理掉自己的問題。

所以法門無量誓願學，那是因為他抱持著，我應該繼續修行，所以悟後起修。你悟後之

後，你所有生命裡面的所有一切，都要一一、一一去完成它，這個時候才真的叫修。 

那前面的這一段呢？法門只是要來見自本性，法門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煩惱，那我們

會使用。使用完之後，這個煩惱也沒有了，這個法門也沒有。而這個過程裡面碰到眾生，

菩薩、佛菩薩碰到眾生的時候，自然從心中流出，他是很自然的流出這樣的辦法給眾生

用，並不是他綁住或是鎖著，ㄟ！這個法門不錯，來！開個倉庫，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這個法門也不錯，再把這個放進去，他不是在儲存的。 

所以「不識本心，學法無益」，你如果不瞭解，這個就是來幫助我們得到清淨，那

麼你學再多都沒有用。因為學來學去，只是在雕塑一個完美的自以為。「若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如果你能夠識得自己的本心，見著了自己清淨的本性，那麼就是叫作佛。

佛的十號之三號裡面有一個丈夫，就是調御丈夫，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的人，沒有那些

浮動的東西。如果這個過程你沒有浮動，那麼也是天人師，天人之導師；佛，就是自覺，

覺行圓滿，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那在這裡面呢？我們當然會去想，那如果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是不是這個時候就

是成佛？這個地方，我們就從古德一些例子，舉來給大家聽。我們都以為說，啊！我看

到了清淨本性，我瞭解一切是空，這是去我執，第一個點是去我執。他知道原來一切，

我心中的聲音，我所有的一切知見，我所有的五蘊，是因為根塵相對之後，所緣緣，就

是取這個境，緣境放進來，在這個緣境上面，起了一個分辨，所以知道這是我執。當知

道這個我執狀態之下，剎那如爆破虛空，所有一切。但是呢？這是一個剎那，這是一個

剎那。 

像上次我們不是有看說鏡，然後物未現前，鏡不攀緣。對不對？但我們凡夫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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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悟永悟？這悟的層次差多了。有的為什麼悟之後，三兩下子沒三天，所有的知見

又回來了，所有喜怒哀樂，所有又回來。為什麼？習氣、種子。所以為什麼悟後不能保

任，常住於清淨當中？因為內心所有過去的習氣種子。你只是悟開始之後，明心，明當

下，未見性。所以你在使用上面，你不是真正徹悟的狀態，它會有很多很多重。你在看

到自己錯亂的，在紛擾的這些思緒、情緒、煩惱相狀再出來，所以悟後，絕對就是要好

好的潛修，後面就很多表白。 

話說智者大師，智者大師他就說，他悟後，那每天都在悟，大事小事，每天都在藉

事鍊心。每天都在所有的一切，過去釐不清的，釐不清的是非當中，現在明白在過去造

作當中，是在一種起心動念的雜染中、妄想中。那當悟後他知道，知道之後，還要安住

於清淨當中，不攀緣附會，不在六根塵上面，快速的要去掠奪外面的一切境，作為自己

的基礎，又加以評判，加以批判，加以分別。所以他總共用了多久的時間，才真的悟到

徹底？智者大師還是把這個寫出來了，他總共根據資料是三年多。所以悟，是不是一悟

永悟？六祖惠能大師還用了十五年，不是說這十五年，他全部是在一種狀態中，不是。

是說他本身到真正的弘法，還歷經十五年在獵人隊中，我們慢慢來瞭解。 

所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之後，就是叫佛。問題是不是一悟永悟，是不是安然保任。

那這個地方呢？這個是回頭來講的。這個是六祖惠能大師到開揚大法的時候，〈行由品〉

他開始在追溯過去的歷史。這裡面他表述，他說：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

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 

這個時候五祖忍和尚，就是在這個三更天，讓六祖也就是惠能接受了佛法，傳受了

衣鉢，那個時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五祖忍和尚就是在當時把這個頓教，頓教的法脈，

用這個衣鉢為信體，這樣交給了六祖，交給了惠能。然後跟他說：『汝為第六代祖』，你

就是禪宗的第六代祖師。下一句是「善自護念」，你要好好的，善自，自我持守，自我

提攜，安住於清淨之中；念念之中不是生死，而現前的都是清淨的覺性，所以他用善自

護念。這個地方還講到你要「廣度有情」，廣度有情，為什麼？就是要把這樣的頓教的

方法，來教導於眾生，幫助他們明心見性，將佛法能夠流布到將來，不要讓佛法中斷了。 

這個地方我們先瞭解一下，什麼叫頓教？頓教在高麗國，高麗國就是韓國，高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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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普照禪師，他特別有解釋這個頓。他說：『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為身，妄想

為心，不知自性是真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真佛，更向心外覓佛，勞苦參學，萬里尋師，

忽被善知識指點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元無煩惱，無漏智慧，本來具

足，與十方三世諸佛，分毫不差，故云頓悟也。』 

這個頓教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辦法，這樣的一個教導，可是這個教導，沒有言詞。

只是要告訴你，讓你破除凡夫在四大以為地水火風自己這個身子，就以為它是實在有

的，凡夫就是認為這就是我實際有的，你告訴我這個身是假、是虛，跟所有山河大地一

樣，我無法認同；因為我打地，地不痛，打我，我會痛，這個上面就覺得，這是我個別

所擁有。 

凡夫迷的時候，四大為身，妄想為心。每天紛紛擾擾啟動的這些想法，就認為這就

是我的心。就像第一次的課程我們在講，其實你妄想的東西，它這是一個心覺性，就是

我們清淨覺性所發展出來外界的東西，這是妄想。你每次想的、我要的、我不要的、我

的感覺，其實都是外界的東西。你真的，真的是這個清淨，可以看所有一切，能夠體認

所有一切。而這個假的這個身體，是四大因緣和合組織。 

那我們在運作的時候，其實真正要講的是，你從開始，你在學任何的法門，或是所

有任何的東西，都是在把這一塊很髒的東西，很髒、很厚的這種汙垢，慢慢磨，慢慢磨，

慢慢洗，慢慢洗，洗到最後呢？就是要告訴你，你迴光返照，你要知道自己有清淨那個

覺性。清淨那個覺性，你每天都在覺，你時時刻刻都在用，可是你不知道那個能力，那

個能力是常住的。所以你一直心外在覓佛，心外在求法，這個是對我有利，這個我會比

較怎麼樣，這個我要多賺一點，這個我要多保留一點，都是為了要保護這個體，這個假

有的四大，都是在心外求法，這些裡面去繞。其實你不著重這個，你本身很清淨。很清

淨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很明白，因緣果報也不會失去，功德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呢？講的頓教，就是我們從發心，每個人是不是發心？我們發什麼樣

的心？我們發什麼樣的心？如果你發清淨的心，發清淨的心，無所住、生其心，發菩提

心，發這個心，一直到你成佛的過程，那你這個地方發的這個心，是清淨的真如之心。

這真如之心，在看待所有的一切裡面，他不是在自己跟外界的比對，他不是自己跟外界 

就是對立存在。如果你能夠融在其中，而用清淨來解讀所有外界的一切，無分別，這樣

你自然在所有一切，是安住在清淨真如之下，這個就是一直明心。那明心在所有一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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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真實的可以使用在一切，叫見性。 

那如果頓教，它的意思是說，你在所有起心動念，你在所有攀緣附會裡面，它就是

要你反觀回去。反觀回去，不要在相上，不要在外界裡做文章。那你這個時候迴光返照，

我在生氣，我在執著，我現在想要一個什麼東西，其實你的生氣跟你的執著，都是沒必

要的。你的因緣現況中，你必須去做什麼事，把它完成，這個就是唯一的真如心。 

所以當五祖把這個頓教法門交給六祖的時候，直接跟他說，你要善自護念，你要安

住，安住清淨之中。那這個地方我們再來瞭解，天臺宗它把這個佛法，先講判教。大家

會講頓教，頓教是什麼意思？所謂的判教，就是古代歷代的祖師大德，他們把所有經典，

世尊所說的經典，都完整的研讀，研讀之後把它分判，分判按根器、程度，眾生有根器、 

程度，根器跟程度這個順序上，分四或五個階段。 

以天臺宗它就分藏、通、別、圓，藏教、通教、別教、圓教。以華嚴宗，它分成五

個，它分１、小乘教、２、大乘始教，大乘始教就是發菩提心，但是初發菩提心，可能還是

凡夫，凡夫的發心。還有３、大乘終教，大乘終教就是你在這個行菩薩道上面，已經達到

了某一種肯定，認同行之。那接下來就是４、頓教。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再來

頓教，頓教就是你在行菩薩道，在所有一切的作務裡面，迴光返照去發現真實的清淨，

悟得清淨佛性，見空性。見空性，然後有沒有法？空的體會尚是一法。這個地方呢？頓

教之後５、圓教，就跟天臺宗的藏通別圓的圓教一致，所以圓教菩薩，就是登地之後的菩

薩的菩薩行徑，度化眾生，就是廣度有情，他是無為的，他不是起心動念的，他是無作

的，所以它叫功德。這個地方的頓教，就等於天臺宗所說的別教菩薩，就是別教。 

這個地方有一個偈子是非常有意思的，這個時候，六祖當時他被賦予說，你就是第

六代祖師，這個時候五祖忍和尚真的度他的，是下面的這個偈子。他說，『聽吾偈曰』，

現在你聽，我來說個偈給你聽。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有情來下種，因為他叫他廣度有情，所以在有為法上面，一切的有情眾生，都是會

透過因緣聚合，透過善知識的指導，而種下了成佛的菩提之種。有為法是不是這樣？因

地果還生，也因為我們有菩提種子之故，所以當我們植下菩提種的時候，佛果也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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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當然歷時這個時間因緣點，這個講因果，也講有為法。但這一句呢？他在講你必

須廣度眾生，是不是要給有情下種？那麼因地果還生，你自己的種子在什麼時候呢？可

能累生累劫，什麼時候都不知道。所以這裡面呢？因含有果，但這個果自然會現。這個

是在交代六祖，你要慈悲的普度眾生。 

但這裡面，另外還有一番的涵義。一番的涵義是在講後面的這一段，「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以佛性來講，以法性來講，它無所謂有情，也無所謂種因。一切無當中， 

不礙有情，下菩提種，亦無下種之心，這才是真正的無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