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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 

             印可法師宣講          

那我們再來瞭解狀況。 

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 

  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 

這個時候惠能看了，都追過來了，因為他在寺裡見過這個人，他知道已經有人追上

來，他要的是這個東西。於是惠能眼見他已經到了，他在前面，他就把這個衣鉢放到石

頭，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面。然後就說了，這個衣鉢是傳法的憑證，「此衣表信，可力爭

耶？」難道可以用強力、武力，來爭取到的嗎？惠能這個是有點感嘆。惠能說完之後，

就自己躲到草叢中去了。 

這個惠明，惠明追過來看到衣鉢放在石頭上，真好。我們一般就說，我要的就是那

個，我要的那個就是那個，太好了！他放在那裡，現前可拿。惠明至，經典是講提掇不

動，掇就是拾取，撿起來、拿起來的意思。這個提掇不動，其實有好幾種言詞在裡面。

有大德是說：唉呀！因為這個是所有三世一切佛慈悲加被，這個佛佛傳心的印信，所以

不可思議，所以很重，他拿不起來。這是一種解釋提掇不動。 

但是我們把它前後連結，因為這個惠明雖然他個性粗糙，在過程裡他想取得，奪這

個衣鉢。奪衣鉢，但是他極意參尋，其實他的重點，在這個時候，你真的要拿的當下，

你當下會去懂什麼？我真的是為這個嗎？當你拿到的時候，我真是為這個嗎？我參禪 

學佛是為什麼？惠能他今天是因為明心見性，所以傳承得這衣鉢。我今天真的是為這個

嗎？他會迴光返照的。另外果真拿了衣鉢，你能開示嗎？你能傳法嗎？這裡面有太多太

多的發生，會存在內心，這只有惠明知道，但是這並沒有詳述。因為這是透過惠能大師 

在〈行由品〉裡面轉述他的相狀而已。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是主觀者，這在講客觀的相狀。主觀者，就惠明內心的一些轉折，

應該是什麼，應該是極意參尋，而在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傳承，法脈傳承擔當之下，

擔負得起嗎？所以惠明當下迴光返照，「乃喚云」，大聲的呼喚說到：「行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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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他進五祖忍和尚那邊的時候，是當盧行者，他姓盧，還沒有落髮。他說：「我

為法來，不為衣來」。我是為了求法而來，不是為了要奪得這個衣鉢而來的。這句話是

當下真的話。 

惠能遂出，坐盤石上。 

這個時候惠能聽到這話之後，就從草叢中出來，然後坐在這個大石頭上面。 

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 

惠明於是就向惠能行禮，禮拜！因為什麼？調伏了，願意了，已調伏，願作禮。然

後他的身分，還是一樣盧行者。他說：望行者你為我點破，你為我說法。 

我們在學佛的過程，聽經聞法、學佛的態度是什麼？一般大眾或許沒有省思，不瞭

解自己這個真實的動機。像有的人為什麼而學佛？可能是因為所謂一些業障，大家就跟

你講，啊！你這個業障，要去寺裡拜拜，求平安；你要供養三寶，這樣能得福報，種福

田。或是家裡有人往生，所以因為超薦的關係，所以開始聽經聞法，靠近三寶，也就是

所謂的佛教徒。但真正我們修行是為了什麼？這個地方 印光大師就有一則故事。 

有一次印光大師到上海去講經，大家聽說這個印光大師，是一個非常非常有修為的

大德，於是第一天，喔！滿座，好多好多人來聽經，聽印光大師的開示；這第二天呢？ 

就只剩下一半；那第三天呢？就更少的人了。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是懷著一個好奇的

心，想要去看看這個大師是三頭六臂否？不是為了法而來。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學佛在外圍，只是為了消消業障，聽聽善法，或許有某一些所自

己要的這些利益吧！真正佛法要講的是什麼，倒沒有真正那個心，把它放到心裡來，好

好的改變自己。所以為法而來，自然就能滿這個願。那如果沒有為法而來，為了某種利

益，這是有為之心。我們怎麼來看是為法而來？這種殷切中的求法之心，自然能感得。 

有個故事，是浮山法遠禪師的故事。這個法遠禪師，這邀集了同參道友，想要去參 

北方的一個叫歸省禪師。這個歸省禪師的道風非常的嚴厲，他這個人非常的嚴厲，而冷

酷無情的樣子。那話說這一群人到了這歸省禪師的地方，那到了，就沒人打招呼，都不

理他。南方來，這比較怕冷，那個時候是冬天，沒人理他。到晚上藥石的時候，也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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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家同來的一群同參道友就生氣了，他們想說，哪有這種寺院？一個招呼也不打， 

很高傲就對了，就氣憤的掉頭就走，然後就留下這個法遠禪師。 

話說這個法遠禪師，在那邊等啊等啊！歸省禪師回來了，他就問他，他說：「你為

什麼而來？」他說：「我是為求道而來」。他說我為求道而來。這個歸省禪師呢？二話不

說，他就罵他説，走走走走走！你趕快離開。原文是這樣寫的：「歸省訶罵驅逐」。然後

這個法遠禪師他說：我是真的赤誠的要來參您這個大德。這個歸省禪師就進去裡面端一

盆水，一盆水，然後很冷喔！他就把這個法遠禪師 就一盆水就給他澆上去，就給他澆

上去。一般人如果這樣子，你大概火冒三丈了，掉頭就走了。 

這個浮山法遠禪師，他就跟他講，他說：我要找歸省禪師。那當然他就是，他是住

持。他說你不要以為你一盆水，就可以澆息我這樣求道的心，我不遠千里而來，我不會

離開的，我是不會離開的。然後他說：你再不走，我要打你。他說：區區一盆水，我不

在意的。大家都走了，就剩他，然後這個歸省禪師終於點頭了，他就叫裡面的這個師父

來給他安單。安單之後呢？他又派他一些工作，他工作是什麼呢？就是要去作典座，充

當典座，這個寺裡財物都是非常拮据的。 

有一天這個歸省禪師，他就出外去了，這個法遠禪師他不就典座嗎？就大寮。他看

大家吃這些東西，都沒什麼營養，於是就拿了一點油，一點油喔，然後加在主食的這個

麵條裡面，飯菜裡面做了一個五味粥。這個五味粥做好了，希望大家今天能夠吃好一點。

煮好了，歸省禪師回來了，那大家就一起吃粥，吃完了之後，歸省禪師就叫他來，你過

來，你過來，歸省禪師叫他過來。他說：你怎麼可以隨便的拿油去煮粥，你偷盗常住的

東西。你偷盗常住的東西喔！你這些衣鉢，這些，估一估看有多少價值？你給我賠，你

給我賠你偷盗我的油。有夠嚴厲。 

這個時候的法遠禪師，他沒有隨便起心動念，他沒有。他說：我確實是有拿油來煮

這個五味粥，針對這個我應該，我應該要接受責罰。這個歸省禪師就說：好！再打三十

大板趕出去。再給他打三十大板，這冬天北方很冷，就給他趕出去。這個法遠禪師，這

法遠心裡就想，沒有錯，我沒有得到庫頭的允許，我就拿了油做好吃一點，這是我的錯，

住持師父這樣說，罰我是應該。那我就應該去托鉢，我去化緣，然後能化一點錢，再來

贖我的衣鉢。已經被趕出去了，所以他就在外面托鉢。托鉢呢？晚上沒地方好去，沒辦

法安單，於是就在這個寺外面的走廊，外面那邊隔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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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這個歸省禪師又看到你怎麼還在這裡停留，不是給你趕出去了嗎？你有沒有

付房租？這是我們寺裡的寺院，這是我們的土地，我沒有說要租給你住，你怎麼可以在

屋簷下這樣借住？你付房租，你付房租，有夠嚴厲的。剛剛的那個油錢，衣鉢已經被扣

了，現在只是在這個屋簷下，還要付房租。 

話說這個法遠，求道之心殷切，為法而來。他心裡想：這真的是沒有辦法。所以他

就去這個鎮上，還是去托鉢，慢慢慢慢的才把該籌措足的這個金額，拿這個金額來贖這

些。這個歸省禪師他就百般刁難，他之後看到這個法遠，確實是塊材料，他不是在看事。

我們一般人都是在事件上，內心起對立，在事件上就是想你合不合理。 

話說這個歸省禪師呢？看到這個真是有參禪的，這個禪和子的器度，他對於這個

法，真的有心而來，於是他就把他請回來。請回來之後，就慢慢的託付衣鉢給這個人，

給這個法遠禪師。 

話說這一段呢？我們世間人，你為求道而來，賓主要兩不辜負。也就是住持，你要

有真實的道德，住持師父你要有真實的這個內涵、這個道德；學者，你來參禪的人，你

要有真實要參求的心，這樣兩不辜負。如果你只是因為什麼的原因而來看看，你根本就

沒有真實要來參，那這個住持師父也可以不招待你，這是古時候的禪風。 

現在的寺很怕得罪信眾。而過去呢？這個禪師他不怕，他不怕你有怎麼樣的一個挑

戰的心，他只要找到真實的禪子，真實的修道者。經過測試之後，明眼一挑就對了。所

以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內涵，當然就也堪不上摸到佛法真實的精髓之處。這個是在講古德。 

所以這個地方講，惠明也差不多整理了心思，他說：「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所以

惠能大師才真的為他說法。下一段的經文，就是惠能在跟他對。 

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 

這個時候惠能就開口了，因為他都頂禮了，他說如果你真的是為法而來，那麼你現

在就屏息一切的諸緣，「勿生一念」，不要產生任何的雜念，我來為你說。因為他請他，

他請他為他說法。這個勿生一念，黃檗禪師他說：「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

菩提華果，即心便是靈智。」我們眾生念念念念當中，都在事相上，都在道理上，自我

的以為上。所有一切，你起心動念的背後，都是一個識，意識形態。這個時候還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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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他叫他：「你屏息所有的諸緣，勿生一念」。 

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這個時候惠明照這麼做，過了許久，有一點時間了，惠能才開口。他說：不思善，

不思惡，正當那個時候，「正與麼時」就是正是那個的時候，「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如果你把心真的放乾淨了，放清了，不思不想，不生一念。他不是問：你現在在想什麼？

他問你：你當下不思善，不思惡，你本來的面目是什麼？這是第一觀。 

我們眾生，從迷至迷，皆因六賊，所以念念念念之間，眼耳鼻舌身意，揣測的空間

裡面，都是因為你的意識心。所以古德講：「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又說：「研窮法理， 

以悟為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真正如果你只是在窮研這些佛法的道理，那不過你在建立一種知見，這個知見是為

了要把過去錯誤的知見修正，最主要是為了要悟入。所以你能窮理，能觀之心，所觀之

境，一切的外界的這些東西，都是要幫助你，心境要俱捐。這個地方能、所，能所通通

放下；莫記莫憶，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才能夠乾乾淨淨。所以你窮研法理，

而不住法，六根怡然，行住寂默。行住坐臥之中，不再以六根對六塵，在那邊尋找這些

客塵。一心不生，萬法俱息，也就不會起所有一切內心的這個法。 

當這個的時候，他問他：哪個是明上座？因為他法臘高，居上位，你的本來面目是

什麼？惠明言下大悟。所以他聽完之後，立即，當下立刻大悟。這個地方，同學聽這樣

不大容易瞭解，我們還是來給補充一下，補充一下。 

所謂的本來面目，就是禪林，就是禪宗的特別用語，講的是每個人都有的，本具不

迷不悟的面目。你不在迷的狀態，也不在悟的狀態。我們所謂迷跟悟，它是兩個相對的。

你既有迷，才有悟；如果你不迷，也就沒有悟。它什麼都是真實的明白，實相明白。但

這個迷跟悟，其實是意識狀態。你眼對色，口眼耳鼻舌，舌對味，這些東西，你在體解

外面，認知外面，做了一個是非分辨的時候，其實這是在外境，你迷於外境。 

當有一天你認識錯誤了，你反觀去看到，譬如黑色的，兩瓶都是黑色的，你迷於這

是醬油，這是迷，迷事。當你嘴巴測試之後，這是鹹的。啊！悟了，原來它是醋。或是

它是醋，你以為是醬油；或是它是醬油，你以為是醋。因為有迷才有悟，這個是指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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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的清淨本來面目，它不是在講事相上的迷跟悟；它是在講我們身心自然脫落，脫

落根塵的這些東西，這些訊息，而現前人人本具之心性，也就是你這個覺性，這個能力。

今天你如果對於這個醋，酸的，或是它實質是鹹的醬油，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外境上，

這個就是迷於事相。那我知道它是醬油，啊！原來它是醬油，醬油的因緣如此，等等等

等的所有一切，這是比對。而知道這個因緣，我的感覺跟醬油的關係，我現在有品嚐醬

油的能力，這個還在迷於理，我所觀的醬油跟我的能力。 

所謂人人的本來面目，就是在講本覺，也就是你這個能力。我能夠測試瞭解迷，或

是我能夠悟，這兩個東西都不是本來的面目。不要以為悟是本來的面目，迷於事或迷於

理，悟於事跟悟於理之後，要把迷跟悟兩個都丟掉之後，才是本來面目。也就是你在運

作這個的時候，當你迷跟悟完全都不存在，而你的覺性沒是非，這個時候才乾淨的。完

全沒是非，所有一切明明白白，這個時候一心不起。這個時候一心不起，才是進入本來

面目的清淨當中。 

這是高麗國普照禪師，他的修心訣。他說：「諸法如夢，亦如幻化」。只要你眼睛能

看得到的，你心中能感覺得到的，就叫諸法。你外界能夠感受得到，這個就是生滅生滅

的物質現象，這是諸法，它不是沒有，可是它不常存，如化、如幻。如果你內心感覺能

夠體驗，能夠感受到的五蘊這些東西，就如夢，因為那個是心意識的東西。所以他說：

「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即此空寂

靈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 

所以這個時候，你諸法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因緣，你可看得到的東西，都是成住壞

空；你內心的東西，都生住異滅，這是有為的法，有為法。這一些其實它似有，你這個

能覺照的心，這個也應該知道，這個應該是空寂的，這個就是虛幻的。所以本來面目，

就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秘密相傳的法印也。這是修心訣裡面的。 

還是沒有辦法瞭解，那我們就再參一個公案。這個公案是鄧州的香嚴智閑禪師，香

嚴智閑禪師，他本來是百丈禪師的弟子。他年輕的時候，「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也就

是他不喜歡世間的這些東西，所以他就好好去參學。後來他就是去依止他的師兄，溈山

靈祐禪師。溈山靈祐是百丈禪師的弟子，這個他去的時候，這溈山靈祐禪師看到他確實

是個法器，是塊料，是個人才，想要激發他，機鋒相對的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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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呢？他就這樣說，這個靈祐禪師，溈山禪師他就說：我不想再問，我不想再

問你所謂你每天深入經藏讀的東西，你瞭解的東西，那些我都不要問。因為他知道他非

常的精進，他說那些我都不想知道，我只要知道，你呢？「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

本分事，試道一句來」。他說：我只要知道父母未把你生出來，這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

面目，你給我說一句出來。哪個是你本來面目？你不要跟我講三藏十二部，你讀的那些，

那些我都不想知道，因為我也知道，那個不用比。 

這個時候呢？這個智閑禪師，香嚴智閑，茫茫然不知道要怎麼說起。因為你腦筋裡

記的都是經論，你拿得出來都是經論，都不是你的。父母未生的本來面目，哪有什麼可

以說？其實本來也不能說，這實在說，實在這個問題本來就無法回答，應不得，那個是

在檢覈中逼出來的東西。那他想了很久，就說了一些見解，說出來給他聽。這個靈祐禪

師，溈山靈祐他說：「  不對！不是，不是你的」，都是給他否認，這個智閑禪師沒辦法

了。他說：「卻請和尚為說」，請你為我點破。這個溈山禪師他說：「我跟你說了，那是

我的東西，對你有什麼幫助」？這樣就不用說了。其實這個東西，本來就沒辦法說的，

只能逼著你去體會。他說我跟你說的東西都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對你沒有幫助；改天

你眼睛開了之後，你會罵我的。 

然後這個智閑禪師，非常非常的失望，他回去就想說，他問我：「父母未生之前的

本來面目」，佛經裡到底哪裡有這一句？三藏十二部都拿出來找。要是現在比較容易，

現在用電腦一壓就有，彈指神功就有，以前不是。翻箱倒櫃的就把這個，全部找不到一

句可以說「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他很慨嘆！他說：「畫餅不可充飢」，我都是畫

餅，這不是我的東西，我自己沒有悟。「於是盡焚之」，就把這些經律論他讀的、寫的這

些燒掉了。然後他說：「我此生此世，我不學佛了，我不談佛法，我要去當個雲水僧」。

我也不想聽佛法，我也不想參了，也省得我在那邊勞心勞力，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想參

了。 

然後他就哭了，他真的落淚，落淚就辭了溈山而去。你看這多狠！我們一般你都哭

了，師父！我找不到法門，我實在太傷心了，你又不為我說破，我很傷心，要走了。一

般都會再慰留，你再好好參，師父不是不教你，是時機未到，說了你現在也不懂，這樣

來安慰。心中又起了一個念，其實這個師父也很疼惜我，是我自己不是塊料，這些出來

的時候，你日子再也走不下去，這個就是為什麼現在的人不能悟。你求去，他留你；留

你了，又摸你的頭，你就又攀上一絲情。知道，攀了這個情之後，你再也沒有辦法抽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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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 

話說他就辭溈山而去，他就到南陽慧忠國師那邊，想要在那邊安單，好好讓自己止

息一下。有一天呢？有一天就在鏟除草木，在鏟除草木的時候，鏟除草木，剛好有一片

瓦掉下來，屋瓦掉下來去打到竹子，這樣叩，打到竹子應該不是叩，啪！或什麼聲音這

樣，打到竹子，啪一聲，他突然哈哈大笑！悟了。 

他悟了之後，非常的讚歎、感恩，他就回去沐浴更衣，焚香遙禮溈山，向溈山所住

之處遙禮。然後就說：「和尚大悲，恩逾父母」。這溈山和尚真是慈悲，他給我的恩惠超

過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卻，何有今日事也」。如果當時他就跟我說，所謂父母未生之前

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怎麼怎麼，我不可能，能夠有今天的開悟。為什麼？我們來探討為什

麼？ 

因為我們塞了太多垃圾，因為這個香嚴智閑，他已經有知見了，他塞了太多這些三

藏十二部的東西，你一偈開口，都是在數他人寶，畫餅不能充飢，這只是讚佛。這只是

拿佛的經論來給予世人，不是自己真正體悟，現在重點是自己，而不是在給。現在你應

該把自己的本來面目，你應該自己悟開，就像剛剛講的，對不對？我們是不是最主要都

是為了什麼？「研窮法理，以悟為則」嘛！以悟為則，畢竟是要達到能夠徹悟。 

所以如果你當時為我說破，我今天不可能悟。因為他可以自悟的，他只差把這些東

西丟掉；你怎麼變怎麼變怎麼變，他的心沒有切斷。所以這個溈山靈祐，他給他最好的

辦法，就是讓他對於佛法，對於經論上面的東西一刀兩斷，因為他找不到任何一個答案，

所以他一刀兩斷，把這些全部燒掉了。他的心對於學佛、參禪，這樣的一個衝動，這樣

一個期待的心也沒有。說他只是安住在自己，我當個雲水僧吧！ 

安住在自己當下的鏟除草木，內心不起心動念。不起心動念，當這個瓦礫擊竹，啪

一聲的狀態之下，人剎那之中有一種驚醒，或是有一種根塵是一個極大的衝突點，你可

能是很寧靜的。剛剛的啪，都沒有人開悟，好可惜。對不對？你要是都沒有起心動念，

然後沒有起心動念，很安靜很安靜，你的操作在哪裡？你的操作在手、足、掃，眼睛在

看著地上，你是專注的，這是一種世間的有漏定，開悟其實是這樣來的。他專注在這個

有漏定裡面，沒有是非。因為你地上的灰塵，自己的掃把，自己的手跟自己的腳都沒打

架，你完全安住在這個現況中，專注制心一處，在動中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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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這個時候，一個聲音下來的時候，連你這個動作跟所有的東西，它要一個跳場。

它這個聲音啪一聲，它這個整個轉，耳根對塵，對聲塵不起心動念。當時這個地方，從

這個地方轉出，一根轉另外一根，一塵，塵完全切割掉。因為這個聲音是聲塵，是並沒

有相狀的，沒有相狀。所以在這個當下的一轉的時候，一念不起，他就看到了自己清淨

的本來面目，就當下悟得了。 

所以他就作了一個偈，他說：「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一擊，啪一聲！忘所知，你所有以前的東西，你可能還盤旋在腦袋裡丟不掉，佛

說什麼什麼，佛說什麼什麼，大德說什麼什麼，因為那個是法執，悟不開，一半以上我

執。有修行的人，所謂「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那些東西可能是法執。你如果智慧能

夠拿來使用，而沒有法執的存在，那麼時間到了就悟了。這個山河大地，行住坐臥當中，

契機到了就悟。 

但上次我們有談到那個夾山禪師，是不是也是大德一個？高談闊論，他被逼下水中

三次，是不是忘所知？你一定要把這些殘留的東西都丟掉，你才可能悟開。要不然再怎

麼悟，就是啊！原來，啊！這個我懂。那我來為你解說，那不是自己的東西。因為我們

現在要真正契入的是自己的佛性開發出來，所以這個地方是比較有意思的。這個地方 

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 

除了上面你跟我說過的這個地方，不思善、不思惡，那還有什麼密語密意呢？這個

地方我們來瞭解，什麼叫密語？所謂世尊，世尊就是佛陀，佛陀真實秘密的言語跟教示，

佛陀真義。在表面上的道理，理解上我們可以理解，我們可以理解這個語言的本身就叫

密語；但是隱藏在背後，我們不一定能瞭解，也到語意裡面沒有辦法說明白的，叫密意。 

譬如說，佛說：「如來已涅槃」，如來已涅槃，我們從表面上的語詞裡面知道，如來

已涅槃在講世尊入涅槃這一件事情，這一個樣子。那你就知道，從這個如來已涅槃的文

字，如來已涅槃五個字，去表達這個情境，這個現況。但是呢？密意是什麼？這叫密語。

密意是「如來常住」，它要衍生出來是「清淨法身常住」，如來沒有入涅槃跟不入涅槃的

事情。所以密意是隱藏的旨意，佛陀特殊的意趣，因為佛之真實，這是祂真實所瞭解的

實相，跟眾生所瞭解、理解的不一樣，不同，所以稱為密。更詳細說明，眾生也不可能

瞭解，所以我們跟佛是不一樣的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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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理解，他現在就在問，他問說：「上來密語」，你剛剛告訴我，然後我體會到了，

藉由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我體會到了，還有更深更廣的嗎？還有更深更廣的密意，

要指點我嗎？這個時候。 

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他不是說有，他也不是說沒有，他說我可以跟你說的，既然可以對你說，就不是秘

密的。因為所有秘密的東西，都是你自己要去深入去體會的。如果你能夠迴光返照，那

麼那個密意，就在你自己的身邊。今天佛經大家讀的時候，表面都會懂得某一層的解釋，

但這一層的解釋，到每個人領略在心之後，是不是真實體會的深淺而不同？所謂的迴光

返照，這個返照是禪林的用語，指驀然回首，直下照見自心的靈性。 

在《臨濟錄》裡面有講：「言下便自迴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也

就是我們能夠迴光返照，去看到我們自己清淨的本來面目，它不是就這個事相，也不是

就我能感受的這個心王，它不在強調這個。而是我不啟動，或是我啟動的狀態之下，我

都是靈明覺照，我這個覺性，這個東西叫本來面目，無形無相。 

在近代我們把迴光返照，還有另外一種用法，就是在講人要往生之前，能量最後一

次的釋放，所以會產生一些好像餘暉，餘暉的反射。身體內那個時候會有一個特殊的，

看起來不錯的樣子，那個叫迴光返照。但是在經論裡面的迴光返照，是在講驀然回首。 

這個我們舉例。舉例：這個運作上面，譬如有一天妳很生氣，妳生家裡的某一個人

的氣，因為妳誤會。妳誤會，所以妳好幾天都悶悶不樂，悶悶不樂，結果有一天回去的

時候，她發現，他給妳準備了好大好大的禮物，就像電視劇演的，電燈打開，有一個偉

大的派對在等妳。啊！所有的親朋好友都來了，於是妳破涕為笑。妳的心說：原來他故

意的，故意的冷漠，故意的讓我生氣，原來他就是要給我一個驚喜。這個時候妳會有一

個喜跟怒的比對，是歡樂跟憂愁的比對，這個時候不叫驀然回首。我們人常常弄錯，這

個還是在境界中轉。 

驀然回首是怎麼的運作？驀然回首是氣氣氣，然後知道，啊！他原來這麼在意於

我。然後這個時候，驀然回首是一轉身，我是一個感情的動物，他是愛我的，我們兩個

犯無明，還沒講完；我們就在世間的這種糾葛、情愛、虛幻當中，在這裡浮浮沉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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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的需要這樣嗎？這所有一切如空華，所以這一切我應該不再，這些帶不走，這不是

我，這個只是個現象。當妳都瞭解，不管這個喜，不管這個哀，跟自己的能力，自己的

感受，跟這些情況糾結，完全都放空。放空剎那之間，驀然回首，一切盡在不可言之中，

不是不言中。這樣知道？這樣叫驀然回首。妳說：啊！驀然回首，原來他是愛我的，那

個還是掉在陷阱裡，那個不叫照見自心的靈性。這樣知道意思？好，那這個繼續。 

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

者，即惠明師也。』 

這個惠明他就說了，他說我雖然身在五祖忍和尚那裡參學，但是我實在是未曾真的

省悟自己本來面目，沒有做功課。今天蒙您來指示，讓我真實進入體會，這真的是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現今行者，您就是我惠明的師父。話說到這裡，為什麼惠明在五祖忍

和尚那裡不能悟？為什麼不能悟？因為參與是非。你現在到道場去，你只要參是非，你

就不可能悟了。你就只有這對那不對，這是這非，你不可能悟。因為你已經把自己放在

那個裡頭，事相裡頭。 

我們前面有五祖忍和尚，他跟惠能對個幾句話，他就知道，這個獠子、獦獠，根器

是利的。但是他又怕他受傷害，所以把他寫在牆壁上的偈子，用鞋擦了去。大家會追殺

他，表示大家是怎麼？你已經進入了是非，而不是為了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