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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1》 

             印可法師宣講          

第五箇樣子：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 

我們一般是不是都是有這一點的這種自我提攜？於是呢？我身從何來？死往何

去？在生死裡面總是要瞭解透徹，自己到底怎麼辦。那這樣憂慮的心，在提攜醉生夢死

的眾生，這個主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的人渾渾噩噩，終其一生，總是生也無從查考，

也不想去知道，反正就怪罪於父母親就把我給生下來了，其他與我無關。我已經被生下

來的過程，我就應該在這生命裡面，種種的滿足，讓自己活得好。死往何去？又拿孔子

老夫子的一句話，這個「不知生，焉知死？」所以也不用去談，也不用去探討我死往何

去，不知道生命是一種輪迴的相狀。 

於是祖師大德，當然還有世尊，這些就是告訴我們，你不知道你生命不斷不斷的在

重複，那你生從何來？你可能是有過去的業，所以是業力的牽引。你往何處去？根據你

所造作的此生此世，所造作的一切累積下來，我看去處不妙。所以在這些的警語之下，

修行人開始便把重點放在自己所謂身口意造作上面，這是必要的過程。但是修行到某一

種程度的時候，他反而把這個變成是一種憂慮。生從何來？我也知道那無從查考，無所

謂，反正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就是無明吧！那死往何處去呢？這一點倒是要在乎

了，人天報嗎？那我要入哪個淨土呢？那我到底怎麼辦呢？於是憂慮憂慮的，就在這個

心不忘卻這個重點，在生死交加的這樣的這個交加處，一直盤旋，這反而變成另外一個

對於生死執迷產生憂慮的一法。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這個生死二字是要提攜的作用，知

道？這是指輪迴。那我貼在這裡的時候，我就怕輪迴，於是要告訴你，你在輪迴是要提

起清淨正念，心裡不要再有雜念。但是你沒有世間的雜念之後，又害怕輪迴這一檔子事，

於是就變成本來在輪迴的重點，轉到怕輪迴的另外一個重點；像這樣子的情形之下，就

是對於佛法有一知半解，但是眾生這個是一個前方便，也不能說不對。 

那祖師大德講，當你碰到了這個瓶頸，老是擔憂著自己的生死問題，怎麼辦？他說

就把這個疑的這個心，現在是不是會害怕？你害怕，就是有顛倒夢想，於是就想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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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可以去，那個地方到底是哪裡？其實變成把心探索，原來欲望在世間，現在欲望

在出世間，不要在這個世間。所以把這個點放在另外一個主體，這樣子的狀態，這個心

其實是不能自由的，總是害怕害怕彌陀不來，總是害怕害怕自己到最後一刻，喘息得不

夠漂亮，可能還在臥床上，讓花了錢的外國朋友來給我們翻來翻去，這樣子。這個都聽

得懂吧？現在都是這樣結尾的。 

所以把這個疑，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的這個心，應該要放在無上面，而不是放在疑

上面，這是禪門的特殊教法。它說因為你這個心，交加在這個點上面，其實還是另外一

個法，生你不可能透徹，死你也不可能透徹，因為你心中還是有一法。所以你應該把這

個轉到一個無，就是什麼是它真正可以超越的點，而不是在這個問題。我們一般是不是

就在這個點上面，就進入了這個相狀上？所以這個相上有你想要的一種答案，它永遠還

是相，是不是永遠還是相？生相跟死相。 

那你既然在相上來講，你應該把重點轉來無這個字上面，也就是我如何超脫這個

相。那麼這個相已在我心中，我交加在這個點上面，其實這個心是不能透徹的，所以我

把它轉到這個無，也就是如何才是它的畢竟之處。連這個念、跟我生、跟死，這三個東

西其實都是念，這都是一個相，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怎麼樣怎麼樣的一個立論點。如果

你把它轉到這個無上面，這個無字頭上，這就是一種參，參的功夫。然後這個地方什麼

才是我真正畢竟的這個體性，什麼可以超越，那已經不是語言文字，也不著在這個相，

這個時候才能出得來。 

所以這個交加之心，就會停在那個點，就會被轉開。那這個轉開，你疑生死，也害

怕我去的這個點，這個慢慢就會放下。這個慢慢放下，你只要一直做功夫，什麼是可以

超越生死呢？你就一直重點在這個無上面，然後： 

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浣

心垢濁者也。 

也就是你一直這樣參，參到成熟了，突然之間一切放下，那個清淨的佛性，那個真

如理體就自然現前；那個時候你生死的心沒有了，卻知道生死。我們一般你害怕生死，

你永遠是站在害怕，並不是你在透徹生死。這樣聽懂嗎？當你心中在害怕生死，其實你

是在生死中，你放不下生死。那愚昧的凡夫是不知生死，那個是完全不知；你是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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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在生死，這樣你還是住在生死。它本身就是一種恐怖顛倒，也是一種夢想。所以你

應該把這個生死的相狀，轉到這個「無」字上面，做功夫就是了。 

做功夫到時節因緣到來，也就是功夫做成熟了的時候，你心中害怕生死的這個點就

沒有了，你期待的心也沒有了，心有那種善惡、對與不對的業、因緣，那種心中的憂慮，

對於所謂染淨二分法的這些垢濁也沒有了，這個時候倒是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清淨覺性現

前。這個明白之後，你真的就知道你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所以它並不是在相上的東西。

在這種狀態之下，就知道： 

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 

就是這個道理。今天這些大德們，其實就是要讓參學者捨邪歸正，這就是大德所做

的事情第五箇樣子。 

那我們常常在認識佛法的時候，有了一些偏差的執著，說者也會，不是聽者會而已。

因為說者不是佛，所以說者常常會用生死來恐嚇大眾，因為他自己怕生死，他也懂得生

死的恐怖。說者用生死來讓大家知道生死之後，你還要拔脫他對生死的恐懼，要不然你

從世間的雜染，進入到一個抽象的不想要的雜染，依然沒有辦法忘卻那一念。這樣知道？

這個是普覺禪師他提攜的重點。沒錯！很多眾生在這個上面，還是在交雜，然後在這個

點過不去的。 

第六箇樣子：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 

這怎麼說？其實所有一切的真理，沒有滅失過，本來就常住，在述說著所有的一切

宇宙人生的道理。看不懂的就是只看到我，就只看到五蘊，這世間相都是一樣，坦然的

在一切裡呈現；但看得懂的就悟道，不懂的就是處處是是非，看得懂的就一切是實相。

世尊也依然不離開這個世間相，那祂是不是懂了？所以祂懂了的，就是全然遍一切。那

我們凡夫就是看不懂，所以只看得懂你自己的身口意、你的欲望、你的瞋怒、你的愚癡、

跟你想像結構起來的自我意識的內容，就是建立了自我的知見，心意識的樣子。 

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爾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

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卻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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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法在這個時候，就是要指向於我們在日用處，也就是一切法爾。在這裡面呢？

「行住坐臥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這個裡面，它就明白的在展露一切。那眾

生是不能懂的。所以當你悟得了所謂因緣果法，看得懂一切真相寂然的時候，其實世間

沒有變，世界是沒有變的，是你心中的深度廣度遍一切變了，就是大圓滿了，你看明白

了。 

我們看一件事情好了，舉個例，你今天看到一個社會案件，看電視新聞好了。今天

有個社會案件，有一樁殺人滅屍的案件，你就只看到殺人滅屍，罪貫滿盈，狼心狗肺，

或是看到哀號，可憐的眾生相，然後在自己心中有一種抽痛、唾棄、無奈、然後感受，

當然還加上很多自我批判，覺得這世間沒有希望了，人生沒希望，我住在這裡也沒希望

了。是不是就是這樣？ 

菩薩看這個呢？一樣是這個事情，他看到的是：在這個相的背後，它存在了一個故

事，而這個故事呢？往前推，它本身就是有所謂的人、事的結構，而這個人事的結構就

是有一些，每個人主觀所解釋的，那種對跟錯的對立；那再往前推，它有無限時空中過

去的因緣結構，在相上他們曾經有碰觸，而在精神層次，各有一部自己寫出來的是非簿，

然後在現在呢？根據於時間空間因緣的狀態之下，這個殺人滅屍的案件，相現了。 

而這個相的背後呢？這個菩薩來讀這個事情，這是由相來看到它的因跟緣，而目前

所呈現的果。而這果的背後呢？又是無量無邊的會延伸，會延伸於他爾後所處的環境裡

面的變異性，還有呢？他們彼此在結構的碰撞的那個當下，又如何牽引到未來，而要歷

時多久的時間？其中的某一位，他們會懂得迴光返照，而從中去走上無為的修持，這要

盡多久的時間？他們終究會放下無明的對立，而這個，從中有一方，或甚至於基礎於這

樣的一個相的呈現，最後還是能打破無明的窠臼，而達到畢竟成佛。中間可能作奸犯科，

會有牢獄之災，有一個當孤魂野鬼，飄飄十世，不肯罷休的纏綿；這個是不是也是無量

無邊？它所有的一切相狀。但我們眾生只看到這個點，於是就在這個地方有了自己所謂

所有一切的想法跟看法。所以道無不在，懂得跟不懂得，這個地方，真淨和尚他就說了

幾句話。 

又真淨和尚有言：「不擬心，一一明妙，一一天真，一一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

作眾生，悟自心故成佛。」然眾生本佛，佛本眾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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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所以我們就是把持著自己的心，做了很多的揣測跟解釋，造作了自己的這

個心，當然這是指雜染的，外來的東西。所以如果你不這樣的話，不擬這個心，一一明

妙，一一天真，所有的一切本自這樣，一一如蓮華不著水。對不對？所以誰讓我們作眾

生的？是不是？所以「迷悟故有彼此也」。如果我們想要修行的話： 

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心思量分別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有

為、不墮無為。 他不是不能運作，他是不住有為的造作，而不墮在無為的寂然相狀。 

不作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面目底第六箇樣子也。 

修行人就是這樣，所以言歸正傳，這部經講這麼久了，一年多，通通在講，笨一點

好；不是愚癡，而是自作聰明的人，其實就是你這個心，就是假設了，造作了，做了一

些所謂心中的意識的計較分別，所以才會讓自己不明白。所以「道無不在，處處皆真」，

碰到的時候的那個當下，其實也是真如體現，不是需要再離開什麼，再去找一個地方，

而是在那個當下，你就看到真如，看到實相，這個是第六箇樣子。 

第七箇樣子：要得不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以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

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

力處也。 

所以談到修行人，如果你不要被生死綁住，也就是你在每一個當下，你的心安住於

清淨當中。「虛豁豁地」，就是寬廣無邊，開通的。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時候，當你對這個

人有一點意見，你的心是關門的；當你看到這個人走過來的時候，你這個相狀上是「尋

得一處」，所以要讓這個心「虛豁豁地」，廣度開通，然後不要去立論生死。剛剛有談到

我們就是害怕那個開始，跟想要那個結束，所以你不知生死，就是不知生來不知死去的

心，也就是當下沒有運作的心，「時時向應緣處」，就是在這個當下的這個緣的時候，「提

撕提撕」，就是在這裡自然自然的運作，有一點點什麼，迴光返照，你久久自然坦蕩蕩

地。 

其實修行就是在哪裡見功夫？「日用處省力時，就是學此道得力處」，其實你就是

日常日用當中沒有煩惱，也就是你學佛有得這個力道。修行並不是說我現在在這裡聽經

的時候，喔！我都懂很多，這樣很有力道，回去這樣迷糊迷糊，無明的時候，什麼都沒

有；其實修行就是明明白白的，每個行住坐臥的當下明白，這個就是修行得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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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卻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

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這裡面這個大德他說：「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實什麼叫省力？

什麼叫得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些時候看不明白，沒有辦法很明白，但是你的心

並不關門，也沒有造作的揣測。不明白沒有罪，他只是不思善不思惡，安住在不思善不

思惡當中，那是一種無知，那沒有關係，但是你不加以揣測，那慢慢的就明白，這一切

是空，這個因緣慢慢慢慢的，時間空間你都應該去接受。這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你內心會怎麼樣呢？行住坐臥的每一個當下，日用處，其實自己最清楚了。可是人常常

要強調自己的清楚，而這個清楚是揣測性的清楚，那其實是不清楚。對不對？ 

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人做謎子摶量，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妖捏

怪。 

它這個就是在講，這一輩子只是就是這樣，教大家如何在這行住坐臥之中，如何在

應緣處，把這個清淨心提現出來，這樣子就是指示人你要這樣做，他這輩子就在教這樣

子，他「不教人做謎子摶量」，他不會打一個謎語，然後把你繞一圈，讓你很迷糊很迷

糊，然後在那邊思索，變這個變那個，變化萬千，這樣才是修行，也就是指導的原則。

「此外別無造妖捏怪」，而不用怪力亂神，不用說很多奇奇怪怪的話，這樣才是最直接

的。禪門裡面講的，就是這樣單刀直入。當然你需要很多的道理，你不明白，可以說給

你聽，但是不是把你帶去團團轉。 

如果帶你去團團轉，然後再繞回來，以佛的話，菩薩的話，祂瞭解你現在不可能瞭

解，所以可以有這個善巧方便，讓你去繞一圈，但是祂知道最後直指人心。但是基本上，

佛門它要告訴你很明白的話，它講得很清楚，當然會留一個空間，讓你自己去突破，因

為那個悟境不是自己的，那個是世尊的。這裡面世尊講得都很明白，其實祂所有的話都

講得很明白。這個大德他又講： 

但依此說，亦不必向外，別求道理。真龍行處，雲自相隨，況神通光明本來自有。 

其實每個人本來就有他清淨的智慧，你真的清淨覺性遍一切處的時候，所有的一切

就是看明白，也不用擔憂，實在有什麼好比較的跟好擔憂的。所以這一些呢？就是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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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上面，要愈來愈懂得，它是沒有是非的，它沒有什麼顏面不顏面的問題，它沒有這

些的。你在應緣處，你要去看看，你久久就自然坦蕩蕩。 

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

本末者，皆為自欺。」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也。 

德山和尚就說：「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這個就是學此道

的路徑第七箇樣子。說到這裡，同學！你不要以為學了佛之後，你到社會上的能力會降

低，不會，因為你每一個當下不揣測說，你沒有憂慮，然後你會隨順這個因緣實相，因

為你有不執著，空的智慧，你有安住，所以你在這裡面，不會造身口意的那種雜亂無章

的顛簸。事實上，你完全安處在這種狀態之下，你在對治，你在必須要做什麼事情的能

力，反而是沒有干擾的，他反而會更明白。不要以為學佛，社會的能力就不見了，不會，

真的不會。有的人說學一學都變笨了，那又是你的揣測，是你揣測笨，這樣子可以瞭解

這個道由心悟，修行的七箇樣子，跟指導眾生的這個大德所展現的指導風範。接下來我

們再來瞭解一段經文。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

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 

這個地方就是在講，薛簡他就說弟子此次我要回京城去了，皇上必然會問說我來這

裡，我跟你對談些什麼東西，希望大師您慈悲，指示一些佛法的心要，就是心法的要領，

也好讓我帶回去，跟皇帝、兩宮給他們說明白。所謂的兩宮，一般就是指他的皇太后或

皇后，就是妻跟母，妻叫皇后，然後另外一個宮就是皇上的母親，這樣是兩宮。「及京

城學道者」，以及在京城裡學習佛道的那些大眾。 

因為他們都說，前面有講，因為他們都說要坐禪習定，才可以得解脫。當時六祖惠

能大師就為他補述，這是前方便，那真正道由心悟，這個是六祖惠能大師把它提出來的。

所以他說你讓我帶些重點回去，就譬如是由一燈點燃百千燈，它燈燈相傳，如果這樣子

的話，「冥者皆明」，黑暗的地方就可以因為你所指示的，還弄不明白的地方，由你所指

示的這些法要，我們就能點燃而光明了，「明明無盡」，光明永遠無窮盡的，就會這樣延

伸下去。跟六祖惠能大師對話真的要有佛法知見，他就不會落入這種明明無盡的概念裡

面。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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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

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 

  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

出離？」 

這個時候他說，你讓我帶回去這法要說給大家聽，不明白的我們就明白，一個傳一

個，一個傳一個，唉呀！我們的這個佛法就明確了，他自己心裡的晦暗之處就沒有了。

六祖惠能大師就直接回答：「道無明暗」，道是沒有明跟暗的，明，你剛剛提出的有明跟

暗，那麼這個就是有彼此互相取代，然後換置就是有換的這個意思，佛法哪有這樣的？

沒有的。 

你剛剛說要明明無盡，你就說這個光明是沒有窮盡，如果你用光明沒有窮盡，那也

就表示它會有窮盡的時候。因為佛法裡面，它在有無當中，它不說對峙的對立的二分法，

所以你在講說我這樣就是無有窮盡，這個也是一種假象說。這個時候相待名故，這不是

有了兩種相對待的這種語詞嗎？這說話是不是要小心？ 

在《維摩詰經》裡面就說到，《淨名經》就是維摩詰居士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裡

面就說到「法無有比，無相待故。」佛法是沒有可以比擬的，它是絕對而沒有對待關係

的。這薛簡怎麼招架得住六祖惠能大師的對話，他也是有一點修學，所以他就回答，這

是一個舉例。 

簡曰，就是薛簡就回答，他這個是講述過程，他說：「明喻智慧」，我剛剛所講的明

就是指智慧，暗喻煩惱，我講暗，這是比喻著煩惱，在我們修道的過程裡面，如果不用

智慧來觀照，來破除煩惱，怎麼可能有機會來出離這個無始無終的生死輪迴？其實他說

這個也沒有錯，我們一般是不是就這樣說？所以他在說過程，他在說過程。六祖惠大能

師回答的，都是結案的地方的實相結果。所以因為這個對話，其實是對不起來的，因為

薛簡他是在京城裡面學的，就是漸，它漸的次第，其實就是我們要學會某種辦法，是不

是觀照？觀照，看到我自己的煩惱，然後用智慧來轉這個念，所以這個過程並沒有錯，

這漸法本來就是這樣修的。 

但是六祖惠能大師他跟他對話的時候，一直是要告訴他結果，一直要跟他講「頓

禪」，所以他才對於他的這個比喻，他難道會不懂比喻？他當然懂，但是他就是要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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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最後的答案，因為這個可能就是在京城裡面，他們無法表達出來的最終的究竟處，

所以他講這樣，六祖惠能大師馬上回答他。 

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

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對不對？其實他只是在補述，我們也不要把它看成說，六祖惠能大師人家說一句什

麼，就否認，其實他是，你說的是過程，我現在告訴你答案，因為他現在要帶回去的就

是心要。如果他附和著說，無始生死，憑何出離？他就回答他，如是，如是！那這樣就

沒有心要，就沒有六祖惠能大師獨特的這個頓，這個上上頓禪的心要。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又說：「煩惱即是菩提」，說明實相、結果，煩惱當下那是一個眾

生無明的讀法，其實這個覺性是使用，而你是覺片面的、局部的，所以你產生了煩惱相，

你不明白，其實煩惱即是菩提，它不是兩樣東西。煩惱跟菩提它不是兩個東西，煩惱跟

菩提也沒什麼好分別的，如果你要分別我這是煩惱，我這是菩提，你尚在計較分別中，

所以無二無別。 

如果說必須要經過用智慧來照破煩惱，那麼針對這樣的一個做法，叫二乘人，這是

二乘種性，他的見解確實是這樣。因為我有煩惱，我這樣慢慢把這個煩惱，慢慢去勘破

它。「羊鹿等機」，這就好比是乘著羊車跟鹿車的根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對於上

上智慧的大根器的修行人，他不是這樣做的，他是直接契入真理，這個煩惱是虛假，放

下，一切本空，他是用這樣。 

那愚鈍的凡夫是這樣，我現在看到我的煩惱，退一步，我為什麼這麼煩惱？啊！我

愛他，可是我產生了變恨他，那我是誰？因緣和合，他是誰？因緣和合，再來，我四大，

他也是四大，我結構了起來叫五蘊，加上我的世間的知見、經驗，所以成立了我跟他的

想法。他吸引我什麼，我被他什麼所吸引，鈍根人是不是就這樣，這樣一步一步推？推

到最後，無始無明，當推到無明，這就是無明、心意識，我幹麼起這個心意識？我為什

麼被這個所吸引？是不是這樣推？這個就叫羊鹿等機。 

如果是上智的大根器的人，他不是這樣做。他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裡產生某種覺受，

我愛他而用恨他來表達，我想要擁有某種東西，所以我在較量，我心中有計度，我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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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的名利，愛我的身分，愛我的存在，哈哈！虛假，這個我，虛幻。這個是大小乘混

著用。對不對？如果是真正的大乘，看到自己這個東西，就知道如幻，一切有為法，如

夢幻泡影，這個是虛幻。心、心所，能所兩忘，馬上清淨，然後應緣處無是非，利根器

的做法，所以這個就是法要。如果他順著他的語言的結尾，這樣一搭一搭一搭，就不能

夠提攜。 

我們一般說話，其實沒敢這麼直接切，這麼直接切被誤會了，就表示你只是在巧弄

這個佛法的主綱要。就像前面的那個弟子，惠能大師的前面那個弟子，就是神會，神會

是不是他問他，他就直接會把答案說出來？然後六祖惠能大師倒是不悅於去聽他的這個

答案，因為那不是你修的，那只是你背的；但是六祖惠能大師，他是真正達到徹底，所

以他把這個較量，不是比較的心，而是說把這上面的差異說出來，讓這個薛簡帶回去。

他是不是跟他要，要法要？所以他是這個作用。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

而不寂。」 

這點就是他要提攜的重點，這個薛簡馬上就問，那「上智大根，悉不如是」，那什

麼就是大乘的見解？因為你剛剛說這是二乘的見解，那什麼是大乘的見解？六祖大師回

答：「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明跟無明，在凡夫的認為是兩種

不同相狀的狀態，是不是這樣？啊！我犯無明了，有時候又很清楚，唉喲！你怎麼會這

麼聰明？我也希望如佛一樣，所以一切清朗自在，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對立式的相對的二

分法。 

有智慧的人，他了達，他了知達其根源，其體性不二。你覺性，也就是我們本有的，

佛性大家都是一樣，本有的，覺實相跟覺片段，就是明與無明。前面剛剛不是在講嗎？

你覺得少，也是覺性在用，你覺性是不是還是遍一切處？那你覺實相，看得很明白，是

不是覺性也是在用？所以「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這是出在《維摩詰經》第

九品裡面的一段經文。我們一般就是在這上面，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揣測，其實這「無二

之性，即是實性」，這獨一無二，唯一無二的本性就是實性，那是講覺性，就是講我們

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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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在睡的時候有沒有佛性存在？覺性在嗎，你睡覺的時候？在。夢中心意識

飄蕩的時候，你也夢得很漂亮，故事很完整的，裡面有些時候情緒還很賁張，是吧？那

是夢，你覺性在不在？在啊！就是在那一桶餿水裡面游泳。對不對？自己創造的。那一

個大聲音你也是醒來，一個大的光亮，大的臭氣，你還是醒來，你哪一根不覺？都是覺，

是吧？ 

那你醒著的時候覺不覺？也是覺，加上心意識都是覺片段，剛剛講的，覺片段，然

後重點放在這個外界的相上面，然後把自己解釋加進去，於是就變得是非的心，是非的

相狀，覺不覺？覺。覺性有在用，而沒有看全面，只看到一點點，所以不明白，所以叫

無明，就這樣。 

你如果很明白，沒有是非，這裡面，智者就是這樣而已。就是沒有是非，看明白。

縱使看得沒有很明白，也沒有是非心，所以還是明的狀態，他沒有煩惱。無明與渴愛相

表裏，對不對？所以這個佛性、這個覺性，「處凡愚而不減」，在凡夫愚癡的狀態之下，

佛性也不會減少；在賢聖的這種人身上，這佛性也不會增加一分，你不會。當處於煩惱

的相狀當中，這個佛性也不會動亂；你處於煩惱的時候，會不會看到這個煩惱我很煩，

我很怎樣？是不是還是在某一種覺的狀態？只是你覺到結構起來的東西上面而已。「居

禪定而不寂」，當安住於禪定之中，這個佛性也不會因為寂滅而消失不存在，不會。下

面這兩行：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

遷，名之曰道。」 

這在講八不，佛性，它不是所謂我們用思考的存在問題，所以它不是斷滅，也不必

再談它恆常存在。針對佛性，我們要表達它的所謂佛性常住、常在，那個是在表達我們

沒有失去，但是對於佛性而言，它沒有斷滅，也不用再談恆常的存在，那是言語道斷的。 

「不來、不去」，在時間上面，未曾有來的相狀，也沒有離去的樣子，佛性沒有這

個對話。而在空間上面，「不在中間及其內外」，沒有在裡外、方位、處所的這些問題。

「不生、不滅」，也沒有因何而生起，或是因何而失滅，性與相都是本來的面目。我們

先消文，所以「常住不遷」，常住如此，無是非，真理不變遷，這個就是道。這個就是

六祖惠能大師要解釋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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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八不呢？生滅、常斷、一異、來出，這四雙八計，所發起無所得中道之理，叫

八不中觀。八不即中道的意思，這個就是要遮止，我們眾生就是在這幾個點上面，第一

個就是有生滅的這種始終對待的想法，所以要遮止生滅的這種思想；常斷，眾生會有存

在的議題，所以要遮止常斷；眾生會有一跟異，就是差別不同的這種比較分別的認知；

再來是來跟出，就是時間上跟空間上的，那種拔不開的這種限制。眾生無非都是在這幾

個主重點，那要遮止這些，讓大家回到真正的無所得的中道，看懂宇宙萬法它真正的道

理是什麼。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的色，物相上面，就知道它是因緣聚散，所以有生滅。對不對？

話說大家知不知道生滅的道理？知道，可是還是執生滅。生滅的道理，你明明知道，可

是你還是執生滅，所以要輔佐於你對於這個主述，這是一個基礎論點，就是不生不滅，

無生滅。所以世尊就闡述了很多，事實上是無生滅。如果我們強調有生或是有滅，就是

偏頗一邊；離這個無生就是不生也不滅，離這個才能進入中道。但是眾生在這裡，其實

都是一知半解，後面會有一段闡述，這一知半解的情形。在學佛的過程，這個一知半解

就是讓你不得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