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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3》 

             印可法師宣講          

八萬塵勞，皆波羅蜜；恒沙惑障，竝是真門。 

  眼翳未除，空華亂起；但淨法眼，何惑不消。 

  滯執堅牢，居然多劫。 

其實很多修行的人，他在原來看不清楚的時候，感覺是迷惑，是煩惱業障；當他弄

明白的時候，在過去的點點滴滴，皆波羅蜜，他都知道這些都是資糧，這些也都是經驗，

也就是一些歷史的發生，但這些也就是眾生能夠成就的一個契機點。 

你會看到很多緣起的現象，譬如你現在看不懂，心中產生了是非對立，心中有好多

波盪的五蘊，然後因為自己的理想，跟自己建構起來的以為，會在外界裡面，急急忙忙

想要去完成你認為的一切，所以結構了好多的塵勞。當你真的迴光返照去看懂之後，你

放下了，你放下之後你會發現，你過去所追求的東西，所做的東西，裡面有一些是夾雜

著個人想要的理想，但是以相狀上來說，它也是某一種完成，只是它的註解，它解釋的

內容不一樣，你體會的不一樣。 

舉個例，譬如你是一家之主，在這個家族裡面，你有若干的能力，這些弱小的兄弟

姐妹，或是家族裡面的老少成員，都需要有生活的必須。你因為有若干的能力，會想到

我要造福人群，我要好好的將這個家族撐起來，這種責任感跟這種自己的理想，於是讓

你在社會學上面好好的精進，好好的從事某一些工作去付出，於是果真你也賺到了一些

錢，果真這些也安頓，安頓妥當，這個時候你覺得好生煩惱，一輩子甚是疲倦，我相信

很多人會這樣。 

那很是疲倦呢？就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到底做得對不對，那我汲汲於營利當中，想要

去賺多點錢，讓這些人飽足餬口，這些對與不對，覺得好累，可以不要嗎？應該要，這

是一個內心的對話。當你對於佛法上面的因緣、因果等等這些，深刻的體會瞭解，而懂

得其實你要放下的是什麼，放下的是你那個煩惱心，放下的是你那個價值讀出來的東

西，對不對？所以當你放下這些所謂有的沒有，內心一輩子的操勞的意義，這是個別定

義，價值觀等等這些，當你放下的時候，產生了對於佛性上面的極大的突破，去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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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之後，你再回頭看你前面的八萬塵勞，你會怎麼解釋？你會怎麼解釋？它不是

所謂有，也不是所謂空，其實是妙。是不是？它也具足了事實上實相裡面，你的因緣裡

面，你是不是依然會去做這樣的一件事？你依然會撐起這個家族，你依然會努力的讓這

些人得到安頓，身心安然。是不是如此？是啊！只是這裡面產生了多少你在內心的波

盪，也就是無謂的定義的這些，還有所謂煩惱的相狀。當你回頭再看這些八萬塵勞，其

實它也是妙，也是你生命的責任，也是實相，也是緣起，也是應該圓滿的所有一切。只

是當時你的心的範圍比較窄，你的對象比較個別，你沒有辦法用這樣的一種一而去看到

全部，對不對？當你回頭再看這些的時候，你也會莞爾一笑，不是否認自己所做的所有

一切，而是再看到這些也是波羅蜜。 

然後你會再由自己的這個點，「恒沙惑障，竝是真門」，對不對？你再由你本來產生

迷惑障礙的這個點，不管它有多少，你就會去知道，其實所有的一切也是覺性在使用，

也是你在利他。這個裡面你會從這消融掉煩惱心，消融掉那些所謂生命意義，自己的定

義，在這些都放下的時候，你原來所做的一切，就會從這個點而開始，加大它的範圍到

無量無邊，而你的心願，再也不會只是在一個個別的關係法，或是個人所能掌握的所謂

資產的部分，或是那個想要永續於某一種存在的要求。像這些都是前後的差異，但它的

差異，並不能夠說它是所謂什麼樣的對跟錯。這樣瞭解意思？ 

修行裡面「眼翳未除，空華亂起」，也就是在這個無明的狀態之下，就像眼睛有毛

病，看到所有一切裡面，就會產生自己假設出來的一些幻相，所以「眼翳未除，空華亂

起」，這看法不一樣就不一樣。你一個眼睛沒有疾病的人，看一切是很明白；你如果無

明，就像你帶了一個彩色的眼鏡，有色澤的眼鏡，你看什麼都加上了那個色澤。 

如果說一個家庭裡面，有一個人他的內心一直有恐懼的，他這個恐懼的情緒，這種

恐懼的疾病一直在，他看到什麼都恐懼。有人開門，他就說嚇死了，我以為小偷來了；

如果說有個湯匙掉到地上，他說，喔！我以為什麼人暈倒，跌倒了。那這些恐懼在他的

六根裡面，都產生了一種恐懼的解釋。對不對？ 

這舉個例，以前有一個老人家，她六十幾歲，因為她就是內心一直懷有著恐懼，她

的這個孩子們，每天都很緊張的要去處理她的恐懼電話，這個比較小的上學去，比較大

的上班去，然後有一天她的兒子就出差去了，現在出外工作是很稀鬆平常的。他出外去

工作，她的媳婦剛好也出差，要晚一點回來。她就帶了兩個孫子，那天晚上把門窗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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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緊緊的，封得緊緊之後，她又很恐懼了，她又很害怕，要是房子火災了怎麼辦？人家

不能破門而入，知道吧？好辛苦。 

然後又想到不行，這樣宵小會破窗而入，又怕救火隊沒辦法來救她，又怕破窗而入

的小偷，真是一個晚上忐忑不安。後來比較晚她的媳婦回來，她說，喔！幸好妳回來，

我都不能睡。她說，為什麼不能睡？我們家很安全，妳就把門反鎖，怎麼樣，我有鑰匙，

不然妳鎖三道，不要卡死，我能回來就好。她說，不是，我覺得很恐怖很恐怖，然後她

就一一訴說著她恐懼的心態，後來她就安然睡覺了。 

睡覺她半夜就爬起來了，她半夜爬起來就摸摸孫子，然後去看看媳婦，然後她媳婦

問她說：「媽！妳怎麼都不睡？」「我想說我是不是心臟病發作？我現在醒著的是我還是

我是鬼？」你看是多恐怖，她連自己的存在是一個實體的存在或非存在，都已經假設到

一種有跟無的那種變化當中。真的這些，有的人就覺得歡樂是真的嗎？還要咬一下自己

的舌頭這樣，咬一下自己的指頭去測試看，我還能痛嗎？這些其實就是眼翳。你眼翳未

除，所有的你都會起你的想法。人就是這樣，只是你有些時候，這些想法傷不傷人，傷

不傷己，你這些想法的立論點是基礎於什麼。 

這些，清涼國師就講：「但淨法眼，何惑不消，滯執堅牢，居然多劫。」如果我們

能夠用清淨的法眼來看所有的一切，哪一種迷惑不會消融掉。那眾生為什麼不能這樣

做？其實就是因為把自己認知的所有一切拿來解釋，要保護自我的想法，來看待所有的

一切，所以自然會產生一個距離，會抗爭。 

說「淨法眼」，就是具有觀見真理等諸法，而無障礙疑惑之眼，也就是基本原則。

我們如果看到物相，我們就知道它是生滅法，這是佛告訴我們的，所以我們知道這些生

滅法，你不能夠把它馬上定論於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它不會變，這個情形就是傷害我

的。就是有一個會變化，行苦，就是會變異的否認，或是害怕變異的這種心態，還有為

了保護我自己的知見等等。 

所以如果你能夠徹見佛法正理的智慧眼來看一切，那你就會看到實相。譬如說因緣

果，它因緣和合，這個就是一個因緣緣起。那眾生的想法等等，常常我們會在聽很多的

故事轉述，他說他說什麼，他說他說什麼，其實另外第三個來說，他說他說什麼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變了樣，變好多重。他在跟他說的時候，你側面聽，你有你解讀的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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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再轉述的時候，又加上你認為的誰與對跟不對、是與非，是不是怎麼轉承都不是，

而這種情形每天都在發生。有些時候你要用清淨佛法正理的智慧眼來讀這些，這個都是

眾生自己想跟自己編排。 

這裡面有一些訊息，但是這些訊息應該依然在變異中，所以像這些都是，我們要對

於佛法有正知見，看事情的態度就不一樣。所以這些迷惑怎麼可能不消除，只要你用對

了辦法。講諸法實相，那眾生為什麼輪迴那麼久？就是「滯執堅牢」，很堅固的，很牢

靠的堅持著自己執著的內容，是不是？所以在多生多劫裡面，不斷的輪迴。所以有些時

候你看，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這個裡面太多的因緣，這複雜的一些結構，很多人

就落入某一種情緒，一個衝動之下，說出了這一番話，像這個後果很難收拾。對不對？

好，這個要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如果我們有清淨的法眼，就是看諸法實相，清淨，所有一切生住異滅，眾生的心念

是不是生住異滅？這個物質界的一切相狀成住壞空，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豁達，坦

然的來看所有的一切，那麼你的心就不會執著於所謂強烈的自我結論出來的善與惡。所

以像這不思善不思惡，絕對是要學習的。 

修行一再強調，你之所以會痛苦，因為內心是惡的。是不是？之所以有有漏的人天

報，是因為內心是善的。善與惡，其實心中都會有它變異的一些失落，這些都是一種存

在的束縛。對不對？所以要用清淨法眼來看一切，自然就能夠入這個清淨的心體。要清

淨的心體，其實講這個絕對無二之心性，它也不是在講固定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因為

佛性跟覺性，不能夠用什麼樣來作為直接的表達，只是跟同學也做一點點的補充。 

在講我們修行，何謂修道？何謂得道？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裡面講到：「若無心

者，八風不能動也。」無心，這個心就是沒有意識造作之心。如果你看一切實相，眾生

就是這樣，因緣就是在這裡面會有忽起、忽覺受、忽怎麼樣、忽怎麼樣的這些，如果你

沒有用這種意識的心去造作，去看一切的是非，「八風不能動」，八風前面有解釋過，這

個譏、毀、稱，譽這些東西，其實名利什麼，也不會動搖你的心。人之所以會動，都是

因為多了一個意識形態的心。 

像我們也會學著隨喜讚歎，對不對？隨喜讚歎，什麼師兄、什麼師姐，你真發心！

這個發心是隨喜讚歎的赤誠。但如果阿諛奉承的話那就不一樣，什麼師兄、什麼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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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沒有你，你實在很重要。一樣是話，可是這裡面，他會加重了某一種東西，如果他

收了，這個時候就覺得自己不可或缺，這上面立了一個自己的高超的一個相，這個其實

就有八風，裡面風吹進來了，對不對？揚起了帆，在業海裡開始繞。是不是？ 

設習氣未盡，瞋念任運起時，無打罵讐他心； 

  貪念任運起時，無營求令得心；見他榮盛時，無嫉妒求勝心。 

  一切時中，於自己無憂飢凍心，無恐人輕賤心。 

  乃至種種此等，亦得名為無一切心也，此名修道。 

  若得對違順等境，都無貪瞋愛惡，此名得道。 

這個習氣，人，「設習氣未盡，瞋念任運起時，無打罵讐他心。」這些大德都講到，

如果我們在修行的過程，這是講過程中。以我們講習氣，如果你不斷的話，那相續心，

你這習氣不斷，你還是會有一些造作，那是很難去發現。所以要發現自己的習氣，你要

自己在身口意上面要謹慎。他說，如果習氣未盡，瞋念任運起時，這是有瞋的習氣，瞋

恚起來的時候，不要馬上在身口七支裡面運作它。這個瞋、瞋念起時，是不是在指意？

所以「無打罵讐他心」，身跟口不要動，身口七支不要動，你不要馬上就有打罵的行為，

打，然後罵，就是口，身口的行為不要馬上出來，然後內心不要把這個人，馬上跟自己

做了一個強烈的拍打，就有讐對的心。這個是在講我們意念還在修行的人，瞋念起時，

身口要守住。 

「貪念任運起時，無營求令得心。」如果你內心有一種渴望，也就是一種貪念起來

的時候，任運起時，其實就是習氣，他會看到的時候，就自然飄出來了，「任運起時，

無營求令得心」，那麼你一樣這個行為不要去附和它，你不要經營它，然後馬上要把它

得到，馬上要得到，你就不要有這種動作。然後你慢慢修行裡面，這個就是迴光返照，

看到你這個貪跟瞋。那你看到貪跟瞋的背後，你會發現其實它是無原由的，那個是你的

一個習氣。 

「見他榮盛時，無嫉妒求勝心。」如果看到別人比自己好，不要有較量的心，不要

嫉妒別人，然後要希望自己能夠勝過對方，這是慢，這是慢，這一定會有魔境的。你要

嫉妒別人的時候，自己內心永遠有個較量的對象，很累！是不是？真的很累！這累的不

是被你較量的人，累的是你自己，心中永遠設定了某一些對象，我會比他好，這種慢心，

這是修行很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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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時中，於自己無憂飢凍心， 無恐人輕賤心。乃至種種此等，亦得名為無一

切心也。」他說在一切時當中，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條件環境，所謂果報的這些，「無憂

飢凍心」，對於自己你在因緣裡會努力嘛，你是不是會努力？這努力不是貪求心，而是

隨實相中，你就是會去努力，那你努力之後，自己也不要再憂惱了，不要為生存而憂惱。

其實這對於在家居士比較難，這比較難，對於出家來講，我們都有這個基本上瞭解的點，

也就是憂道不憂貧。所以你會問說，道糧如何？吃什麼？有沒有錢？這些對出家人，其

實基本上都不會去動這個念的，沒錢坐車就不要去，如果走路會到達就用走的，就是這

樣子。 

在過去，在律藏裡面，像出家人過去是不能乘坐轎，也不能乘車。因為過去的車，

是不是要有牛馬去拉？轎是由人擡的，所以出家人是不能夠打傘，也不能乘轎，乘坐這

些東西。以現代的話，這個很難。所以在過去還有出家的戒律裡面，是不能把捉金銀財

寶，是不能拿錢的。為什麼？因為他是一鉢千家飯，三衣一鉢嘛。現在你要去哪裡，也

坐車，是不是都是要用錢去買票？對不對？像這些是時代的變異，但是你內心在檢覈這

個的時候，內心在檢覈這個，真的是憂道不憂貧，吃什麼，用什麼，是什麼都好，什麼

都不好，你有多少錢，這些都排除在外。 

「無恐人輕賤心」，不為名利功德而動念，也就是不要恐怖害怕，別人在這個時候

瞧不起你，或是你在這上面，還沒有什麼值得人家特別看中你的點點滴滴，因為其實這

個是一個自我揣測。真正像諸佛菩薩的功德，它不是你要輕賤祂，你就可以輕賤的；也

不是你要特別去用語言文字去包裝祂，祂就會特別的具足什麼樣的功德力，其實都不

是。所以有些時候，有些人會有一些較量心，就覺得為什麼有些人的話，會比較有分量，

有些人的行徑跟付出，人家比較不會去那麼在意。這個時候內心起了較量心，其實那是

不需要的，這是功德力使然。 

像出家人的話，每天當然就是一日有五堂課，五堂功課，總是會有度化眾生的一些

慈悲的帶引，譬如法會，講經說法等等。有些人就會小小的懊惱，小小的懊惱，為什麼

聲音不如人，法要上面無法開師子吼等等的這些，其實這個都是個人的修為，這是功德

力使然。你千萬不用害怕，你也不要嫉妒，因為那個是最沒有意思的。修行種種這一些，

你都要真的超然的去看它，你內心不能夠這裡有所得，這個才是你要修的重點。對不對？

所以「乃至種種，此等亦得名為無一切心也。」應該不要用意識心去結構這一些，這樣

的一個修為過程這是叫修道，這就是一種修為，菩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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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對違順等境，都無貪瞋愛惡，此名得道。」慢慢你在內心如果有任何的一點

點，一點點的那種味道，慢慢你在修行的時候，對於違跟順，違，違逆，就是不順遂，

然後有的人是會很順境，這些你也不會起貪，也不會起瞋，也不會特別的愛，也不會特

別的討厭，這個就是得道。 

像修行的檢覈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高僧大德的一些史實的記錄，譬如受到了一些

汙衊，受到一些不是很公平的對待，這些你說是自己的業，是眾生的造作，這些都無所

謂，對於這個修道者，他的內心要全盤的用清淨來讀它。你以清淨來讀它，這一切也就

沒有什麼，而且是逆增上緣。 

當時的世尊是不是有提婆達多？因為提婆達多的存在，在很多佛法的辯證上面，跟

示現要講到因果的時候，他就是一個活例子。對於所謂世尊世俗的生活，譬如世尊的世

俗關係法裡面，是不是就有娶妻生子？祂也有老父淨飯王，祂也有姨母後來出家的摩訶

波闍波提，這些都是在呈現著世間的相狀。可是世尊在超越，祂在證悟之後，這些世間

的東西，你都可以用世間法，來歸罪於祂的不圓滿。譬如祂不是一個能夠讓妻子永遠依

靠的丈夫，祂不是一個可以把小孩抱進懷中的好父親，祂可能也是沒有辦法隨侍在側的

一個乖兒子，但這些是世間人以世俗的相狀，來給予你內心是與非的評判。世尊所體悟

的真理，祂要教導眾生的是能夠得畢竟解脫，證得法身慧命的真實道理。 

所以祂要給所有眾生的是無上的智慧，這個東西卻能夠讓你開發，而把世俗的這些

關係法，都看得很明白而無煩惱相。對不對？所以你以俗諦跟真義諦裡面，這兩個其實

它並不衝突，只是世間人的讀的時候，只用那顆不清淨的心去讀，所以你以世間的立論

要去解釋這一點，在這種角度之下，眾生就會產生根本就不可能有得悟這件事，也不可

能有得道高僧，也不可能有圓滿修行者，因為在他的眼裡總有若干的不圓滿。 

在這修行的過程裡面，一些逆境的呈現都是值得的，是餘業也罷，是一種體驗也罷，

是一種證量，是眾生的造作也罷，在這裡面無貪瞋愛惡。你如果看到一個修行者，他在

這上面能夠一如這樣子，那是不得了的穩定，那就是得道的狀態。 

我們一般人來講，在這上面總有一些自己要走的路徑。講到這裡，總是跟同學講，

莫要被自己的這些逆境，環境裡的逆境，物質條件的，或是自我身體的條件給打敗了。

若是業障，那這個業也具備了某一些價值，世尊在經典裡面講，比丘應帶三分病，如果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不吝提出。 

8      六祖壇經 10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你沒有病，你可能眼睛長在頭上，你可能心中無法產生慈悲，你可能所有的一切很順遂，

這高傲之心都會揚起來的。這一段也跟同學做了補充。後面呢？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

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

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 

這個地方薛簡他就問，問六祖惠能大師一些法要，然後要回去。所以他得到大師前

面的這些指導教授之後，豁然瞭解這個修行的法要，心中大大的有所體悟，所以「禮辭

歸闕，表奏師語」，禮拜辭別了大師，就回到京城去了，然後將大師所說的一切，上表

奏明給皇帝知道。當時就是唐中宗，唐中宗要這個薛簡去請六祖惠能大師的。 

當時，這一年是九月三日，皇帝下了一道詔書，上級對下級的吩咐，叫諭，這皇帝

下了一道詔書，來獎勵六祖惠能大師。裡面就說道：「師辭老疾」，大師，您是以年老疾

病作為藉口來推辭我的，因為他知道嘛，所以「為朕修道，國之福田」，你呢？其實是

非常慈悲的，在山林間好好的修持佛道，這個真是我們國家的大福田，因為他持續在度

化眾生。 

「師若淨名，托疾毘耶」，大師您就好比是維摩詰經裡面的維摩詰居士，假藉疾病

的因緣，示現有疾病的相狀，在毘耶離城裡面，最主要是要來闡揚大乘的佛法。在《維

摩詰經》第五品的〈示疾品〉，就是維摩詰居士生病了，世尊派所有的弟子跟菩薩們去

探病，大家都不堪負荷，不能堪任，所以最後是文殊菩薩出面，去跟維摩詰居士對於疾

病的這個主題，有深入的探討對話。這個皇帝是非常的有善根，他就把六祖惠能大師比

擬為維摩詰居士這個大菩薩，所以你所說的佛法內容，無不是在傳授諸法的心印，所談

的所談論的都是不二之法，也就是清淨真如，這個絕對超越常斷，超越對立的絕對不二

之法。 

「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我在這個地方有看到薛簡他轉達了大師你所說的一些

法要，這些都是如來的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這個也是朕（就是皇帝的自稱），

這個也是我多生累劫，做了一點點小小的善事，而所感報的一些好的結果。這是宿種善

根，這個是累世所種的善根，所以今天才有這個榮幸，「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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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大師你在這個時間出世在唐朝，讓朕有機會，讓眾生有機會來頓悟大乘。這是不是

很慈悲的一番話？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適逢有一位大德出世，是不是國之恩田，眾生之福田，也是恩田？

所以這個是莫大莫大的殊勝的一件事，這個皇帝也是自慶。是吧？所以「感荷師恩，頂

戴無已」，今天我內心真的非常的感恩，這個「荷」是以肩擔物，就把物品放在肩上，

他是說，我就一直會提攜的把大師你的大恩澤，你對眾生的這種大慈悲，跟給我的這個

如來知見這些，我都好好頂戴，我都好好的頂禮，永遠持守著，永當持守，不會停止。

這個是皇帝在說明六祖惠能大師對他的開示的受用無窮。 

「并奉上磨衲袈裟，及水晶鉢」，現在我就很簡單的，這是有一個諭、獎諭，所以

有一個磨衲袈裟跟一個水晶的鉢，來供養大師。這個磨衲就是袈裟的一種，相傳是高麗

所產，是韓國所產，這個質料非常的精細，它是一種很精緻的織物所織成的，顏色有一

點略帶紫，屬於綾羅類，就是綢緞那一類的，綾羅的。皇帝用最好最好的質料做了一件

袈裟，送去給六祖惠能大師。接下來的最後一句，這是皇帝繼續。 

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這個地方前面講到他就奉上了磨衲袈裟跟水晶鉢給六祖惠能大師，然後又下令指示

韶州，因為當時大師駐錫的寶林寺就在韶州，現在叫南華寺，所以他就叫韶州的刺史，

好好的整修大師當時駐錫的那個寶林寺，就是把它的規模等等加大，然後這個皇帝又賜

給大師的舊居，就是新州，新州的宅舍叫國恩寺。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後來他就捨掉他的

舊居，作為寺院，這個就是〈宣詔第九〉。 

講到這裡其實也可以看出來一方大德，他如何得到所有一切的認同。國家當時不是

像我們現在有這種媒體傳播，書籍也不是這麼容易的獲得，現在你很容易可以拿到某某

人的講記，某某人講說佛法的現場現況的錄影。對不對？在過去不是，都是直接在身邊

參叩學習，然後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朝廷所有的一切都認同。 

這裡面當然我們前面有講到，六祖惠能大師他的德行，正要到這個地方來，本來山

間有猛獸，一日之間，這些猛獸都自己跑光光了，這個是護法龍天，這個是德行所召。

是不是？像一些大德印光大師他住在他的寮房，裡面本來有很多的小蟲，然後他要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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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幾天之內這小蟲都各自逃逸而去，這些都是所謂修行，沒有什麼好把他奇特的神格

化。其實法身遍一切處，真正修行清淨的，也不是我們世間人用眼睛看得懂看不懂，內

心的寧靜等等的這些，都是每個人自證本身所感得的。 

〈付囑第十〉 

接下來我們就來瞭解《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的最後一品，叫〈付囑第十〉。這〈付

囑第十〉對於弟子以後說法的種種，都有一些很精闢的教導，這也成為大家在學習佛法

上的一個標準。因為它裡面有談到說法的偏差，如果修行還沒有到那裡，常常會有偏頗

的一方，又不願意把它弄得很透徹，所以常常會造成一些所謂似是而非的佛法知見。這

個似是而非，那個似是而非，你著這個部分，他著那個部分，總會有一些好像無法融合，

其實都是過程。世尊有方便來告訴我們很多很多的佛法，開出方便門，其實為了入真實

道。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

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 

六祖惠能大師有一天他就把門下的弟子，這數人叫到前面來，這些人是法海、志誠、

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跟法如，就叫到他的跟前，然後跟他們很

仔細的說，「汝等不同餘人」，你們和一般在修學佛道上，因為你們的體悟，所以已經跟

他們略略有些不一樣了。也就說你體悟到看到這個自己清淨佛性的人，他不大會跟正常

人去計較跟爭執一些東西；對於世間的一些萬象，也都能夠進入到寂然當中，也不會對

於世間的物相的追求，不會了，所以也不會愛爭論，所以你跟他們不一樣，你們不一樣

了。 

「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在我圓寂之後，就是在我此生的圓滅之後，也就是遷

化的意思，當我死之後，你們都可以各自成為一方的導師，意思是你們已經具備了這樣

子的能力，你已經開發了，開發了清淨的覺性，所以也不會偏差，可以到四處去荷擔如

來家業，把佛法傳承下去。 

「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那我現在就教導你們應該如何的說法，才不會失卻

佛法的本來宗旨。這個地方的本宗，如果說你把它看成是各宗各派他們講的獨特，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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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範圍就比較小。事實上所有各宗各派，無非都是要讓每個眾生看到自己的清淨覺性，

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佛基本上最原始的宗旨，這是本懷，開示悟入；我們要瞭解自

己跟佛是一樣，最後能證得。所以它這個地方不失本宗，不應該只解釋說我們這一個地

方小小的宗旨，應該是說不失卻佛法本來的宗旨。 

佛一定不是叫我們說你好好的消業，來生來世好一點就好了，祂一定要帶引你一直

一直一直到你畢竟成佛。對不對？也不會跟你講說你現在要如何好好的賺錢，你就會成

為一方的大富大貴之人，這個都不是祂的本宗。所以我今天告訴你們，你們應該如何說

法，首先他就說了。 

「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 

這個地方他就教導弟子，首先你在說法的開始，就要舉出三科法門，運用三十六種

這種比對的辦法，在出跟沒，也就是開口跟閉口，顯示出佛法的開始到最後的時候，「即

離兩邊」，不要落入兩邊，不要強調說有，也不要一直偏執的說空。在講說一切法，開

演的時候，論說的時候，皆不應該離自性，都不應該偏離畢竟清淨的這個覺性而說，就

是清淨的本來面目而說法。 

這個地方所謂的三科法門，一切諸法就分為蘊、處、界這三類，這後面也會有解釋。

蘊，處，界這三類，這稱為三科，後面六祖惠能就會把三科說出來。他講到。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在說法的時候要把握原則，你不離開清淨的覺性而說，眾生會不會問現象上的事？

會，他問現象上的事你就跟他說，你這是怎樣，所以怎樣，最後會怎樣，他就都著在怎

樣。是不是這樣？因為他就會就他想要理想的那個相，所以他最後標一個最後答案的

相，他永遠就著相，所以你要以清淨的覺性，去告訴他現象裡面的因緣法，清淨的佛性

在這裡無憂無惱，在空，是它的道理；妙有，是它的相狀，在顯跟隱當中。這些就是離

兩邊，你在說法的時候，千萬不要落入眾生的是非中。 

很多人，眾生請問這個，「師父，我請問你，我們家怎樣怎樣怎樣，我先生怎樣怎

樣怎樣，我婆婆怎樣怎樣怎樣，我怎樣怎樣怎樣，你說，他們對不對？」她就是要問你

哪一句？就只有妳最可憐，妳最對。這是不是落入她的圈套？你是不是落入她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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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你如果跟她說那是妳們家的事，我不要管，那樣也不行，因為她就沒有契機去

入那個法。對不對？所以她這個現象，你是不是會就現象告訴她背後的道理、因緣果？

重點是妳的煩惱跟妳的想法，妳所描述的怎樣怎樣怎樣都是妳說出來，戴了什麼樣的顏

色眼鏡說出來的話，那不會是完全對的，那不會是完全對的，因為妳已經加注於妳主觀

的描述。 

所以說法的時候人家問什麼東西，你不要落入那個是非，你進入是非，一定有你支

持的對，跟你否認的錯。那你聽會哪個對，哪個錯，你所謂的對錯也是你主觀的一方對

錯，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撥開他對錯的心，跟他認知的這個點。有的眾生他撥不開的，

當你不進入他是非的時候，他有另外一番解讀。他說，啊！你不懂。是不是這樣？是不

是？這個也不用強調你懂，但是這上面就是緣還沒到。 

這個地方講假使有人突然來請問你佛法，「忽有人問汝法」，就是有人來的意思，「出

語盡雙」，在說話的時候你要保持，就是世間出世間、俗諦真義諦，兩方皆能夠融合，「二

諦圓融」。「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出語盡雙，就是你在保持這個話在說的時候，

兩面其實它都圓融的。「皆取對法」，要解說時候，要採取比對的方法，因為你聽這方，

只有單方，你看不到另外一方的感受，跟他所讀的內容。所以你要用比對，他自己就會

去找出那個共通性，然後他會去把那個答案找出來，你不要替別人下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