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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5》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的第三科。 

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

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

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

十九對也。 

這第三科講到，就是由我們的清淨覺性起的作用，有十九個對，其實這是認知的部

分。這十九對是長與短對，邪與正對。所謂的邪跟正，正的話就是隨順自性清淨，這樣

去行住坐臥，這叫正；如果你不隨順自性清淨，而這樣去行住坐臥，就叫邪。說來說去

我們都大概是邪人了。這個地方講邪與正對，是在講我們如果有正知見，你也知道清淨

的戒是怎麼的一個行住坐臥，所以自己就會慢慢去糾正，這是一個認知的點。 

癡與慧對，這個地方就要解釋。癡與慧對，愚與智對，我們一般就把愚癡連接起來，

智慧連接起來。對不對？事實上在經論裡面，愚跟癡是有分別定義，智跟慧也有分別定

義。愚昧無知不明事理的精神作用叫癡，所以有些時候就是你看什麼東西，完全看不明

白，這個就是一種愚昧你不知道，連反應都沒有；有的可能你有反應，可是你不知道那

是什麼的，那個叫愚，愚跟癡是這樣。愚昧無知就是完全都不知道有這些東西，不相應，

一點明了的，連看都看不明白，不明事理的精神作用，也就是完全不清楚， 

愚的意思是闇愚迷惑，對事物不能下一適當判斷。愚的話就是你可能有反應，你反

應之後可是你裡面是迷惑的，你不能夠有一個正確跟適當的判斷，這個叫愚，所以愚跟

癡是不一樣的。我們講癡，我們講癡是無明，你完全都看不明白；然後愚的話就是無明

有起惑，有起這個惑，叫愚。所以癡好，還是愚好？兩個都不好。這樣知道？ 

然後智跟慧其實在經論裡面它也有分野，慧的話就是推理，判斷事理之精神作用，

也就是我們對於你六根對六塵一觸，這個時候你能夠推理去判斷它，你有判斷的這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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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用，也就是有這個運作，這個運作叫慧。所以講根本慧，就是在講這個地方是清淨

的，覺性發生作用，那你可以知道。 

譬如，你現在看有一個小孩滑倒了，你馬上知道他等一下會怎麼樣？會哭。你會知

道這個推理，那你會有心理準備，知道他滑倒的這個角度，跟滑倒的這種位置環境，所

以你會推理判斷事理的精神作用，你是不是知道這小孩子的滑倒？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你

有根本慧，但是是清淨的。這樣知道意思？舉例。 

智的話就不一樣，智的話就是對一切事物的道理，能夠斷定是非正邪，而有所取捨

者，稱為智。也就是這個小孩跌倒，你看他跌倒的速度，就是撞擊跟他的方向部位，你

知道危險。剛剛是知道他跌倒，他會哭，這個智慧是展現出來，你連判斷他這個是後腦

勺著地，他這個旁邊有一個什麼樣，可能還會有什麼樣的情形，所以這個會有所取捨，

知道他摔得嚴重與否，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去幫助他，幫他把這個恢復起來，這樣子

叫智。 

就是由慧，這是一個根本作用再產生智，所以智是能夠表達出來的。所以後來在講

智的時候，就特別指斷煩惱主因的精神作用，也就是你能夠展現那個作用，修復的作用。

智是能夠瞭解、推理、完成，整個覺觀，覺，然後智是能夠產生那個恢復的作用。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常常會有見、忍跟智，其實三個都是慧，就是根本慧的產生作用。

見，就是我們在推求推度所有一切的時候，就會產生明瞭，這個見就是現前了，現前你

明瞭了，不要馬上給它想成是知見的見，也就是你現前的。 

忍的話就是「認可、忍可，而未斷其疑。」忍的話就是接受。你看，有一個小孩他

跌倒跌得很重，我們不管這小孩有關係沒關係，他產生什麼。你是不是見？現前，忍就

是知道、認可，接受他跌倒了。那不是你心裡接不接受的問題，知道？那個就是一個實

況。但是你未斷其疑，你還不知道他發生的整個狀況是什麼，你只知道跌重了，危險了。

看到一個小孩跌倒，這下慘了，是不是心中會這樣？不一定是憂慮。 

智的話，進一步無疑的了知決斷。智的話，進一步知道，他哭或是不出聲了，或等

一下嘔吐了，是因為已經腦震盪，這個就是會進一步的了知而決斷，這是因它什麼樣而

展現，所以愚跟癡，智跟慧其實是有分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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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在哪裡就開始錯了？我們可能「慧」，推理、判斷事理的精神作用就已經夾

帶雜染，所以產生出來的就是叫自我知見。如果是清淨的根本慧產生出來的，就叫般若，

就是般若實智。 

亂與定對，這個亂就是心對於所緣的境，有流蕩、散亂的精神作用。所以亂它展現

出來說，你怎麼把屋子弄得這麼亂？那個是一個形容，它沒有在一個定位上面呈現的混

亂情形。但在這個亂跟定，它在講的是我們對所緣的，什麼都是一個所緣的，現象也好，

物質也好，人與人之間的無形的情感的這些，你這個上面，你對所緣這個產生的時候，

裡面就流動、晃動、散亂，這種狀態叫亂。心很亂，一般都是講這個不穩定的狀態。這

個定就是達於不散亂的精神作用。所以這是不是都在講無形的認知的裡面？所以這個定

就是沒有這些散亂。所以當有人他表現得散亂的情形的時候，就要用定去調伏，去對，

這是個對子。 

慈與毒對，慈就是慈愛眾生，並有意願給予眾生快樂。毒的話當然就是有惡心，要

毒害之。我們這個慈跟毒，其實兩個是不同存，我們要明確的知道。所以為什麼佛菩薩

大慈大悲愍眾生？祂這個慈悲裡面沒有產生毒害，是沒有的，它不同存。你既然慈的話，

怎麼還會有惡心，要害他之意？ 

戒與非對，戒是「防禁身心之過的規律」。佛告訴我們很多這個戒的內容，在不同

的層次不同的修為的範圍，根據你的身分，根據你的條件，你個人守持，就持守相應於

自己的戒。這個戒能夠防範、禁止身心造作錯誤，所以能夠離過，離這個過患，這些規

律。非，非當然就是不正確，不正確。 

直與曲對，直跟曲，直就是「方正質直，遠離邪曲之心」。也就是這個心是單純的，

單純的乾淨，是直接這樣；曲的話，「欺瞞他人而故作嬌態」，也就是有一種掩飾，為了

要欺瞞別人，「曲順人情」，這裡面其實有討好的心。這個直跟曲，有的時候常常會有一

些人在這上面比較迷糊，釐不清。有的人脾氣很壞，說我就是很直，不然你要怎樣？其

實那個已經不叫直，那個叫瞋。知道吧？有的人是粗糙，不加以自我檢覈，然後自己以

這個直來作為美化的言詞，那倒不是。這個曲要是這種欺瞞，欺瞞不真切。 

修行人裡面，這個曲跟我們所謂的方便要會分，要會分。很多人就把方便當成一種

手段，這是為了要取得到某一種利益，這個是曲，不叫方便。知道？所謂的方便是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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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法身慧命，跟他所有的善，我們一定有隨喜眾生絲毫微毫之善，這個地方他不是

曲，他是內心裡並沒有情感的勾結，沒有這種牽拖，沒有這種情感的勾結，所以這個地

方是直而方便，所以方便跟曲是不一樣的。會分？ 

很多人這個言詞裡面，或是說行為裡面都刻意討好，然後就說我就是讓他方便，他

以後才會跟著我走，這個是裡面要自己去分得清楚。跟著誰走？應該是說能夠一起學

佛，然後能夠聽得進去正法，不是跟我走。我們常常會有一種說，你跟我走就對了，你

是誰？我應該是跟著清淨的佛性在開發、在行，我們是共同的善知識。我們是不是同參

道友？你們是不是跟我走？沒有，我們都跟佛祖走，我們都跟著自性清淨的佛性，我們

在開發，我們是一起走，不是跟誰走。這個暫時方便法，就是同參道友彼此扶持，彼此

扶持的角度，這個是一個平等的心，這是一個平等的心。所以直跟曲，這是一個對。 

實與虛對，實就是「表裡如一，更無虛妄」，這個叫實；虛的話，就是非實在。所

以實，表裡是一致的。這當然在佛經裡面還會談到實智等等，這個是它細部的解釋。現

在只是六祖惠能大師就於三十六對，來剖析給弟子聽。 

險與平對，險的話就是有障礙，難以前進，障礙難行叫險；平的話，當然就是順暢

平安。 

煩惱與菩提對，這個煩惱講的就是「身心發生惱跟亂、煩、惑、汙等精神作用叫煩

惱」，不是只有我感覺到很煩惱就叫煩惱，亂也是。有的時候很煩，有時候很煩，有時

候是心中不清淨，那種汙也叫煩惱，所以這是廣角的，這個廣說煩惱，這是指精神作用。

菩提呢？菩提就是「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的智慧」。煩惱是一種狀態，對不對？

菩提是成就涅槃的智慧，也就是覺、智、知跟道。這兩個當然以經論裡面，我們的認知

跟我們的體證來講，這個就是兩種相狀。 

常與無常對，常就是指「能夠綿亙三世，恆常常住，永不生滅變易」。就是它一直

是那樣的，過去、現在跟未來，恆常都沒有改變，它沒有生滅，這樣叫常。無常呢？無

常就是「指一切有為法，它皆是因緣而生，所以它有基本的四相就是生住異滅，在剎那

剎那當中，於剎那間生滅，呈現的是本無今有，今有後無，這樣叫無常」。就是它會變

異，所以常與無常是一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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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與害對，所謂的悲呢？就是「有惻隱之心，對於他人之苦，而欲救濟之心」。就

是看到他人的苦，你就想幫他。慈的話是一個基本的狀態，前面有講慈，慈就是「慈愛

眾生，並給予快樂」。也就是你想要給他，你想要給他快樂、好的。那悲是想要幫他，

你要幫他拉起來。一個是給一個對的東西，快樂給他；一個是想要幫他，所以慈跟悲。 

悲跟害，害的話就是「欲損害他人之心」，就是想要害他，這個跟悲當然是相左的。

大悲就是「欲與眾生無量之利樂」，這叫大悲。所以慈跟悲在定義上，其實有一個是在

講一個心念，有一個是在講一個行動，就是由你這樣的意願、心念而產生的行動。所以

有的人有慈無悲，唉喲！好可憐，這樣，這樣就結束了。對吧？他如果有辦法，我也很

想把快樂給他，結束了，這叫有慈。這樣懂嗎？那有悲的話，他很可憐，我趕緊怎麼樣，

那在實質他才收到，所以我們會講大慈大悲愍眾生。對不對？一個是心態裡面的一閃即

過，我也很慈悲，你有慈無悲。會分了？  

喜與瞋對，喜的話就是心中適悅，就是心中調適得很好，而且平靜有喜悅。瞋的話，

就是怨恨的精神作用，就精神狀態是怨恨的。這個瞋一般的產生，就是違背己情之有情，

生起憎恚，就是一般瞋不大會對物質瞋，這個瞋一般來講就是違背己情，自己的情懷的

有情眾生，看到另外一個有情而生起，這個有對象的，生起了那種生氣，那種內心的狀

態，使身心熱惱，自己就情緒動盪，身跟心在一種惱害當中，熱惱，不得平安之精神作

用。 

所以我們瞋一般都有對象，你因事之後，是不是就會牽扯到某一個人？所以瞋就會

有瞋的對象。那會不會自瞋？有的人會好生氣好生氣自己，生氣自己，在生氣，這個人

也不錯，他可能不把這個氣對外的對象，他可能就很生氣，生氣我在生氣，這個人也就

是知道自己在生氣了，他已經不展現於外，去攻擊他人，這個只是自瞋，這個就是障礙

自己開發，這是自障。如果說你起瞋是以對外，那你是自他皆障，就結構，這個結構。

對不對？所以這個愈來愈明白。 

捨與慳對。捨的話就是「遠離惛沈之沈沒，與掉舉之躁動」，所以他「不浮不沈，

保持平靜，平等之精神作用或狀態，這叫捨。」我們一般來講，捨就是心中是在講說把

這個東西給出去，這個是行為相狀上的給予。對不對？事實上佛教在講的捨，慈悲喜捨

的捨，它是講到你內心，連這些塵，就是高高低低、有、沒有，這些躁動都沒有，你是

一直平靜平等的，這種狀態叫捨。那我們以物質來講才講捨財，才講捨，那是以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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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對？這裡在講的都是在講一個認知精神狀態，這一個對，都在講精神狀態。所以慳

慳就是內心有一種不捨，吝嗇、慳吝的心裡。當然你慳的話，有物質的，就是財的，財

施，對財施、法施上面有一種吝嗇，這種是叫慳的。捨的話，是完全沒有的。 

進與退對，進就是向上或向前，向上或向前去；退的話就向後倒走，也就是你不往

前之後，還往後，這是進跟退。 

生與滅對，生呢？很簡單的，大家都知道生存、產生、滋長、生起，這個叫生。既

有生即有滅，有生即有死。所以這些認定，這些定義進去之後，你就會有滅。所謂的滅，

就是「指消沒，度脫生死進入寂靜無為之境地，叫滅」，就是進入到一種沒有存在的。

這個地方的滅，當然是提昇的意涵，是進入寂靜無為的境地叫滅，這就要講滅度。我們

以物相上來講，就是有了跟沒有了，這是指物相。但是如果以物相的話，它就不用生滅，

就放到前面那一個叫色與空對，知道？那是在講對外的，然後這裡是在講精神狀態。 

法身與色身對，所謂的法身，簡單的解釋也就是佛所得的正法，佛所得的無漏法，

佛之自性真如、如來藏，法身講的就是無漏、無為、無生、無滅，也就是智身，智慧之

身。當然智慧是無形無相，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規範出來說，你有智慧的，這是智慧所

成就的這樣的一種狀態，這樣。智慧的精神內涵叫智身，也就是法身。色身就是有形質

之身，也就是肉身，最主要是講有形的生身，就是我們有生滅的這個樣子的這個生身。

這是相對。 

第十九對，最後一對是化身與報身對。化身是「佛為了利益地前凡夫等眾生，而變

現種種形相之身」。也就是這個化身不是永遠存在，它是應化，在一個非常短暫存在，

要完成這個功用，暫時的這樣的一個身，這叫化身。報身講的是「酬報因位」，就是你

完成了，你在因地的時候，你有願，所以酬報你因位「無量願行之報果」。因為你會有

圓滿，你的願會圓滿，所以它會感得那個果，為萬德圓滿之佛身，也就是佛所呈現的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亦即菩薩初發心修習至十地之行滿足，酬報此等願行之果身，稱為報

身。其實它就是果，就是它最殊勝最圓滿，這樣叫報身，也就是所感得之身。這個是十

九個對子。 

六祖惠能大師都把這個所有世間的萬象，精神層次的、物質層次的、無情的、有情

的，你理解的等等這些，都做了一些整理，所以「此三十六對均屬兩邊性的邊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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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它都是一個對立，讓大家能瞭解，這個是通貫一切經法教義。就是所有的佛所說

的經法裡面，其實就是在世間人所理解的世間相狀，跟不理解的精神狀態裡面，讓你去

做融合，讓你最後能夠懂。 

所以「凡為經教，其本身並非中道」，經教本身，它是語言文字，它在告訴你某一

些，可是那些是無形無相的，所以「經教全屬因機制宜之邊義權說」，經教其實它就是

方便，「因機」就是你的種性來流出，就是權設，權設讓你懂，這裡面都是從兩邊去出

發，然後你跟著這樣子自己去做，內心的比對、體悟、丟掉，慢慢靠近慢慢靠近，這樣

子。 

「然不立邊，則無由見中」，如果你沒有用兩邊來比對，他沒有辦法自我修正，他

沒有辦法自我修正，他永遠看不到中道，因為中道實相它不是物質的，也不是精神的，

它是一個畢竟空的自在，它是第一義諦。所以故知「欲顯中道，必由邊義」，要顯這個

中道實相，你必須用兩邊讓大眾去懂。所以動用三十六對的作用，就猶如世間人有學問，

這個學問有扶持世人之功夫跟效果。所以這個三十六對的舉例，都是為了達這樣子的效

果。 

就像我們在介紹佛法，有時候會有舉例，我們會舉例一個凡夫俗子的反應，再舉例

一個修道者他對於這種事的反應，這裡面是有理的。所以這樣的比對之下，就能懂得自

我修正，就是為了這個效果。對不對？如果你只談一邊，那可能就麻煩了，這就是六祖

惠能大師指導弟子的地方。他講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凡運用三十六對之際，就是在你使

用三十六對比對的時候，無論出入，均應即離兩邊，以免使人滯言執義。也就是你在使

用三十六對的時候，你要小心，都是要離兩邊的。你要幫助眾生，不要停留在這個語言

的相狀裡面，也不要執著了這樣的一個清淨義。中道義就是超越相對，其實真正的中道

是超越有無相對的。這就是六祖惠能大師思想體系裡面的真理，其實它整部經都是在開

發這個，就讓眾生去看到畢竟清淨，這是這段的經文。這樣很清楚？ 

我們有一些不清楚的盡量給同學介紹，因為佛法說實在浩瀚，三藏十二部，世尊慈

悲，所有一切都解析得很明白。但眾生總是會在佛法知見沒有很清楚的時候，會落入某

一種偏邪的飽滿，就會以為自己在這上面很瞭解很瞭解，這上面已經能夠自由自在的使

用語言文字，或是說在這上面，有些時候會有一個偏差的自以為的境界，或自以為的歸

屬，然後一直強調這個，你慢慢慢慢去懂得，諸佛菩薩在教導我們的，示現給我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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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一些次第，這裡跟同學聊聊。 

我們一般來講法門的作用，法門的作用，第一個點，有的人是先用法門再建立知見，

有的人是先建立知見，使用法門，然後去破除了自己的障礙。對不對？這上面法門跟知

見的關係法是這樣的。如果說有的人他是完全沒有進入知見，也就是他只有俗世間的知

見，對於納受佛法這一塊，因緣不具足，或是說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根器不同，所以

有的人他是用法門，用法門排除世間的煩惱相狀。排除世間煩惱相狀之後，他可能就是

瞭解原來在內心所有的煩惱這些東西、念頭，這些是我執，當排除之後，這個就是由法

門而入，你看到清淨的。這個時候的清淨，其實是否認原來那一些，也就原來那些是錯

的。 

這個時候進入法門，你瞥見空性，也就是你知道這我執是錯的之後，你沒有能力開

發如佛一樣的知見，你就得重新從知見起；這個時候就要完全清淨，完全清淨的去接受

佛的所有知見，也就是開示悟入，完全清淨去掃過所有佛的知見，不是掃地的掃，就是

你要全部去瞭解。等於說你是一張白紙，你現在看到原來我過去都錯，所以現在重開發，

這樣的意思，這是一種走法。但這種走法就是比較容易落入斷滅，因為當你用法門，插

進去一根針，進去的時候，你知道原來是錯，於是你可能會認為這樣的一個狀態，就自

由自在，然後這一切東西沒有，那是不需要存在的。 

另外一種走法是這樣，也就是我們有錯誤的知見，你有因緣聞思修，聽經聞法，你

聽經聞法的時候，是比對知見，對不對？比對知見，修正知見。比對知見，修正知見的

過程裡面，你會發現我錯了是什麼，因為自己的業果在償受中自己知道，其實那裡面是

有一些結構過來，只是你認不認真，你認不認真去知道自己這些業果，它的背後的真實

道理，你認不認真去接受，跟你到底有沒有勇氣去改變。 

所以如果說你以知見先建構的狀態之下，你比對知見的時候，你會自我修正修正，

可是會看到習氣，是不是會看到習氣？你會發現很多無法自主的，無法自主的。這個時

候法門相應於自己的辦法，來整理於自己模糊，兩個知見同存，整理自己模糊的動盪，

模糊的動盪，這個一門讓自己把這個知見也撇開，把這個知見也撇開，但是其實你知道

什麼是對，你知道什麼才是對。當你這個兩個都撇開，你悟入那個空性的時候，這個錯

誤的知見就會消失於無形，然後正確的知見不成為見，你會發現說原來生命裡，佛發現

了那個妙，就是佛祂怎麼能完全理會，完全體悟那麼圓滿的所有一切，所以這個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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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那個知見，他不會否認知見。我講的這個知見，並不是所謂意識心態的知見，這樣知

道？是佛之清淨知見，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你要以什麼而入？這個是不是知見，再以法門，再知見？是不

是這樣？前面的那個辦法，那個辦法就是就是以法門，你知見都沒有，你慢慢法門開了

之後，你因為他第一個受用的是法門帶給他的利益，所以他要再補知見的時候，他一定

會接受法門，這個法門所干係到的知見，他這個知見會認同，但事實上佛三藏十二部全

面，他不一定全部納受。知道？所以他會有後面講的謗經的情形，他會有謗經的情形，

所以這上面就是一般我們在修行上面，有的基礎上都有些相狀。 

所以為什麼世尊的教法裡面，它還是聞思修？世尊的教法，它還是聞、思、修、證，

這樣子你以知見的建立上面，你就會發現這個知見是因人而不同，因事、因關係法跟因

所有的環境因素等等，而它有不一樣的道理，其實它道理都是清淨的，但是它不一樣的

展現。所以以觀世音菩薩，祂也是聞思修，所有都是講聞思修。所以講修行裡面有聞思

修，教理行證，對不對？解行並重，都是在講這樣的，這樣子比較不會偏邪。下一段經

文。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

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 

六祖惠能大師又說道，這個三十六對法，就是前面所介紹的這些告訴你們了。「若

解用即道」，如果你能夠懂得如何應用，也就是能行度化說法，度眾生的這種工作，「貫

一切經法」，這三十六對可以貫穿一切的經論與佛法，但記得！「出入即離兩邊」，你在

說法之出跟入，也就是你要對談的時候，一來一去裡面，不落入常斷、有無兩邊，這個

是一定的原則。 

你不要今天在講世間如何，日出日落，人心怎樣，真的社會現象，然後就著在相裡，

大家就一直相相相相相，最後哀怨、末法，那就是著在相，他完全沒有理。難道末法沒

有佛性嗎？難道你的佛性有改嗎？有變嗎？沒有。對不對？ 

「自性動用」，清淨的覺性於一切當中，緣起而用，如果是這樣，自然能與人共言

語，是不是「共人言語」？就能夠跟所有一切人對話。「外於相離相」，對談之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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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六祖壇經 10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所有呈現出來在外面的一切，你知道這些是非相，你應該要懂得如何出離這一切相的執

著。「內於空離空」，對於內涵上面在談論空的時候，要記得脫離一切空的偏執。清淨覺

性，畢竟清淨，哪有相跟哪有頑空？不可能的，它就是清淨而已。清淨也不是沒有，就

否認這些妙有，不是，他的智慧是飽滿的，可是又無相，又沒有負擔。 

「若全著相」，這裡講了，如果完全著於相上而說，那只會增長邪見。批判嘛！然

後所謂優劣。「若全執空」，如果完全執著談空的話，「即長無明」，就會增長無明。接下

來瞭解下一段經文。 

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

文字之相。 

這一段是在講說，如果完全執著於談空，那只會增長無明。因為執著於空的人，有

些時候會誹謗經典，他自己不知道。因為他甚至於會直接的說道，佛性本具足，所以不

需要使用文字，我已經悟到了，所有一切清淨，這佛性本來就是所有一切都具足，然後

哪用語言文字？佛說祂沒有說過一句話，就是在強調於這個空。 

「既云不用文字」，既然說到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那人跟人之間也應該不

需要講話，不應當說話。因為用來溝通的這個語言，把它記錄下來，其實就是文字相，

對不對？所以我們常常講不用語言文字，是叫你不要著語言文字，所以我們講要不要聽

經聞法？要。語言文字它是指月之指，所以你循這樣的方便去看到月，但是語言文字是

方便，你不要執著只是語言文字，你內心的認知，而是要丟掉你所有的執著，這樣子。

但是語言文字就是它的方便，這就是文字之相。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

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 

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就講道，因為六祖惠能大師自己並不識幾個大字，但是他說不

立文字這兩個字，也是文字，他有沒有把語言說出來的這些辦法？徒眾、門人是把它記

錄成文字，他不否認是應該要藉由這個辦法去瞭解的。過去並沒有錄音檔、影像檔，所

以都是文字記載。對不對？又說著「直道不立文字」，直入佛道是不需要文字的，「即此

不立兩字，亦是文字」，單就這個不立兩個字，它本身也就是文字，就是語言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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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狀。 

當然我們前面都講到很多道由心悟，這些大德有沒有告訴我們過程，我們要如何一

步一步一步，六根門頭要抓賊，是不是？然後最後告訴你當體即空，再告訴你大機大用，

一切無非妙有，那轉識成智，這些都由文字的記載來告訴我們，但是都是要叫我們實質

的實踐它。實踐它，這語言文字沒有錯，它並沒有什麼是非，它是叫我們不要背書，這

樣子，不要老是在那上面碎碎唸，唸了就以為自己是這個樣子，那倒不是，最主要是這

個意思。叫我們不著文字相，並不是說不需要文字的提攜，作為一種方便。 

「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如果看見有人們在講說一些佛法、四句偈等等，

就誹謗人家說他是執著文字相。不盡然，有的人是拿四句偈來總持，來總持提攜自己；

並不是你念四句偈就成佛，念四句偈本身不等同你成佛，但是四句偈是一個總持的。總

持的一個讓你能夠提攜你自己，所以它是一個線索，讓你提攜自己，然後你照這四句偈

去修行，這樣子就是對，就是不著文字相。對不對？你如果念一念，念一念就以為可以

成佛，那就有問題了。 

「汝等須知」，你們可要瞭解，弄得很明白，如果自己產生了迷昧，在所謂文字裡

面空、有在那邊對談，這個障礙自己還好，那是你自己不瞭解，如果又誹謗了佛經，那

就不好了，所以「不要謗經」，千萬千萬不要誹謗佛經，誹謗經典的罪障是無數，它的

過失障礙那是沒有辦法說的。 

說法四謗 

這個地方我們就來瞭解一下說法四謗，法師說法，法師會有謗法，然後在修行上面，

為什麼會有誹謗的情形？都是因為有邪見。《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裡面有講：「說法者，

若不了知真如之理，就會產生如下四謗」，說法者如果他沒有辦法真正了知真如，清淨

真如之理，實相，清淨真如的這個真實的道理，會產生以下的四種誹謗的情形。 

一、增益謗：謂不知真如之理，乃是離相寂滅，性本不有，而說真如為定有者，是

為增益謗。 

就是你不知道真如，其實清淨它本身就是離相而寂滅，這所有一切是不著相，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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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乾乾淨淨的，這個裡面沒有是非，然後這個人因為不瞭解全面，然後一直在講真如，

這是一定一定我們要怎麼樣的，是一定有的，說這個叫增益謗，這是第一種誹謗。就有

的人說，你不知道，如果是我，我都是站在佛性裡面。這打比方，我都很清淨，你知道

嗎？這清淨是什麼你知道嗎？譬如會強調這個東西，就會強調這個真如，其實真如是寂

滅，離相，它沒有這個相。有些時候如果不瞭解完全其實它是清淨無相，就會產生這個

第一個增益謗。 

二、損減謗：謂不知真如之理，乃不可變壞，性本不空，而說真如為定無者，是為

損減謗。 

有的人就不知道真如它是可運作，覺性，它不是有一個東西，也不是沒有作用，所

以有的就說，啊！那個佛性誰看得到？就是否認有修行者，否認有成就者，也找不到佛

性；所以有些時候在一種空茫當中，然後也看不到他的佛性的大機大用的功用，所以說

什麼叫真如，這個沒有，不用講這個，這叫損減謗，眾生都會有這種謗。 

三、相違謗：謂不知真如之理，乃即有之空，即空之有，而說真如為亦有亦無，二

邊共執者，是為相違謗。 

就是講話的時候其實矛盾，就是很矛盾，他不知道其實真如即有之空。就是你在有

的時候，你有這個能力，你知道這一切的緣起，這個因緣和合，可是它緣起是性空的，

所以即有的時候，你就知道它空的道理。那即空，當空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因緣

的顯隱而已。所以在這上面，就是你要有徹底的瞭解。有的講真如亦有亦無，也是有，

要說什麼，也是沒有，其實他已經把時間放在裡面，就是有時候有，有時候無，這樣子，

其實就是叫相違謗，其實他是衝突的。 

我們講真如不變遷，你在無的時候，真如也沒有失去，你在有的時候，真如也沒失

去，對不對？它都是清淨的。可是你在這個常常兩邊跑的狀態之下，就有時候有清淨，

有時候沒有清淨，那個佛性我看不懂，可能在自己的一個不清楚的狀態之下，有時候有，

有時候無，那個是相違謗。 

四、戲論謗：謂不知真如之理，乃具有無之德，而說真如非有非無，二邊不定者，

是為戲論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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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它的理體是具足有跟無，「而說真如非有非無，二邊不定者，是為戲論謗。」

就是說話閃爍，沒有真實的瞭解全面，這個就說法四謗。 

有些時候就是修行裡面，你要開口講論佛法，總是會就有相而說，因為眾生是著在

相中。所以我們一般以世尊的經，就是三藏十二部，我們給它讀過之後就知道，世尊在

有相說這邊是很大的比例，因為眾生是執著相。所以在有相說之中，祂都是方便，前方

便。然後再有相說，就是要你從有相的造作跟業果裡面，去瞭解你有相的路線，應該要

如何修正，當你修正到某一種程度，就開始進入無相說。 

無相說，讓你去懂得不在這上面有所謂期待心，慢慢的你在無相的體會之後，祂又

回來跟你講有無皆是，真如它沒有有無的對待，叫你再肯定於有的妙有，那裡面無的道

理。所以要瞭解的話，就不會在這上面有很多的矛盾與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