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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6》 

             印可法師宣講          

這裡面他講到不要謗經，我們一般來講，會不會有誹謗三寶？有。《菩薩戒經義疏》

裡面就有講：「誹謗三寶，是由四種邪見」，我們會看到很多還沒有深入佛法，還是說你

沒有全面知見，還是你不懂另外一個法門，是不是都會有誹謗？其實你要謗經跟謗法門

的時候，其實就已經也謗佛了，因為所有一切都是佛說的。那你否認了某一種，只肯定

了你這一種，你是不是誹謗了某些其他的經論？是不是也是這樣？你也否定了佛所說的

一切三藏十二部，這是因眾生根器。所以誹謗三寶，其實常常它會有一些重疊重疊的關

係。 

四種邪見 

一、上邪見：對於一切均撥無因果。 

這是很強的邪見，他沒有因果念，「不用說到那個，我眼睛看到的才算數」，「你看

那個人很惡質，很惡心，怎麼那麼有錢？」這個是最常見的。是嗎？有的人說「那個人

那麼善良，怎麼那麼短命？」有的人就會替他解釋，人家業比較輕，比較早回去。我們

就常常聽到這種對論，對不對？他不知道這是因緣果，所以這是有上邪見。 

二、中邪見：不說一切無因果，僅說三寶不及外道。 

有的人他不會說沒有因果，他說，有啦！好心，做好心就有因果，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對不對？他說有啦！有因果，不過你們佛教這三寶，不及外道，不及他所信仰的某

一些。這個我們也常常有聽到一些，但是我們都笑笑，因為眾生他想要有即時的利益。

即時的利益說，擲筊比較快，抽籤比較快，拜斗比較快，對不對？他會有這樣的需求，

你也不能摒棄這些人，這是他的環境因素，他的需求，他這上面的一些想要的即刻的果。

所以他固然是有邪見，世尊講，邪見如須彌山，這種人比撥無因果，比那個進入偏執空

的還來得好；因為他還會接受，他還有接受的機會，你如果完全拒絕接受的話，這是斷

滅說。對不對？這是中邪見。 

三、下邪見：不說三寶不及外道，僅心中計執二乘之法殊勝，即捨棄大乘而取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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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過程，這個不是很恐怖的邪見，但是這是自己想要的理想的境地，他認為

達到這樣，這就是我要的。其實這是個過程，他沒有說三寶不好，也沒有說外道的是非，

只是心中計執，計度執著著「聲聞、緣覺證得羅漢跟辟支佛果，這個是很殊勝的」，所

以他沒有繼續往前行菩薩道，而取證自己所證悟的境界，這是一定的過程，這是一個過

程，這個是下邪見。 

四、雜邪見：於諸種邪見中，有偏執、雜信，暫念小乘，思義僻謬等四種。 

也就是很多東西其實他全部都有，諸種種的邪見都有。他有偏執於某一種他自己的

想法跟看法；「雜信」，然後又世間的所有東西，也都會相信，然後也在這上面，就是自

己本身會有一些錯亂跟迷糊。「暫念小乘」，看到世間的這些萬象，自己行菩薩道等等的

很辛苦，修行很辛苦，所以暫時的也會思惟著想要讓自己進入修行，可是這過程。「思

義僻謬」，在思惟佛法的義理的時候，他會有一個偏差，或是自我解釋錯謬，這四種都

有，這叫雜邪見。 

其實初學佛的時候，這些雜邪見是很普遍的，這是很普遍的現象。這些眾生就是你

聽經聞法、你學佛，那你就要慢慢的持續的聞、思、整理，你修持的時候，你就會自我

修正，你要慢慢不斷的不斷的去開拓，瞭解佛法全面的道理，所以這些偏執都可以得到

修正，這些雜信都會在你之後自己證明它，這一定會的。「暫念小乘」是過程，「思義僻

謬」，這個是沒有辦法釐清的時候，多少都會有的過程，這叫雜邪見。大家有沒有雜邪

見？過程一定有的，所以這四等，這個是智者大師在《菩薩戒經義疏》裡面寫的，誹謗

三寶都是這四等的邪見產生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誹謗三寶過？有，都有。所以你要愈來愈修正的時候，是不是起恭

敬心？對三寶的恭敬，前面有講，一體三寶、常住三寶、別相三寶都有講過，所以誹謗

三寶都是有過的，並不是刻意，有的時候是無知，其實就是無知，不是刻意，但是其實

都稍有犯。這裡講你不要謗經，你不要誹謗佛經，誹謗佛經是罪障無數，是你罪過、過

失、過患，而且會障礙你。 

謗三寶戒十個義理 

這裡面法藏他有著一個《梵網經菩薩戒本疏》，裡面也有講到謗三寶戒的制意，有

十個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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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道尤重，無過此故。 

我們這種造作，身口意的造作，誹謗三寶就是最重的，沒有比這個還重；因為你不

得證悟，那你就一直輪迴，所以這很嚴重，這保證輪迴。是不是？誰跟你做保證，你這

三寶清淨的道理，你都背道而馳，你就不認為是對的，所以這業道尤重。 

二、燒滅善根，悉無餘故。 

善根，這個善根都會不見了，不會再開發善根。 

三、背恩德，惡中極故。 

因為你不瞭解，所以違背了所謂四重恩，也違背了道德，這是惡造作裡面最嚴重的。 

四、破壞信心，滅法眼故。 

如果三寶你誹謗它，這會破壞自他的信心，破壞自己的信心就是讓自己保證輪迴；

可是如果破壞別人的信心，滅法眼故。這是在整個佛法的修為裡面，他不能夠得清淨眼，

也會障礙別人來看這些。其實像這些，有些時候都是蠻容易犯的。你說謗佛，現在沒有

人敢說這樣謗佛，都是從謗法裡面，對於佛所說的某一些保留、懷疑，與己不應、不相

應，這個還是不一定會很強烈。 

五、於善行中，若大若小，悉不成故。 

你對於所有的真實應該做的善行，不管大或小你都不會畢竟成就。為什麼？在有漏

裡面。有些時候有些人行善，其實裡面還有夾雜著惡念，那種夾雜惡的善行。你是因為

唾棄某些而做某些事，你的心中其實引起了一個惡念，才去做這個善事。有的起這個善

事，做這個善之後，還針對這個善沒有得到別人的讚歎、讚揚，而起了很大的惡念，認

為眾生不知感恩，人家不知道你的功德，像這種你的善之後怎麼可能成就，它不能成就

無漏跟功德。對不對？所以佛法來講，你要真的去懂得它的精髓。 

六、入於外道邪見網故。 

如果你誹謗三寶，你沒有正知正見，很容易讓自己進入到外道的邪思邪想，不知如

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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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大邪見，斷善根故。 

如果你誹謗三寶，真的宇宙人生的道理，你都不可能有所接觸，所以就進入到大邪

見裡面。 

八、作諸眾生惡知識故。 

就是你自己沒有正知正見，你也可能影響其他的人，就是變成別的眾生的惡知識，

因為你給的都是不對，不正確的念，都是錯誤的思想。 

九、斷三寶種，由此見故。 

因為你誹謗三寶，你不認同，你當然就會斷三寶種。說這個荷擔如來家業，有的人

自己願意學佛，卻很害怕家裡人學佛之後出家去，就是願意讓你學佛到某一種程度，行

行善，懂得自己一些道理，這些都好，但是你不可以跑掉。只是要希望自己的情，能夠

讓對方一直維繫著跟你的關係法，所以他不能紹隆三寶。 

十、令自他成阿鼻業故。 

也就是如果你誹謗三寶的話，自己還說給別人來共鳴，強化自己的理論，最後自己

陷入阿鼻地獄。 

「誹謗正法之說，於《阿含》等經中極為罕見，多散見於大乘經典中。」這個誹謗

三寶在當時世尊，世尊在帶僧團的《阿含經》裡面，沒有這些記載。為什麼？因為它這

是如實的記錄，當時世尊跟僧團裡面的對話，佛弟子他們看到世尊的成就，所以他們在

當時的環境、因緣，世尊是真正就站在你面前，所以那個時候比較沒有誹謗三寶。 

到大乘經典裡面就有談到教誡小乘，也不要講小乘，應該是說祂教誡到菩薩道的時

候，祂就教誡這些聲聞乘，你不要誹謗說這些菩薩道的經典不是佛說，就是不要否認。

其實生命你心量的自然走向，就是從己，從自，再自他，到最後圓滿一切。你終究是會

解套的，這些東西都會還原的，所以這是一個自然的走向。沒有人會永遠鎖在自己的這

種世界裡，其實沒有。佛性它本來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一樣的，所有一切都是平等，都是

清淨的，大家都是一樣的，怎麼還會有彼此的那種不能相容的情形？那是世間人一種自

我範圍的過度保護，把自己綁在那個地方。終究有一天你會自問自答，這樣對嗎？會自

問自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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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修行多年之後，會想說這樣對嗎？這樣對嗎？我是不是自私了？另外一方面

又要告訴自己，沒有錯，就是要這樣自在；可是事實上有些時候，你就是已經走到了，

瀕臨到你那個佛性的作用力在啟動的時候。你那個覺性，真正在運作，那個是真實的相

狀，那個就真實的相狀，你不可能只是住在自己一個那樣子的境界，不可能，所以這是

自然的一種走向，你會用多少的時間讓自己走出來，是勇氣問題。 

有的人是因為內心還是有一念，我懼怕於世間，我不想跟人有所交誼，因為自己曾

經有某一些傷害跟不好的印象，殘留的經驗；其實這是基礎於意識裡面過去的結構，你

才會封鎖你自己。如果你真正在這上面無為、清淨，知道它是空的道理，這些它本來就

不是問題。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很多人他後來會自己覺得，這個上面好像不足，好像有另外一番的道理才是對

的，他自己會問，當他這個菩提心，這個菩提心相，菩提心其實就是佛性，在未成就之

前叫菩提心，在成就之後就叫佛性、覺性。所以他這個過程，他自己因緣裡面他就會有

一個走向，就會有一個走向，這不用擔心。 

謗三寶，什麼叫誹謗佛經？我們直接就用謗三寶。《梵網經菩薩戒本》裡面它有講

到，誹謗三寶就是「誹謗佛非一切智者」，說世界上真的有人什麼東西都懂嗎？都知道

嗎？會有懷疑。「佛亦非實者」，也就說佛不是真的吧？真的有所謂佛嗎？「也會誹謗十

二分教跟四諦等教法，謗世間無真阿羅漢與菩薩僧」，也就是會誹謗說世間沒有真的得

證阿羅漢，也不可能有傳法的菩薩僧，那樣就是謗三寶。 

現在人要謗佛寶，人家說謗佛，現在佛也沒有真實的現在我們的面前，對於佛像這

些，也不大有人真的會去給它做一些毀壞的，所以現在謗三寶，一般都講對經論跟僧比

較多，這上面大家都知道這個謗經，千萬千萬不要。來，下一段經文。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 

這個地方這一段它講，如果你是一直執著於外部的相狀，很多人看到什麼，就執著

什麼，然後就想什麼，都沒有去想到它的因緣結構，空、緣起性空跟它的道理，一直在

裡面一直繞，而堅持某種辦法。「而作法求真」，想要於這個相狀裡面，有什麼樣的辦法

來求得真道，也就是對於這個物相上面，或是對於某些呈現的相狀，這些其實是沒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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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進入無為、無漏，他只是著於外相。 

或者是到處「廣立道場」，這個道場，大家知道意思？不論堂宇之有無，就是不論

你有沒有殿堂，凡是修行佛道的處所，都可以稱之為道場。這是有形無形的道場，所以

有的人就直心是道場，《維摩詰經》裡面講直心是道場，哪裡是道場？何處不是道場？

當你在修行的時候。一般所謂的道場，如果以地點，特殊是在指修習佛法的場所，所以

道場可作為寺院的別名。說我要去道場，我要回道場，我要去哪個道場？其實就是我要

去哪個寺，這樣子。 

這個地方說廣立道場，或者是到處去建立道場，所說的盡是說些有跟無的過患，也

就是一味的批判，或是以個人的知見而說一些有的現象，強調於現象，這個地方就是講

如果執著相，你就一直強調於現象，不知即空即有，你都不知道那真實的道理，像這般

人，「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就是在這種偏差的知見裡面，不管歷多少的劫，都不

可能見性。 

其實會修行的人在衝突當中就知道，看到自己沒有修完整的是什麼。無生法忍就沒

有，空的體會就沒有，這個上面就是因為他落入相狀，他心中已結構相，所以「如是之

人，累劫不得見性」，這個偏差知見。你說世間是人與人組成的，道場也是凡夫俗子為

了修行，他有這個特殊的勇氣，要去修行，所以一定會帶著世間人的想法跟習氣，可是

在衝突中藉事練心，在衝突中去看到自己要修的點，慢慢的蛻變，就慢慢的轉換。 

如果你完全就給它定格、定死，那沒用，這種人不會怎樣，其實是你的嘴巴在結論，

做結論，這樣是不對的。所以不要給任何人下定論，不要把任何人下了定論。你這哼！

你如果會成佛我把頭斬給你，你早晚也要斬頭，因為每個人都是會成佛的。修行裡面只

有你要不要，沒有不可能的。 

不要以為世尊沒有說法，是因為我們眾生你沒有真實修。也不要以為你沒有契機，

是因為你不入法，你只在相狀裡轉，你永遠是不入法。再多，再多也沒用，你聽再多，

順也罷，逆也罷，你都有理由。順，你就會在順裡面；逆，你也會在逆的感受裡面，那

就是不入法，他沒有辦法即有即空、即空即有，這樣子，累劫不得見性。 

這裡跟同學補充一下，世尊在做些什麼事。其實世尊祂在說法的時候，祂是「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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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抑止，抑就是制遮之義，攝取就是容受之義。佛祂是以慈悲跟智慧，悲智，慈

悲跟智慧這樣交替在運作，所以「在智慧門，制遮逆惡諸罪」。所以以智慧的角度祂會

跟你講，很多東西你要遮止，你不可以再做，祂就是要讓你轉那個惡，讓你不再造作罪，

所以這是以智慧門所開的法。以慈悲門，祂以慈悲的角度，要讓眾生知道清淨的佛性的

時候，祂看眾生是清淨的，所以祂容受善惡一切而無漏。也就是祂能夠接受所有眾生的

所有一切，而看到眾生清淨的佛性。眾生的善跟惡，在世尊的智慧跟慈悲裡面，也依然

是沒有煩惱的，祂是清淨的。 

那我們眾生看不懂，我們如果只看到抑止這一塊，佛說這樣不行，這樣不行，你會

下地獄，就是在說你這個怎麼辦，很恐怖、因緣、業果等等，這個是佛於智慧門，為了

要轉我們，這是抑止的部分。可是攝取呢？祂在慈悲的時候，祂告訴我們，眾生是無明，

起惑造業，佛是覺行圓滿，祂智慧也圓滿，慈悲也圓滿，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佛在看

所有的眾生，是尊重眾生的佛性，祂沒有起煩惱。祂在度化所有的眾生，沒有一個眾生

祂會捨離。對不對？那祂又要教誡眾生，你什麼事不該做，你該做什麼事，你以祂教誡

的角度，是不是就是否認你？不是，祂是以智慧的角度要告訴你，你要有智慧；祂以慈

悲的角度跟你講，你有佛性，一定能成佛的。對不對？ 

所以在很多經論裡面你會看到它衝突點。譬如在某一部經裡面講，造五逆惡罪不得

往生極樂淨土；在某一部經裡面講，造五逆重罪還是可以往生淨土，因為它本身有加上

懺悔門，這個就是抑止跟攝取的不同。那我們在讀佛經的時候，常常會陷入某一種瓶頸，

在罪業的這一塊，不能瞭解罪性本空。有的瞭解空性之後，就以為滅罪相，這個就是中

間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瞭解。有的執著於罪相，罪性不能空，於是這罪相就成為他很多很

多言詞立論的地方，就在細數別人的罪相跟自己的罪相。看到眾生的苦厄的時候，會落

入對於因果自我解釋，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你沒有辦法進入無漏。 

佛所說的因果，它不是知見因果；我們眾生在聽聞佛法的時候，把它落入知見的因

果。佛所說因果，祂是以無漏的角度說因果；我們眾生聽的時候，這因果變成自己的，

是檢覈自我因果。對不對？佛是告訴我們善惡跟因果是這樣的，你現在起心動念，你所

結構的一切，有自他的傷害，而這自他的傷害，結構起你輪迴來生來世的糾結的彼此不

愉悅的心，沒有辦法清朗，這樣子，它叫惡，那它有果，祂所說的是實相因果。 

我們眾生在善惡因果起念，我們眾生在善惡的因果裡是起自我意識解釋念，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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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惡我喜善，我也討厭別人的惡，我要讚歎別人的善，其實都在知見裡面的因果。佛所

說的因果它是無是非，意思是說你過去所造這些實相，你來生來世會有這些果，但是並

不是叫你現在憂慮，一直產生憂慮，因為祂跟你講佛性本清淨。 

所以你在因果裡面，你要接受實相裡面所有的緣起，但在這裡面不是用恐懼心去看

待因果，而是用清淨心去接受因果，跟轉因果，是不一樣。你心中以無漏看因果，無漏

看是非，你就會知道這個人他現在所造作、結構的，他以後會有苦受，別人會有苦受，

可是你不會討厭這個人，你也不會討厭受傷的人，你也不能干預他以後的苦受。所以佛

在看因果、解釋因果的時候，是以實相來解釋因果。可是我們眾生是知見的因果，是一

個知見概念，所以我們眾生落因果觀。佛講「不昧因果」，祂不是否認因果，祂講因果

它是一個實相，它是不是會這樣子？是不是跟你講罪性本空？你是要清淨的讀你過去的

因緣果吧？這就是佛要告訴我們的因果論，其實是實相因果。可是我們都是讀知見因

果，怕死，然後不能開發。 

誰沒有因果？佛自己也有因果，佛有背痛，有食馬麥九十日，有等等等等罪業，可

是祂是無漏，祂在看因果償受這些果報的時候，祂是以無為的心，這個叫因緣，緣起性

空，過去結構到現在，在展現的時候，祂沒有受，受體，祂沒有用意識的那個苦，苦的

心念來受，所以祂接受了。這個所有的一切的因緣，是不是也在因緣變化？也是緣滅。

緣起性空，可是祂造了之後，還有一個時間點最後去解離它，是不是也緣滅？所以你以

實相來讀因果，它沒有是非。 

那你在造作所有一切，以念頭的好，要好跟不好，那終究是有好跟不好的報，沒有

錯，依然是輪迴相狀，是人天或地獄，就是六道的果報。你如果在這裡不違逆，不違逆，

清淨，不違逆實相，也就是隨順因緣，這所謂的清淨因緣，它不是造作的，而是都是平

衡的狀態。要讀到這清淨無漏的因果，對於所有一切，你就不會有善惡去執取了。好，

下一段經文。 

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

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就慈悲的再說，「但聽依法修行」，就是你要接受，有的如果

聽聞而不修，那當然是不得見性；那有的，這聽聞佛法，也真的依法，依這個辦法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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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辦法去修，照理講應該是對的，可是他取讀那個寂靜，所以「又莫百物不思」，你千

萬不要用壓抑的，要進入到什麼都不想，壓抑清淨的覺性，讓自己不發生作用，「而於

道性窒礙」，那麼成就佛道的覺性受到了阻礙。 

所以「伏」，我們在修行裡面是不是第一要伏，伏煩惱？可是伏煩惱之後，你一定

要見空性，之後你要知道煩惱即菩提。也就是說你把這個心的活潑的運作功能，也就是

佛性的覺性都壓死，這個是百物不思，這是不會成就佛道的，它就變成沒有辦法思考，

沒有智慧。但以為說我這樣，都沒雜思雜想，這樣等不等佛？其實不等佛，佛又不是呆

頭鵝。 

所以「若聽說不修」，但是如果你只是聽聞佛法，而不實際用於修行，「令人反生邪

念」，則反而會讓人產生邪念。因為佛法的知見太多，有時候會有一些偏差的以為，閃

爍之間，有時候會以為自己就是這種相狀，其實不然，那要修才證得，證得才不會翻覆。

有時候很多人有佛法的知見，就是拿來彼此比對式的言詞，就是論議佛法，那個對於了

生脫死，是完全不相干的。「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所以你們一定要依照辦法，而

實際的去好好修行。作為一個僧眾，因為他講話的對象，是自己的門人，作為一個僧眾，

要不住相，也就是不執著法，沒有法執，而行法施。 

「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你們如果能夠領悟我告訴你們

的，依照上面所說這樣開演佛法，依照上面所說這樣去使用，依照上面所說這樣去執行，

依照上面所說這樣去圓滿完成它，「即不失本宗」，也就不會失去佛法之本來宗旨。其實

六祖惠能大師闡述佛性的宗旨，都是跟世尊的這些是沒有偏差的。 

聽到這裡，我們是不是對於修行，比較有一個完整的整理？因為這付囑，這是最後

對我們一再的提攜與教誨。重點！這重點你要記得，前面說太多了，說那麼多了，你要

用，這個重點會不會？怎麼度眾生他都教了，這個真是一個很棒的老師。接下來讀一段

經文。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

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這一段，是六祖惠能大師跟弟子說，如果有人要問你佛法的義理，他所提問著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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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在講指向有的這種主題，那麼你在回答的時候，就應該以無來對答；如果對方

他所要問的問題，指向是以無的內容，那麼你在回答的時候，依然要把它轉向有來對答。

如果大眾提問，是在講凡夫的一切境界，你在回答的時候，就應當帶引到聖者的內容而

作答；如果所問的是聖者的境界等等的問題，那麼你在回答的時候，要把它延伸到凡夫

的內容來作答。 

「二道相因」，也就是所有問題的對答，有、無等等的這些，相對待的兩種方式，

是彼此互相作為比對、藉助，來幫助眾生產生中道的義理。「如一問一對」，這個就如同

此類，這種一問一答，一問一答的方式來闡述佛法。如果其餘的提問，也一樣要比照這

般的模式來作答。如果可以把握這個原則，就不會失卻佛法中道實相的義理。 

這一段是當師父的六祖惠能大師，非常殷切的教導弟子。因為我們凡夫總是在自己

所認知的這個主觀的思惟裡面，去強調他的問題，而要得到這個師父們的首肯，或加以

解釋，但是很容易就陷在那個文字相，很容易陷在那個道理裡面。所以六祖惠能大師他

就是不落兩邊，不是長或是短，所以他教弟子，如果對方一直著重在這個，你要帶他去

轉出來。 

這舉例，像有的人他就會覺得，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冤親債主，這個常聽。他身體

不舒服，就會問是不是卡到陰？家裡不順遂，就會開始想是不是家裡有人風水做不好？

像這些都是會落入到他身上的一些，所謂有形無形的自我揣測出來的一些情境。這一些

如果他有，你就說真的！你業很重，你冤親債主一堆在你的後面。這個就不得了了，他

會更埋在裡面。那如果你直接跟他回答，那沒有的 那都是假的，這樣子也是太強烈了，

他沒有辦法一直去接受它；因為他會想，那我的父母親往生才沒多久，明明四十九天，

百日或一年內，他可能還沒有，有所謂足夠的資糧去走他的路，譬如像這種問題。所以

在回答這種問題的時候，你都要根據這個佛法的義理，這是舉例，這是舉例說現況中。 

像我們出家人，一天到晚就是被問到有跟無的問題。如果你就說那沒有，沒有這回

事，然後改天他果真有很多的這些障礙的時候，他又如何去瞭解呢？他如果用否認法，

然後就知道，這師父講的都是空的、假的、那沒有的，那明明就有。所以像這種就要告

訴他，在某一種時間裡面，他或許存在，他需要的是幫助，但是他不是永遠的存在。那

麼你可以做什麼樣的應對方式，你可以怎麼幫助他，但是最後這些都將煙消雲散，這些

都可以解決的。你內心無所著，你內心的自在，會帶給他更光明的指導。譬如像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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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就他的問題去回答有，也不能夠完全否認他說無，而是要帶到中道之義，就是進

入實相的道理。 

像這一些，很多人會根據身體的問題，這常常會提問，我這裡是不是長了一顆瘤？

你看你看，這明明是，明明是，你如果跟他說，沒有，你沒有長瘤，照出來如果長瘤，

你要怎麼辦？所以像佛法的問題，眾生很執著在有，很執著在這個有的相狀裡面，所以

六祖惠能大師告訴弟子你怎麼回答，這是必要的。 

像很多人你會對有，你說：不然你去看醫生，如果有的時候就是有，如果沒有的時

候就是沒有。他會告訴你，你好像沒有回答。有要怎樣，沒有要怎樣，這種是眾生對於

相上的一種探索。他可能把你當成 X 光機，他也可能要你去幫他看，所謂他有沒有這些

冤親債主。像這些回答的時候，都要非常的有智慧。 

如果他說我有冤親債主很多嗎？你就要等同來看，應該是有，因為我也是很多。他

這個時候說，啊！師父你也有？怎麼會沒有？只要是凡夫，我們大家都會有。只是這些

是在變異變異當中，他聽聞佛法之後，就像佛經裡面講，歡喜信受，作禮而去，就給他

帶到一個佛法的輸送，這樣子，這只是舉例。 

有些人探討佛法的時候，會談到空的道理，這個就是講無、空，這一些你一直跟他

講，是，這個是空的道理沒錯，他體會了空，對！你體會的就是對，其實他就著這個空，

所以他不能夠回來，到世間裡生活了。像這一些都是在對問當中，彼此這種好像是比對

的方式，就是會讓他產生一個中道的義理，這個是舉例說明。接下來這一段。 

設有人問：『何名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緣，明沒即闇，以明顯闇，以闇顯

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

旨。 

這一段還是一樣，重複。他說，假使有人提問，問你什麼叫做闇？你就應該這樣回

答，說：「明是因，闇是緣」，也就是它彼此是有關係的。「明沒即闇」，明若消失的時候，

明隱沒的時候，也就是叫做闇了。「以明顯闇」，你要用明的這個概念，來讓他瞭解闇的

義理；「以闇顯明」，用闇來表彰顯現明的作用。就是這樣，一來一回，互相為因，彼此

比對，完成中道義理的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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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上面，譬如這個是就相上來講，什麼叫明？什麼叫闇？不管是相上，你就要知

道，明闇它是一個因緣和合，跟因緣拆解的時候，這樣眾生就比較不會著於那個闇的恐

懼，跟對明的一直追求。有的人說，我就是闇鈍沒智慧，我這個闇都沒有智慧，我怎麼

辦？他就是會陷入這種闇的一種陷阱中。那你要怎麼告訴他呢？這個明闇是因緣，它彼

此是互相的，會有關係法，如果你的心能夠放下你現在的恐懼、顛倒、夢想，當下就明

了。 

他如果一直追問你，我這麼笨，我這麼笨，怎麼辦？總不能吃聰明丸，也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幫助他很聰明。就是告訴他，你這個闇，你如何在這個恐懼中，拿掉的時候

就明。譬如像這種的對話，都是來回來回一問一答的。那如果你說，笨！你就不聰明，

我們也沒有辦法。你就就他的闇，永遠一直在討論闇，這個人永遠沒有辦法得到啟發。 

如果他說我很笨，我一直都這麼笨，事業都不順，從小到現在，總是遭遇到非常多

的厄運。那你就就他的闇，你說那就沒有辦法，你造業太重了，你就是出生在這個下賤

的低賤之家，你也不好讀書，那你呢？沒有一件事願意聽人家說，你永遠是闇的嘛。這

個時候，他這個佛性也被你打壓，你只是一直罵他而已，這個時候啟發不了他好樂佛學，

跟好樂如何來有一個指導的原則，讓他走出。所以像這種情形，就說這是跟個人過去有

關係，跟你的學習態度有關係，跟你心性的發展的意願有關係。笨！不是永遠的笨；闇！

不是永遠的闇，要把這個光明跟這個闇，有一個轉圜的地方拉出來。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像這些來講，都是六祖惠能大師，瞭解眾生的心性，以及看到眾生的佛性，在

這上面給予一點啟發。所以他說所有其他的問題，如果來問你的時候，你都應該照這般

的模式去應對。爾後你們出去弘揚佛法，也應該依照這樣的相狀，互相教導教授。也就

是同門師兄弟之間，如果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你沒有辦法解答，你掉入了眾生語詞的

陷阱中，你應該說，你跟他怎麼說，試看看，能不能幫他啟發那個契機？這樣子，就不

會失去佛法中道的宗旨。 

有的人，你看，如果他一直強，有一點就是最難撥開的，像這些都好撥，功德相最

難撥。功德相最難撥，有些時候他會著這個功德相。你如果跟他說，啊！這沒有功德，

他心中會覺得你不瞭解；你如果就讚歎他的功德，他又著功德。所以像這些，就是眾生

在修行裡面，他不堪否認，他要人家去支持跟肯定他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功德相是最難

撥的，到目前說實在，師父碰到的，就是功德相是最難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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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說境界上面，還有經、律、論這些東西可以輔佐，可以輔佐來讓你去懂得你這

個境界的過程，還有向上一路；但是功德，是存在每個人心中的，而這個執著，在不小

心的某一個轉角的地方，它就顯出來。而這個上面，你如果不讚歎他，他覺得你不看重

他；你如果讚歎他，他永遠覺得他是很有付出的，他沒有辦法撥掉那個讓他不能夠脫胎

換骨的點。所以像這些對話，都是很困難的。 

所以常常會比擬於菩薩完成的時候，當然具足功德，但菩薩是不著功德。這個時候

你就要把菩薩請出來，不是用你的嘴巴說他有沒有功德。你讚歎他的功德，他就落在功

德，所以你要用佛法的第三者，第三者來顯示諸佛菩薩更超越的境界。這樣大家比較有

一個確切的對話模式，這六祖惠能大師教得很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