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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8》 

             印可法師宣講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這一段就在教導弟子，如果你在接引眾生的當下，或是跟人在討論佛法的當下，彼

此談論的時候能夠契合，能夠繼續說得下去，那麼就可以談論佛法的大義，你可以一起

討論沒有關係。「若實不相應」，倘若彼此實在是對不上嘴，那不能夠契合的話，「合掌

令歡喜」，人家說些什麼，你就合掌表示恭敬，「是！是！讚歎，這法門殊勝」，使令對

方對佛法有歡喜心，不要進入諍論當中。這個就是要教導弟子，不要跟人家諍論，這不

要諍論。 

學佛裡面，過程裡面，一定會對於佛法有一些熱情，這個熱情是一定有的一個時段，

好樂佛法，所以很多人很喜歡說，這個都是一個過程。那過程到愈瞭解更多的時候，就

不會一直說了。但是你以弘法的角度，是一定會說的，是一定會說的。因為這種荷擔如

來家業，弘法利生的這種願，一定是有的。但是在這個談話的時候，有時候不契合，就

不要諍論。 

「此宗本無諍」，佛法的宗旨本來就是沒有對立諍議的。所謂諍，就是各方意見衝

突不一致，不一致的時候，都會有言論的發表，最後會有好像勝負的這種議題，這稱為

諍。每個人如何在讀這個？其實以佛法來講，世尊只有在降伏外道的時候，祂會比較強

烈一點，這是外道的知見，因為他是否認的，否認佛法的宗旨，這個時候祂才會比較強

烈一點。如果是在法門，或是經論上面的一些還沒相融的一些探討，那個都是叫做一些

溝通、交流，不能用諍辯的這種角度。 

如果你情緒上起一個自是他非，只有自己才瞭解，自己這個唯一的唯一，其實這個

諍已經在自己了，人家也不一定要跟你對。所以像一般我們都是保持這個上面不要開

口，靜默就好。「諍即失道意」，如果彼此之間還會因為這些意見相左，而不斷的諍論，

那就失去了能夠證得清淨這種佛道的契機，因為諍是勝負心，這個與道相違背。我們在

這裡講過，同學！你都不用比，你就跟釋迦牟尼佛比就好了，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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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所謂無諍、無諍三昧，這是在講住於空理，而與他無諍之三昧。佛弟子裡面，

就是解空第一的須菩提，最懂得空的道理，所以在弟子當中，得無諍三昧，最為第一。

哪有什麼好諍，爭贏爭輸，事情也是要辦，爭贏爭輸，你心中的一個感覺而已。任何人

認為他贏或他輸，如果留下的是一種五蘊，那個都不是真的贏，也真的輸。對不對？所

以「無諍三昧，是以其解空，所以彼我俱忘，能不惱眾生，也能令眾生不起煩惱。」一

諍，就有起煩惱。 

但禪門裡面就有一個特殊，叫棒喝，就只有禪宗特別的。禪宗的這個禪師，他看到

這個弟子，如果這個時候，進入了一個盲亂迷昧的狀態，然後他有些時候會大聲棒喝，

讓他頓時脫落掉他那個連結的相續心，禪宗是有這樣的做法，所以有棒跟喝。但在正統

佛法的這個教導裡面，這個是沒有那麼強調。因為世尊的說法，你看三藏十二部，祂都

是把道理說出來，讓你從理解上面去思惟，而自己轉出來。 

禪門為什麼在中國特殊有這種情形？這是整個佛法的時代，時代跟當時的一個思惟

環境之下，很多人進入了一種思惟法，他思惟法繞不出來，然後又強辯，很多人很愛強

辯。有的人是不能思惟，也沒有這些佛法知見，可是情緒一直在繞，那你要棒喝他，能

讓他轉出來，一定要有高低差，你平輩棒不來的，棒不來。你一定要有若干的高低差，

他對於這個師長，這高的身分，有某種敬畏跟信服，才棒得來。如果他沒有某種程度的

信服跟敬畏，你棒他的時候，他以為你在罵，他會頂你，就變成吵架，變諍。這就是禪

門裡面它很強調，像我們前面不是有觀機逗教的懺悔之後的機緣？〈機緣第七〉裡面就

有很多的狀態，對不對？他有某一種崇高的信任跟肯定，你才願意接受他棒。 

所以禪宗就談到「要視師如佛」，你要視師如佛，你要接受師父的教導，他為什麼

這樣棒你？一定是要你破那個我執。這上面是要拿捏，都很難，找到一個這樣敲下去會

開悟的，提著燈火找，不知道要找多久，才找到一個有這種根器的。尤其我們現代人主

觀意識非常強，自我肯定過度，很難。 

天臺宗它有說：「圓教初門的行者，於修一切無漏對治觀」，這裡面要練習，「要熏

修禪定的功夫，終究能夠證聖果，為大力羅漢。具足六通三明，同時也證得無諍三昧。」

這個是圓教菩薩。你藏通別要證得無諍，資糧不夠，資糧不夠，因為很多是理論而已。

你這個修為無諍三昧，是一定發生在現況中，它不是你以為的以為，它一定是現況中，

你面對這樣的現況的時候，你用什麼方法，不傷害眾生，自己又能夠達到圓滿，那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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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無諍的。如果沒有辦法圓滿於幫助眾生瞭解這一塊，都是自己安住於無諍，安住於

三昧當中，當然一個是有圓滿的，一個是自修為，法性安住無諍當中。六祖惠能大師在

這上面，很仔細的，從我們開始讀到現在，他很多次都一直講無諍。 

他說「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如果你堅持而固執，違逆空的道理，而對法門

有諍議，那你就是讓自己的清淨覺性，因為你所執著的論點不同，而起了諍議，進而是

會起瞋。較量、瞋心，退失無生忍，也就是進入生死輪迴當中。所以它最後的這一句又

強調，其實法門的差異性，是因為眾生的根器種性不同，所以權設的。其實佛陀的慈悲

就是這樣，終究是匯歸覺性的大海，是不是終究就是入覺性之大海？接下來下一段經文。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

大師不久住世。 

這個時候這些徒眾弟子們，聽大師所說的這個真假動靜偈之後，共同的都向大師頂

禮，然後也瞭解大師傳授的這個意義在哪裡，各各就收攝起自己的心，也不要較量，有

什麼好較量，依大師所教的這些法要精進的修行，更不敢互相再諍鬥，互相在那邊嘴皮

子功夫，什麼什麼比較厲害，這些沒有用。 

「乃知大師不久住世」，因為都知道大師即將入滅，不再住世了，也就不久於人世，

都已經八月初了，對不對？他就召集大家來說說話。那個時候是他說八月要離開，然後

七月一日就叫大家匯集說說話，後面當然有一些內部的對話。接下來。 

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 

    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

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

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這個時候上座，上座當然就是這些僧眾裡面的首座弟子，一般來講就屬於當家。這

個法海上座於是就再禮拜，請問大師說，和尚您入滅之後，你的這個衣跟法，是由何人

來傳承？事實上就是大家都開悟了，就是都是傳承。大師就回答，打從我在大梵寺說法

到現在，大梵寺就是開始的時候〈報恩光孝寺〉，為大眾說法一直到今天，你們對於我

所說過的這些內容，都有詳實的記錄下來，你就這樣去流通就可以了。這個記載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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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這個書目，就定為《法寶壇經》，你們應該要好好的持守護持，一代一代依循著

我所教導、說過的這些法，傳授後人。「度諸群生，但依此說」，如果要度脫眾生的時候，

就依照我在前面說過的這些法要，就這樣為眾生來解釋佛法，這個也就是正法。 

今天我再為你們所說的這一番法要，已經跟你們證明了，我就不再用祖衣來託付給

你，因為你們的信根都已經成熟了，「決定無疑」，對佛法堅信，也不再有疑惑，其實基

礎上這些大眾都有開悟，六祖惠能大師座下，有四十三位開悟的弟子，所以你們沒有疑

惑了，能夠荷擔如來家業，就「堪任大事」。然而根據先祖也就是達磨祖師他來的時候，

他在傳授二祖慧可的時候，有個四句偈，當時的偈裡面的意涵有談到，這個祖衣到這個

時候，就不應該再傳下去了；因為基本上有很多開悟的。對不對？ 

這裡跟同學討論到這個「決定無疑」，我們對於佛法有堅信，沒有疑惑嗎？有沒有？

有。對於自己的覺性肯定清淨嗎？常住嗎？有些時候對於自己現前的這一念，在這所有

情境裡面，又會有搖擺，因為還沒有成佛。對不對？所以這個決定無疑，要把握兩大原

則，這是楞嚴會上阿難跟世尊的對談。 

如來令阿難甄別真妄，一以審因心果覺之異同，一以審煩惱根本之生起，故有二種

決定義也。 

一、審因心果覺，佛語阿難若欲捐捨小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

為同為異者。蓋為阿難不知眾生本具之因心即如來所證之果覺，如來所證之果覺即眾生

本具之因心，故令其諦審觀察，決定知因心果覺本來不異也。若能即此不異之心而為立

行進修之本，則無上菩提決定成就矣。  

世尊讓阿難你能夠「甄別真妄」，你要把這個看得很明白。第一個叫「審因心果覺

之異同。」就是阿難你要知道，這是世尊所說的「審因心果覺」，就是眾生本具的因心

就是如來所證的果覺。眾生是不是這樣發願？我要上求佛智，下化眾生，這是不是你的

因？其實佛就是已經達佛智跟度眾生，所以我們眾生的因心，是不是佛的果覺？是不是

一樣？所以你要明白，如來所證的果覺，就是眾生本具的因心。一個是發起我要這樣，

一個是已經圓滿這樣，它兩個中間都沒有差異。 

所以如來就要阿難諦審觀察，知道我這個因心跟果覺，本來沒有什麼兩樣。那我現

在是不是不覺？我現在只是不覺，所以我應該要好好的精進修持，這個無上菩提決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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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你要有這個信心，你要知道眾生的清淨的覺性，你要達佛的智慧，你要度脫一切眾

生，這是決定會成就的。 

如果你這上面有懷疑，就是沒有決定，就不叫決定無疑。你說眾生這麼多，度得完

嗎？你都還沒度，就開始懷疑了，你當然就不會度，你當然就自己打退堂鼓。這個我做

得到嗎？你就自己已經跟自己說你做不到，在等了。修行的態度它不是放棄，它是在這

裡面，永遠有那個動能，永遠有那個清淨，而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他一步一點點一

點點，一點點去實踐、體會，這是決定無疑，才能堪任大事。這是第一個，祂就要跟阿

難講，你要有這種瞭解，「決定無疑」。 

二、審煩惱根本，佛令阿難審詳煩惱根本，發業潤生，誰作誰受者，蓋為阿難不知

煩惱根本，隨所作業妄受生死，無解脫時，是故令其審觀詳察，決定知煩惱體性及所作

之業、所受之報，本來虛幻不實也。若能窮此顛倒之源，則正行成立而無上涅槃決定可

證也。 

第二個叫審煩惱根本，就是你要觀察你的煩惱根本，因為阿難不知道煩惱的根本來

自哪裡，祂告訴阿難，就是因為自己造作的業，所以妄受生死。你就在虛妄的這些想法

跟造作裡面，才會生死、生死、生死，無解脫之時。所以佛就讓阿難「審觀詳察」，決

定知道煩惱體性，及所做之業跟所受之報，本來是虛幻不實的。阿難你必須明白，你所

造的業，那是一念無明，你所造的業，然後你的煩惱體性，這個無明是虛幻的。 

但你現在是有的狀態，是因為你有這個妄想，你如果丟掉這些妄想雜念的時候，你

就沒有這個無明，是從妄下手的，可是你本來是清淨的。所以你能夠知道這個顛倒之源，

這顛倒之源，這個煩惱的根本是虛幻的，我這個煩惱不是真的，它只是我一時有一種迷

情所建立出來的，所以「正行成立，無上涅槃決定可證」，那叫決定無疑。 

所以當你有煩惱，還有一些罣礙的時候，你要指認，我這個煩惱是本來不存在的，

是我現在的無明，是我的執著，是我的想法結構起來的。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什麼

樣的辦法，來把這個人事物的這些處理完，那才是真正下手的地方，而不是在煩惱這個

煩惱。對不對？那就是你覺虛幻，然後你行圓滿。那你在行圓滿的時候，你在做決定無

疑，你起動菩提心，無住生心的時候，就當時行，也是覺。所以你可能要先覺，審煩惱

根本，先覺這個煩惱根本虛幻，然後五蘊抽掉，清淨行，於是行完之後，你覺，決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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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這裡講到根據達磨祖師所傳的偈，這個祖衣不要再傳，這個後面就有補述。當時達

磨祖師的偈子是這樣的。 

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這個是達磨祖師當時說的。他說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要傳揚佛法，來救度愚迷的

眾生，有情識愚迷的眾生。這佛法在傳的時候，「一華開五葉」，這一華指達磨自己，開

五葉就從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這五代而言，是不是一華開五葉？這是一種

說法。另外一種說法是說，六祖之後禪宗就分為：臨濟宗、曹洞宗、溈仰宗、雲門宗跟

法眼宗，五宗。所以一華開五葉，也就是這個讖語。說這個從我一華一直開開開，開五

代之後，也會開成五個法脈。 

「結果自然成」，五葉之後禪宗大放光彩，這樣子。所以以這一句的讖言，就是預

言，會開五葉。開五葉，你一件衣要怎麼傳五個？那就不合，不適合再傳了。開始前面

代代相傳的時候是單傳，到這裡，全部聚集在六祖惠能的座下，是不是？如果說我這個

衣是傳給誰，那其他就好像不等同一回事，其實證悟這件事情是平等的，它是平等的。

雖然我們在說修行，證悟有深淺，但是達到明心見性，那不是一般的所謂摸一點摸一點

那個過程，不是的。這上面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不要把這個衣再傳下去，跟大家說了

明白。接下來我們要瞭解的是這一段經文。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

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

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

復如是。」 

這一段經文是六祖惠能大師說完了這個達磨祖師當時所說出的這個讖語之後，又再

對這些弟子說，諸善知識，你們現在各各把心清淨起來，不要悲戚了。因為當時他們看

到六祖惠能大師已經要入滅去了，在傳法上面也都交代得很清楚，所以內心有一些哀

戚，這個時候他要他們各各把心清淨起來，不要再有世俗的這種情緒，所以「各各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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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吾說法」，聽我好好的再把這個法，給大家整理一下。 

他說：「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假若各位你要成就一切種智，

這個一切種智，講的就是佛的智慧，意思是：「能以一種智慧，覺知一切道法，一切眾

生之因種，並了達諸法之寂滅相，及其行類差別之智。」也就是佛祂圓滿的智慧，可以

瞭解一切眾生的問題跟解決方案，一切眾生他的因緣跟他的種性；同時都知道所有諸法

畢竟空，是寂滅的，在這裡面有全部的智慧，以及各別差異的智慧，能夠指導。 

《大智度論》裡面講到：「所謂禪定智慧等諸法，佛盡知諸法總相別相故，名為一

切種智」。也就是諸法的總相，就是畢竟空、寂靜；它的別相，也就是所有裡面，相應

而有的因緣、現象、處理方案等等。聲聞跟辟支佛的智慧，叫一切智，也就是總說，知

道空的道理。菩薩證道種智，也就是菩薩在這裡面開發，有菩提心，度化眾生；所有的

道法，眾生的種性，都能夠搭配得起來，能夠與眾生因病給予適合的良藥，但是他的圓

滿卻還不如佛，他有一些還沒有辦法辦得到。佛智也就是一切種智，已經圓滿了，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 

六祖惠能大師就告誡弟子，如果要成就一切種智，應該要體達一相三昧跟一行三

昧，後面就解釋一相三昧跟一行三昧。他說：「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

愛，亦無取捨」，倘若能夠在一切處，就是在在處處任何一個當下，「而不住相」，不執

取，執著於某一種相狀，在這個所緣的相當中，「不生憎愛」這種分別心。所謂憎，當

然就是自己不喜的；所謂愛，當然就跟自己有呼應的。就是一個是負面的，一個是所謂

有一些黏膩的，相像的這種情緒。「亦無取捨」，而在這個憎與愛當中，你用清淨平等去

看它，所以你沒有要取愛相，而捨憎相，這上面心是不動搖的。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不會在這些順與逆當中起計較，而

且有對於自己所處的立場，跟自己的關係法，有這種利害關係想要的一種欲求心，也就

是無相無願；也沒有要特殊的某種目的的成跟敗的希求心，這一切都是在緣起當中。所

以「安閒恬靜」，內心是安住，是沒有動盪的，整個是寂然的。「虛融澹泊」，謙虛可以

融合，在裡面一切是淡然的。這個是要真的好好修為，這個叫做一相三昧，也就是諸法

住於一相，不做種種分別，但是又看到諸法不可盡、不可思、不可得，離相對，寂然一

相，也就是一切相。如果能夠這樣的話，那生命還有什麼不自由的？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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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看到下雨，這個是別相，你今天看到出太陽，也是別相，下雨跟出太陽，不

會起憎愛之心。很煩！下雨，還好出了陽光，可以曬被子，這就是凡夫的心態。但是好

天氣壞天氣都是天氣，都是一種現象。久旱不雨，你期待於大雨一場，久雨你又害怕土

石流，你希望放晴，這個是人心。 

如果你能夠在這裡面真的什麼都好，虛融澹泊，但是也都看得明白，你不會挑著下

雨的日子曬被子，你也不會挑著晴天的日子，去做一些特殊很操勞，而讓自己過度失水。 

對不對？所以這些就是你在這所有裡面看得明白。像大眾在修行的過程，都會去取一個

需求，會有取一個寧靜，然後討厭吵雜，這個是過程。如果你的心很躁動的話，又在躁

動的這個環境裡面，你可能就好像火上再添油。你真正找到寧靜的地方之後，安然於那

個寧靜，只要進入到有一點聲響，或是比較複雜的環境的時候，就難以安住，那個就是

心性的一種趣向。修行要找個時間，自己檢覈檢覈自己，在吵雜的地方，你能不能心裡

安住？在最寧靜的時候，你會不會讓自己有一種在此老死好也？這種就是對於相，對於

自己生命的一種取捨。 

佛菩薩呢？在這上面只看到因緣，只在隨緣度化眾生當中，不以大、不以小，不以

有、不以無，不以吵雜、恬靜，這樣來做內心的取捨。這是不容易，對不對？人在修行

過程，需要有個過程，沒有錯，但是菩薩就要學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對不對？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這個叫一行三昧。」倘若

能夠在一切處，一樣，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什麼空間，行住坐臥四威儀，都保

持著清淨單純，只是一種質直而無諂曲之心，能夠使這個道場真正成為淨土，也就是道

場是哪裡？我修行的地方，直心是道場，這樣子就叫一行三昧。 

「若人具二三昧」，如果修行人能具有這兩種三昧，就好比是大地有了種子，「含藏

長養，成熟其實」，能夠含容儲藏，能夠長養一切，終究能夠成熟而得果實的。意思是

生命的現場，自己所處的一切，這個地方以凡夫就是穢土，以修行人就是要出凡入聖，

已完成修行者就是淨土，也就是淨度。一行一相這種三昧，就是幫助你能夠這樣去體證

的。下一段。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

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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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大師說，我現在說法，就好比是及時雨，能夠普遍的滋潤大地。而你們呢？

你們的佛性就好比是種子一樣，能夠巧遇這場及時雨，能夠滋潤它，能夠發芽而生長。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如果你們可以按照我所說的旨意，決定會獲得菩提的；如果

能依照我所說而修行，一定會證得妙果的。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再把這個修行匯歸無間修，這一行三昧、一相三昧，是不是無

間修？時間空間裡，而且是無相的，也就是無相而具一切相，這裡面是具足定慧等持的，

他不是昏闇的。六祖惠能大師於是說了一個偈。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他說這個一念包容十剎，菩薩是根據這個心而修行的，所以這個心地，這譬喻心就

像地，稱為心地，所以「心地含諸種」，我們的眾生這個心，圓滿具足所有一切，祖師

大德所說的法，眾生的心地，菩提種子，能夠藉由它滋潤，普遍的發芽成長，所以「普

雨悉皆萌」，這個雨是動詞，就是灌溉、滋潤，「頓悟華情已」，如果能夠頓悟清淨，開

出淨蓮花，轉諸情識之後，「菩提果自成」，那菩提道果自然就結成了。 

所以這個地方也講到，不要忽略我們的佛性，也不要忽略我們具足與佛一樣的清淨

智慧德相。只是我們有這個情，我們是有情眾生，對不對？這上面，都要靠自己去轉去

悟，這經文都是付囑的，很明白，所以很簡單。接下來。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

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說了以上的這個偈之後，又接著說：「其法無二」，其實佛法就是幫助眾生體得

清淨，能入不二絕對之中。我們眾生就是不瞭解，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如果知道無生滅，

本來就寂靜，常住涅槃，那就知道絕對的。「其心亦然」，眾生的心其實本來也是清淨的，

只是不瞭解。「其道清淨，亦無諸相」，佛道其實是清淨，沒有種種的相，佛說這麼多八

萬四千法門，其實就是因為眾生的根器，執迷的程度跟內容不一樣，所以才有這些相應

的法。 

「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你們切勿只要找到一個境界，只想把這個心安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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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乾淨、清淨，一念不起，而想要空掉自己心的這種能力，這種作用力。「此心本淨，

無可取捨」，其實你回來知道，這個心本來是清淨的，也沒有必要要取什麼或捨什麼，

你只要知道這是幻相，你基本上知道這個幻相，不是要把這個幻相排除排除排除，也不

是要追著這個幻相。你想要排除法，那就是強硬的要去找一個空，那就不能夠妙有了。

「各自努力」，你們要保持清淨的覺性，覺性沒是非的，你覺什麼，這個覺性都是清淨

的，是沒是非；是你覺的東西，這個標的出來，照相取了這個東西，解釋它，對這個有

取捨，覺性它沒有是非。「隨緣好去」，隨各自的因緣好好修行吧，因為曲終人散。爾時，

這些弟子們皆向大師作禮而退下。 

這個地方前面講「眾生含藏，可開佛果菩提的種子，涅槃是遠離一切差別之相，所

以無二。」那我們要知道，我們心中現在所有雜染的這些，抽掉了它的雜染，其實就是

智慧，也就是你覺性使用。這個講這麼久了，應該可以很清楚。翻到一百三十四頁，開

始就又描述當時的情況。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

歸必有所。」 

  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到七月八日這一天，突然就召集了大眾，跟大眾說道，我想

要回到新州去，新州就是他的故居，你們速速的去準備船隻；舟就是船隻，楫就是槳，

就划船那個槳。這個時候大眾哀留甚堅，大眾很哀傷，並且很強烈的挽留。 

大師就說道，諸佛出現於世間，示現八相成道，還是示現有入涅槃。這是因為這是

一個四大和合的色身，所以在物質現象界來看，有這個物品的來，就有它緣滅去向，這

個道理大家都知道，這沒有什麼特殊，這是很平常，稀鬆平常的道理。我今天這個身軀，

自然也會有個結束，回歸的處所。就是用得差不多了，用得差不多就會壞了，對不對？

總不要病啊病啊病，拖到那最後一刻，用到破掉再補，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很愛補。破了，

拿什麼東西一直補一直補一直補，補到這樣，破爛不堪，最後一口氣這樣，這樣磨他，

是不是現在人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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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就很堅持，他說回歸的處所，他自己安排。大眾就說道，大師！

您現在去後，也就是你走了之後，什麼時候可再回來？這個回來，可能不是指此生此世

你從新州，再回到這個地方，而是在講你什麼時候再回娑婆，度化眾生。 

大師就回答：「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什麼時候來，是無法說的。《金剛經》裡面

講：「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那如來有來去嗎？無來去。其實眾生有

求，菩薩有應，諸佛都是示現，出現世間，都在減劫的時候，減劫就是世界有壞相，眾

生有一些苦的感受，想要懂得道理，想要修正自己，這個時候就是有因緣。所以他說：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怎麼說呢？無法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