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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 

             印可法師宣講          

那這個繼續。 

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

者，即惠明師也。』 

這個惠明他就說了，他說我雖然身在五祖忍和尚那裡參學，但是我實在是未曾真的

省悟自己本來面目，沒有做功課。今天蒙您來指示，讓我真實進入體會，這真的是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現今行者，您就是我惠明的師父。話說到這裡，為什麼惠明在五祖忍

和尚那裡不能悟？為什麼不能悟？因為參與是非。你現在到道場去，你只要參是非，你

就不可能悟了。你就只有這對那不對，這是這非，你不可能悟。因為你已經把自己放在

那個裡頭，事相裡頭。 

我們前面有五祖忍和尚，他跟惠能對個幾句話，他就知道，這個獠子、獦獠，根器

是利的。但是他又怕他受傷害，所以把他寫在牆壁上的偈子，用鞋擦了去。大家會追殺

他，表示大家是怎麼？你已經進入了是非，而不是為了修行。你在忍和尚那裡，縱使忍

和尚是個大德，但是你有你帶著你的身分，帶著你的身分，帶著你的能力，帶著你要掌

控所有一切的，或是你要為什麼而什麼的任何一個目標那個心，你就不可能不思善不思

惡，所以不會悟。 

而今天這個佛法已南傳，衣鉢向南走，他知道這些都沒有了；而這個時候，惠能也

要離開了，他是真的五祖忍和尚交衣鉢、印可的嫡傳弟子。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他真

的遵循了當時惠能的話，不思善、不思惡，你把你整個心收回來，你所有的東西，一切

都是空了。你放下吧！那問你：你本來面目是什麼？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什麼也

說不出來，就是那個靈明覺照，覺性。你當下剛剛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其實是覺性在

運作，內心所有一切皆息。所以這個時候時機到了，就悟了。 

這個機鋒相對的這些言詞，你能夠在所有的一切裡面，那個心是放平的，而是去看

到自己情緒的動盪，去看到自己心念的對應；阿諛奉承、攀緣附會，它這些都不是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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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思惡。可能當下，兩個嘴巴子啪啪，好了，這個就是古德禪師他們的特殊做法。要

不就是破斥、喝！要不就是棒。但是在我們現今，在我們佛門，就是規矩裡面，戒律裡

面是不可以，不可以去摸到別人的身體，那是不可以的，這個是中國特有的禪的特色。 

所以剛剛在講說：「密在汝邊」，就是我們要自己好好去體會，真實的密意是這樣的。

這個惠明他今天悟了，為什麼呢？因為「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這是古大德給我們的指標。如果你的心中有憎愛、對立、是非、善惡，這些都不是，而

是你洞然明白，這所有的一切實相，你就安住在現況中。「欲得現前」，佛性，你的體悟， 

智慧能現前，沒有順逆，莫存順逆。接下來這個惠能就回答他。 

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你如果是這麼說的話，我也不敢當，當你的老師，只是說我跟你都同樣是以黃梅為

師，師出黃梅嘛！也就是五祖忍和尚那裡來的，所以以後要好好的護持佛法。當然這個

護持也應該講說，你不要再造作起心動念，那好好的安住清淨當中。有的是悟每個人的

這個密意，他發展出來真體證，證量差異有差，就是悟有很多種。這個地方善自護持。

這個時候。 

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 

  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 

  明禮辭。 

這個惠明又問了，今後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之前惠能也是問忍和尚，我到哪裡

去？當時他智慧未現，他只是當下去悟得，對於自己未來的路徑呢？還是明眼的，上看

下是看得明白的，下看上是看不明白的。自己看自己明白，看明白到什麼程度的明白。

所以這個時候惠明又問他：「我以後到什麼地方去」？惠能就回答他：「逢袁則止」，他

為什麼知道他「逢袁則止，遇蒙則居」？他為什麼知道？因為看別人看得明白，他的因

緣。那看自己呢？看自己能夠瞭解累生累劫，過去生、過去世、現在跟未來嗎？因為外

境，你可以有線索可尋，而自己本身，沒到那個火侯就是看不懂。 

像世尊，世尊的弟子舍利弗，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多少世多少世，就看不到更深遠

的地方。看得懂別人的某一個層次、時間，就看不懂他更長遠的過去跟未來。但世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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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上面是沒有障礙的。 

惠能跟他說：你袁就是江西的袁州，現在是屬於江西的宜春縣，到那裡你就可以停

止下來。遇蒙則居，如果到蒙山，蒙山位於江西境內，如果到那個地方，你就可以安住。

你現在就是往江西那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可以停止了，開始尋覓，到蒙的地方你就可以

居住。惠明就禮辭。 

這個地方講到這個遇蒙則居，我們現在不是有個「蒙山施食，化蒙山」嗎？這個給

大家補充，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說這個遇蒙是這樣子的，惠明其實他跟惠能告別之

後，他沒有馬上，即刻動身到袁跟蒙去，他是三年後才到蒙山去的。 

在蒙山的這個地方，有一天，有一天他在過程裡面，碰到一個鬼，碰到一個鬼。這

個鬼呢？生前是個秀才，人都是有習氣的，所以他死後還是很愛作詩，這秀才就吟詩作

對。然後惠明，因為你徹見自己本來面目，就法界開，十法界就會開，看你悟到什麼程

度，法界實相你就可以開，你就可以看得懂。因為你沒有執著，你沒有界別，徹見自己

清淨本性，他就沒有這些欲界、色界。你沒有欲，欲界對你來講很清楚；你沒有停留在

色界，精神層次的那種輕安什麼，所以色界的一切也很清楚；你並不是寂然，讓自己進

入一種不動定裡面，所以無色界很清楚。他在三界不留，他也不會住三界，所以當然他

就會開這個。徹見自己本來面目的人，這些就知道 

所以這個秀才死後還在作詩，他就看到惠明，他就作了一首詩。他說：「寂寂荒郊

夢亦長，古今成敗懶思量，野草鮮花捻多少，苦雨酸風幾斷腸」。這個是哀嘆啊！「夜

餘螢光同出入，五更雞唱影形藏，悔不當初修心地，致墮青山淚兩行」。死了還在作詩。 

我們這個詩句講簡單一點，他的意思說：在荒郊野外，我這個夢也是很長很長，因

為當孤魂野鬼，永遠夢不完嘛！「古今成敗懶思量」，到古時候現在，所謂自己以前的

成敗，也懶得再去算計它。「野草鮮花捻多少」？野草鮮花，這就是你的環境，你當孤

魂野鬼還能怎樣？然後「苦雨酸風幾斷腸」。因為你就是個鬼呀！你斷腸也斷腸吧！ 

「夜餘螢光同出入」，反正這夜間，就跟這些螢火蟲，這個日月星辰同出入。「五更

雞唱影形藏」，五更就是天亮了，天亮了我就要趕快躲起來，因為我是鬼。這樣，這個

詩詞就是這樣。他最後一句「悔不當初修心地」，沒有功德力啊！「致墮青山淚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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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鬼都作了這個詩。 

這個惠明聽了之後，就為他說法，惠明就為他說法，讓他超度，超度他，然後就脫

身去也，所以叫做化蒙山。這蒙山施食、化蒙山就一定有說法，就是超度鬼魂的，這是

在講惠明的這一則公案，所以後來很多人就是蒙山。這個地方就繼續講，講到惠明，明，

這個是小字，小字是補述他的行程。 

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

明，避師上字。 

這個惠明他就回頭了，回到五祖忍和尚的路上，就碰到這些要追趕的人，他就跟他

們說：「我到了陟崔嵬」，就是一個山嶺的名字。我到陟崔嵬，竟然沒有看到惠能，「當

別道尋之」，大家到別的地方去找一找，因為我都沒看到嘛！快馬加鞭，一馬當先，因

為他原來是個武官。「趁眾咸以為然」，大家認為也對，你都看不到，找不到了。惠明就

跟他們離開，後來他就改為道明，為了要避開，也要尊敬惠能，他的首字也是惠，避這

個名諱，所以他改成道明。 

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原來學佛要懂得如何真心契入，他在所有的事件裡面，我們

是可以發心去做什麼事。並不是為了批判，我們並不是為了在這個是非裡。你到任何一

個地方去參學，記得！標準原則「不思善、不思惡」，但是你可以恭敬承事供養，做什

麼事？你是來參學的，有法義、有大德為你點破，或是你有什麼不懂的地方，絕對不要

在事相上。有的只是在事相上，師父！我一句話想對你們說，你們道場怎麼會這樣，就

開始批評了。要不然就說，師父我從哪裡來，那個地方我實在很不喜歡，來到你們這裡

真好，這個也是比對。所以從來沒有美好的過去，總是會有遺落，就是空洞不好的過去

歷史，所以才會引你往前走；來到這裡，這個又將成為過去，因為你又進入是非中。 

所以如果你能夠真正守住自己的清淨，不思善不思惡，在這裡面該怎麼樣就怎麼

樣。可是在行住坐臥之中，保持自己的那個清淨覺性，在這所有眾生的一切裡面，不參

與自己的那種知識概念。能供養的供養，能夠在這裡面，一起熏修就一起熏修；不是為

了阿諛奉承或是群黨。有的會有偏黨的狀態，那個你就不會有什麼收穫，只會學了一身

的伎倆。可能與人相處，有某一些能言善道、八面玲瓏；可能你有一些能力的發展，但

是對於自己的徹悟沒有幫助，這樣子。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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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祖壇經 1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

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

曰：『但喫肉邊菜。』 

這個地方講惠能，後來他就到曹溪，曹溪就是韶州，經廣東省曲江縣東南的地方。

這個曹溪就是大家都知道，曹溪就是後來惠能在那裡大開東山法門，就是接引眾生，這

個曹溪。這個曹溪給大家介紹一下：「曹溪，它這條溪發源於狗耳嶺，西流與溱水合，

以經曹侯塚故，又稱曹侯溪」。也就是它發源是在狗耳嶺，然後有兩條河併起來，因為

經過曹侯塚，曹侯塚是誰？對！曹操。因為經過他們家的這個墳墓那邊，所以叫曹溪。 

梁天監元年，這個有故事的。梁天監元年，西元五百零二年，天竺的婆羅門三藏智

藥，智藥，這個智藥法師，他到曹溪口，他就到曹溪的這個地方，飲其水而知此源聖地。

就是它這個地方，跟印度的某一個地方，長得非常的相像，地理環境很像。所以他就勸

村人建寺，勸大家說，這個地傑人靈的地方，好好建個寺。因為他跟西國的寶林山很像，

所以後來就建這個寺，叫寶林寺。是不是前面有師至寶林？對不對？前面的緣起的地方， 

時大師至寶林，就是在講這個地方，這個是五百零二年的事。 

那個智藥他又預言，他說一百七十年之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演無上法門，得道

者如林。這在前面我們有介紹過，這是他當時的預言。到唐朝儀鳳二年，就是六百七十

七年，就剛好正是一百七十五年。他講一百七十年後，結果就是在六百七十七年的春天，

六祖惠能從弘忍處得法，然後到印宗法師那邊剃髮，受具足戒回到寶林寺，剛好一百七

十五年。是不是一百七十年後，這當時的預言？結果大弘法化，所以人家稱為曹溪法門。 

後來六祖惠能在唐朝末的時候，在唐朝之後，這個禪宗慢慢慢慢的沒有那麼興盛。

到宋代，這宋代，宋代又經過到明朝，宋到明朝的時候，這個禪道就轉衰。因為後來禪

宗的很多法師，禪宗的大德，開始都像惠能一樣非常的謙虛，還很謙虛；然後到後來又

有一些轉折，讓很多道風變得非常的嚴厲。有些時候這個禪師在經藏上面並沒有融會貫

通，他想說，不立文字，所以有的很狂，有狂禪的出現。這之後就不是很，就是大家不

在這禪宗上面，有非常景仰如過去一般。當時紫柏跟憨山，憨山大師，他們就認為這個

曹溪，這條溪長年累月河淤所致，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是有淤塞嗎？於是紫柏他就派人，

自己也去到那邊，去把這個曹溪的河床，河床的淤泥再清一清。清一清之後，禪門又有

一陣子的興盛，這個是古時候歷史寫的。那我們不要再著在風水上面，我們聽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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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 

話說惠能後來到曹溪，剛剛大家知道了，到了這個地方，又被惡人追尋，追殺到了。

所以他到四會縣的時候，就避難，躲藏到獵人隊裡面去。所以他是先到曹溪，然後躲起

來，後來就回到曹溪來說法，前後經過十五個年頭。這些時間內，惠能都跟這個獵人一

起，獵人如果有什麼樣的根器，他就會相應他來為他說法。獵人也很尊敬他，就讓他也

不去打獵，就照顧那個網，陷阱。 

他看到有一些眾生，這個禽、畜生被補，被這個網捕獲的時候，只要活著他就把牠

放掉。要吃飯的時候，就摘些野菜，就菜跟他們獵人這個肉一起煮。人家問他：你怎麼

不吃？他就說：我就吃肉邊菜。所以很多人後來，沒什麼修為，都說自己吃肉邊菜，不

執著啦！人家這個是環境不得，不得那個環境，所以你還願意吃肉邊菜。那我們有的是

可以好好的選擇，然後就說自己吃肉邊菜，好像高僧大德一般，這是兩樣風光，這是不

大一樣的。這個地方呢？這個是描述這些，都是很白話的。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 

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 

  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 

這有一天，這惠能的心中就思惟了：「時當弘法」，這個應該弘法的時間也到了，我

不可以一直這樣隱遁下去。於是呢？就離開了獵人隊，這個是到哪裡呢？到廣州法性

寺，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唐高宗儀鳳元年，他到法性寺去。法性寺今天稱為光孝

寺。也就是這部經呢？為什麼我們的開頭也寫「風旛報恩光孝禪寺」，對不對？就是這

個寺，後來它改成光孝寺。所以他到光孝寺，就是到法性寺，正遇上住持印宗法師，他

在講《涅槃經》。 

他就還沒有進去參學聽之前，這個時候就有風吹，這個五色彩旛，佛教的旗幟，這

個旛動。那旛動，這一僧就說：啊！風動了，風吹旛動。風動，這是因為風，所以旛才

會動。另一個僧人就說：這是旛在動，二個人議論不休。惠能於是就走上前去，他說：

這不是風動，也不是旛動，因為這是事相。事相是不是有風也有旛？這是事相，兩個就

針對事相就開始說風動還旛動，「仁者心動」，是兩位你的心在動，因為他在對立。將要

對立的時候，佛法要講的，它是在講你內心的那個寂靜湛然，你能接受所有的，風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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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旛動又如何？亦是風動，亦是旛動，但是心中不動，所以他就不會爭休，就不會

議論不已。「一眾駭然」，旁邊有一些人聽到了，就讚歎！驚訝！誒！說對了，我們就事

相，那又如何？ 

這個地方再補充一個故事給同學聽，這是蓮池大師的，這蓮池大師的一個故事。說

我們這個眾生，總是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在爭執著什麼叫對，什麼叫錯。說有一天，

這個蓮池大師他就在畫，蓮池大師不是常畫放生，勸人行善嘛！這蓮池大師他就在那邊

畫，畫，然後要勸大眾，就好好的改變自己，因為我們在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蓮池大師在那邊畫，然後就有一個參學的人來，他就跟這個蓮池大師講說：你畫這個有

什麼用呢，這個都是事相，這都事相，這些眾生善啊惡，自有因果。這個禪呢，「無一

事可褒」。真正的禪，它沒有一件事是可褒可貶的。「無一物可貶」，所以你也不用再寫

十善行，畫這些書，這些不用，因為禪就是本來無一物，整個人空就好了，你寫那種書

有什麼用，說得好像是真的。 

這個時候蓮池大師就回答他：「五蘊糾纏，繞無止境，四大奔放無比擬。」你怎麼

說沒善惡，他這講，這個蓮池大師在講眾生。眾生在五蘊糾纏裡面，從來沒有停止過，

「四大」地水火風，永遠在外界裡面在追尋、造作，所以眾生因為他不知道，所以他造

善造惡之後有果報。蓮池大師自己已經懂得禪意了，可是他這是要幫助眾生，就像世尊

他當時悟道的時候，夜睹星空，大徹大悟。後來世尊還不是走出來為五比丘說法，還不

是開了三藏十二部。這不是為祂自己，因為眾生有所需要。禪並不是獨獨你悟道之後就

坐著，不是這樣，那不叫佛，那只是悟得你本性而已。悟得本性又如何呢？長得都一樣，

吃飯都吃一樣，只是你內心狀態不一樣。但是蓮池大師他寫十善行的時候，是為眾生。 

這個遊方僧，他是修禪的，他就不服氣。他就反駁：「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善惡

諸法，畢竟非禪」。他一直強調這個禪，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我們都知道啊！我們讀

也讀知道。善惡諸法，畢竟非禪。這個蓮池大師就回答他：「裝著懂事的人很多，你也

不是真的東西，善惡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再議論的？」意思說你講這些我都懂，你

也不是真的有，你只是在講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因為你的口氣不對，你是指責蓮池大

師這些不用做。他就很生氣，他意思說，善惡之外再議論其他的如何？我們現在不要談

善惡，蓮池大師這樣說，我們現在不要談善惡，我們再談談別的好不好？ 

這個遊方僧就滿面怒氣，你沒有辦法承認，認定我說的一切皆空，不要跟我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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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了。於是這個遊方僧就很生氣，滿面怒氣，瞋恚、瞋恨的心，那個鐵青的面孔就跑

出來了。這個時候蓮池大師，他就悠悠的、和緩的說：「你怎麼不拂拭掉你臉上的汙穢

呢？」你那張臉為什麼不好好擦一擦？你說：「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善惡諸法，畢竟

非禪。」不然你現在怎麼臉鐵青著在生氣，你有真的懂得四大本空嗎？你有真的懂得五

蘊非有嗎？你只是在說，禪要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是學他人言語的鸚鵡，那不是你的。 

善惡是法，法非善惡，善惡是我們比對比對出來的法，但是諸法實相，諸法實際狀

態，它就是寂靜涅槃，畢竟清淨，法是沒有善惡的。所以真如理體上，一法不立；但是

在事相上，善惡因果歷歷宛然。在眾生間是這樣，所以要教導眾生上面，你是站在哪裡？

清淨之中說眾生事相。所以世尊告訴我們有果報、有因緣、有輪迴、有六道、有餓鬼、

也有怎麼樣，祂告訴我們，並不是祂要我們成就這樣。祂是要告訴我們，我們如何脫胎

換骨，我們如何從心地法門上面去轉出來。祂不是要強調有漏、對立的東西，祂是用比

對比對讓我們知道，而慢慢真實的迴光返照。 

那這個遊方僧，他只是懂得禪的語詞，而自己做不到。蓮池大師在為眾生寫這個十

善行的時候，他不過是在這多此，多的這些言語，多此一舉，更顯得自己的無修無德。

我們修行裡面，常常會有這個過程。小心！有的人他可能瞭解了某一種辦法，那他不瞭

解這些所謂菩薩僧，他整個在做的行徑裡面，並不是他懷抱著善惡的對立；而是他是看

眾生如此，流出法門幫助眾生。這個法門是因為眾生需要，不是他自己站在這樣的是非

對立裡面。 

這個地方也就是真正修行人他有分，他有分我今天處在世間，世間的智慧就是要幫

助眾生去體解大道。對不對？我們是不是在做這樣的叫菩薩行？但是菩薩基本上是安住

清淨真如當中的，他住在清淨中。所以我們要體得清淨的佛性，你做所有一切的時候，

自然無所得心，不對立，不期待，因為那只是幫助眾生。 

再來看，舉例。舉例你是一個家長，你是個家長，當兩個小朋友吵架的時候，其實

你看得明白，你知道他們因為什麼而吵架，也因為這個心思如何，這個他的想法如何，

這個他理想中他心中所期待的答案如何，你都知道他們爭吵的癥結在哪裡，你明不明

白？你明白。那你在看他們爭吵的過程，你會不會說這個上面你太跋扈了，你不對；這

個上面呢，你太怎麼樣了，你不對？所以這個時候，你說出你太跋扈，你不對，那你跟

他交換好不好等等這些辦法，並不是你不明白，也不是你進入吵架的是非中，而是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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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懂實相。這樣舉例聽懂？ 

這個就是佛菩薩在做的事，祂看得很明白。如果祂今天指導是非，指導是非是因為

祂看得明白，指導是非；並不是說你這個，討厭你這個是，或是討厭你這個非。所以它

是不對立的是非，就事相而說；相狀上有它的因緣結構。但是以自己修為的這個部分，

自己站的是一個不對立的清淨當中，這修行人應該把握的，把握對事對理，理事圓融。

他是事中含理，理中有事，不礙。這個狀態也就是六祖他當時風動、旛動，其實風跟旛

是因緣和合，事相上。但是兩個為什麼會對立？針對他們兩個議論不已，所以是仁者心

動。這樣子。這個時候印宗，這個印宗法師就知道了之後。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惠能曰：『不敢！』 

這個印宗法師就把惠能延請到上席，然後詢問佛法的奧義，當然他會提問一些比較

有深度的問題。印宗法師就聽到了，看到惠能所說的語詞裡面，言詞都非常的簡潔，而

道理很透徹，都不是從文字表面上去得來的。因為這個透徹就是密意，他所展現出來的

密語，印宗能懂；但這裡面他能夠看到那個深邃的真的法義，它不是用語言文字表面這

樣解釋的。 

所以「宗云」，就是印宗法師他說：「行者」！因為他沒有落髮，他還是現在家的樣

子，他說你一定不是個平常的泛泛之輩。「久聞」，這是很久以前，十幾年前，久聞五祖

忍和尚他傳衣鉢，叫做黃梅衣法，傳衣鉢，那佛法就往南方傳來了，莫非你就是那個行

者嗎？所以這件事呢，已經在十五年當中，佛教界當時也在尋找這一號人物，這衣鉢到

哪裡去了？得道高僧是誰？雖然知道是有一個少年，盧行者承衣鉢，但是一直沒見到廬

山真面目。惠能就回答：不敢！那個意思說：是！但是我不敢說，我就是什麼樣的身分。 

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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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這裡，這個印宗法師絲毫不高傲，這個就是真正你要接受指導的人的一種心

態。這個印宗法師知道這不是一個平常人，然後他說：「不敢」！印宗就向惠能作禮。

我們佛門的禮節裡面，佛門的儀軌裡面，出家人不可以跟在家人頂禮的，這你們不懂，

我們懂，他是不可以的。他怎麼敢跟他作禮，為什麼？達者為師，只是因為這樣。如果

你佛門的禮節，你在家人怎麼承擔得起，那出家人為你作禮，跟你禮拜。因為達者為師，

就如佛他徹見佛性，佛性不分大小、男女、老幼。這個印宗法師是比惠能還老的，他有

戒臘的，他還是這裡的住持。對不對？所以他就告請傳來衣鉢，他就請求，請求把傳承

印信的這個衣鉢給大家看，「出示大眾」，拿出來給大家看。當然這時候六祖恵能就照做

了。 

「宗復問曰」，印宗法師又再問：「黃梅付囑，如何指授？」五祖忍和尚他在付囑你

衣鉢，教導你的時候，都是怎麼樣來教導你？惠能曰：「指授即無」，要是有指導教授，

那就不是了。因為佛法，每個人的佛性本來面目，這個沒有辦法用教授來的，是用體悟

來的。教授是辦法，它是一個手段。今天我們聽經聞法，是學習那個辦法，那個手段，

它沒有辦法給予你佛性。因為佛性本來在自己，這自己的摩尼寶珠，怎麼幫你挖出來，

拿把刀切，拿出來，不過是個會跳動的心臟。那個不是！他說：「沒有說什麼，只有談

論見性，我們不談什麼禪定解脫」。 

這就麻煩了！我們六度不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嗎？不是禪定才

能得解脫嗎？解脫之後才能五分法身，得解脫知見，為何不談禪定解脫？這樣《涅槃經》

是要講什麼？因為他這是在講一個整體的。就像佛所說的三藏十二部，是給我們辦法，

我們常常把辦法以為就是究竟，其實錯了。法門就是你要契入佛法之門，這法門是一個

辦法。那我們常常把法門當為就自己的佛性，那是兩碼子事，這個是要幫助我們走進去

的。 

所謂的禪定，在佛門裡面它解釋，「令心專注於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的狀態」。

所謂的解脫，是「由煩惱的束縛中解放，而超脫迷苦的境地」。所以兩個是不是不一樣？

是不是不一樣？一個是你專注在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是不是還有對象跟散亂的同

存？所以只是把它整理，把它整理，所謂禪定的修法就是整理好。整理好，為了達到那

個目的，就是由煩惱中解脫出來。 

那為什麼五祖忍和尚他不談禪定解脫？他不跟你講，你怎麼修禪定可以得證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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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直接就是讓你撥開。中國的禪宗，它講的是般若智慧，它這個禪，不是禪定的這

個禪，這開宗明義第一堂課我們就講。《六祖壇經》它不是在講禪的辦法，它是直接在

講般若智慧，你的般若智慧本自具足；所以這些辦法都不談，就是你把外面的這些東西

都撥掉，你把它都撥掉，那你就會徹見自己的佛性。由自己的佛性，由自己的這個佛性

再發展出，所有一切當中自然運作。自然運作，能夠幫助眾生，也徹見他的佛性，這個

就叫佛法。這個意思是這樣。 

所以禪宗所使用的這個辦法，它是冷暖自知，自證自悟的，他說不談。他就說：「為

是二法，不是佛法」。因為如果禪定解脫，我們講我要怎麼修禪，我們真的證得解脫，

這個不是佛法，因為佛法是不二之法，它沒有這個次第上，因為它講的是我們的清淨真

如、自性，自性它是不二。但是我們凡夫，我們不是利根器的，我們是鈍根的。我們不

是利根器的，我們是漸修，不是頓悟的根器來講。我們藉由這個方便而契入佛性，看人

是有必要的。所以我們要漸修漸修漸修，當契入的那個當下，佛法是不二的，不二之法。

就像剛剛的很多大德的舉例，那些都是不二，他不思善、不思惡，他並沒有所謂什麼的

狀態。因為他在禪定中而不修禪。同學這一句聽懂？ 

我們一般是，我們在修禪，是使用一個辦法；真正進入禪定的時候，真正進入禪定

的狀態之中，他沒有修的心。真正進入禪定中，沒有修的心。沒有修的心，當下沒有修，

也沒有迷惑，當下就等同是解脫。那我們在講禪定跟解脫，講的是次第漸修的狀態之下，

你一定有禪的修為樣子，那個叫坐禪，那個叫坐禪。這個大家如果有比較長期的修行，

可能對於這些是比較瞭解，因為我們的重點還有很多，不在這上面。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

『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

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這個印宗法師他在問，黃梅怎麼教導你們的？他說：我們都不談這些次第的辦法，

我們都直指人心，直指人心。那印宗就問：什麼是佛法的不二之法？講到什麼是不二之

法，他說：法師你在講《涅槃經》的時候，有闡明佛性，那佛性這個就是不二之法。譬

如在經文裡面有講，高貴德王菩薩，他就向佛請問：「犯四重禁，作五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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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禁就是出家人嚴重的四種禁制，全稱四重禁戒，也就是殺、盜、淫、妄，或是

四重禁。這個是戒律所禁止的，是根本重罪。在我們僧眾的戒律裡面，這叫殺頭罪，不

是真的去殺頭，就是你犯這四重禁的時候，不能跟僧眾和合住，這裡面有很多的是要擯

除的。造作五逆罪，五逆，大家聽經聞法多年知道，有小乘的五逆，大乘的五逆。弒父、

弒母、弑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和合僧，這些都是。 

他說：如果犯四重禁跟五逆罪及一闡提，一闡提就是不信正法，也不信諸佛所說的

教戒，斷滅一切善根的人，這是一個短暫的暫時狀態。有的人佛法他不聽，什麼善惡法，

我自己看的就最明白，我想的就最對，你跟我說什麼，都是你別人的想法，他完全不納

受。這些呢？當斷善根佛性否？當這些人是不是他的善根佛性都不見了？但是佛在經典

裡回答，善根有兩種。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它不是在講你常跟不常，不是常，也不

是無常，因為佛性它不是在時間空間所有的裡面，在講這些東西，或是因緣法，是故不

斷，名為不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