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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5》 

             印可法師宣講          

六祖惠能大師他傳法偈，其實就是在這個課本裡面，就是前面就已經講過的，它是：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這是六祖惠能大師留下來的

傳法偈，繼續我們來圓滿〈付囑第十〉後面的這段經文。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大師先

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 

這個上面就是之前弟子們問他，世尊傳法到現在，總共經歷了多少祖師大德？六祖

惠能大師就慢慢慢慢講，於是他就講惠能我個人，就是世尊正統法脈傳下來的第三十三

個，所以我就是三十三祖。從我之前上面這樣諸祖，都是各別有認可跟傳承的這種事實，

那你們呢？這是對弟子說，你們以後也是一樣，要把這個正法流傳下去，「遞代流傳」，

不要使之走了樣，乖違正理，所以不要讓這個正法有扭曲，有一些訛誤的情形，這個是

跟弟子的交代。 

六祖惠能大師在先天二年的癸丑歲，也就是公元七百一十三年八月初三的這一天，

這一年的十二月，小字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也就是他八月初三，那一年到十二月，年

底的時候就改叫開元，他在國恩寺的這個地方用完了齋飯之後，就跟徒眾們說到：「汝

等各依位坐」，你們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好好的坐好，我一一要向你們告別。他前面就有

講，我要走了，塔也建好了，這一天果真來了，他跟大家說，我跟你們一一道別，這個

時候終於師父要走了，那有一番對話。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

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

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 

這個地方法海就向大師說道，說和尚您要留什麼教法給我們，好讓我們做個依憑，

讓後代迷昧的人們，也有機會得以見到自己的佛性。其實前面已經很多了，前面他有講

到，我自傳法到現在，你們把這些結集起來，就叫《法寶壇經》，但是總是公然的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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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眾一起坐的時候，還請和尚再說幾句。 

這個時候大師就回答：「汝等諦聽」，那你們現在可要好好仔細的聽聽，後代有迷昧

的人，如果他能認識眾生，那麼就是佛性。這個眾生在《六祖壇經》裡面特別的意義是

心中所有種種的發生，因為前面他有講到，要懂得這個眾生，你心中是不是會有虛妄的

想法，貪瞋癡、嫉妒心等等的那些？所以這裡面講「若識眾生」，如果知道你內心裡，

這個裡面你所有的這些內容，不是人，就事、就物，這種種種種的發生，都是在內心。

這個時候如果你能識得自己內心的這些種種種種的東西，你如果能夠認識懂得，也就是

佛性，這個就是覺性。那另外的解釋也可以講，如果你能夠懂得所有的眾生，其實跟你

一樣，那你也懂得佛性。 

倘若你不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如果你不認識你心中所有所有點點滴滴的發

生，如果你都自己看不明白，即便你是經過一萬個劫那麼長的時間，也難以找到佛性，

你也找不到佛。那我現在再教授你們，再講一次，若能夠認得自心內的眾生，也就能夠

見到自心的佛性。如果你想要見到佛，基礎上就一定要去認識你內心種種的發生；只是

因為眾生迷失了佛性，並不是佛說了什麼，迷惑了眾生。你不要把這個佛、跟自己、跟

眾生三個扯開，這樣的意思。 

我們一般來講，佛是佛，有一個佛，我是我，眾生是眾生。這裡匯歸來講，就是在

講說其實你心中的種種的發生，當你清淨的時候，你就是佛，眾生也是跟你一樣，那佛

就是這個完成者。所以你的心、你的佛性，跟佛、跟眾生，三個是沒有差別的。如果你

能夠瞭解這樣，那你就是佛。所謂的眾生，是自己內心，眾生迷昧了，外面的眾生也是

迷昧的，把這個覺性、這個佛性，沒有看明白，迷失了，所以你就變成是眾生。並不是

說有一個什麼的佛，也不是說這個佛性，它會讓你迷惑，不是。佛性它不是因果，它沒

有是非，它是覺性，它是清淨的，它不會造作什麼東西。下面一段。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

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

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  

先唸到這裡。所以他說「自性若悟，眾生是佛」，每一個人的自性，每一個人清淨

覺性，其實它本來是沒有什麼東西的，它就本來無一物。如果你能夠覺悟，那麼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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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眾生。你原來叫做眾生，其實你原來也是叫佛。每一個人都有清淨的覺性，那你如果

能夠覺悟，這裡面所有所有的發生，這個是覺性的使用，而它不是染汙的，如果你能夠

覺悟的話，那麼眾生就是佛。每一個外面的世界的所有，跟你自己本身也就是佛。 

如果你沒有辦法悟呢？「自性若迷，佛是眾生」，原來的覺性是無是非的，可是你

在一念不守真如，裡面有些迷昧的情形，那麼你原來是清淨的佛性，你本來是佛，這個

時候一念之間，你就落到自己是眾生，你也讓這一切發生了，一念迷，就成了眾生，所

以清淨的自性是平等的。如果你能夠平等視眾生，來看眾生是佛，那你自己也是佛。是

不是？佛看我們是平等的，佛看我們是平等的，佛是清淨在看我們，所以在佛的眼裡，

我們是佛；可是我們在看自己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是眾生。所以理想揣

測佛的佛，就佛祢到底是怎樣，可是佛在看我們，都是佛。 

所以「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自性就是清淨的覺性，如果

你是不正，你是邪曲的，你陰險，這裡面有一些不正確的東西，自己從清淨中落為眾生；

你這一念起，這個不正，這些東西一產生出來，那你就是落入眾生。一樣的道理，縱使

佛在眼前，你也視之如眾生，因為在你的世界裡，所有的一切，就是反映嘛，所以人的

所有一切，就是反映你內心的境界。 

這樣說，大家不懂的話，他就說：「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其實你就是佛，

說來說去就是你自己就是佛，你要當下承擔。所以你們如果心是在陰險邪曲當中，也就

是如同佛落到眾生裡面一樣。「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一個念頭，若平等坦直，一

個念頭，你清淨回來了，平等坦直，那也就是眾生成佛，也就是你自己從眾生中，修證

而成了佛。 

所以每一個眾生呢？「我心自有佛」，每一個個別的我，心中本來就有自性佛，你

自己本來就是佛。「自性是真佛」，自己認識自己的佛性，也就是所謂真如，也就是叫佛。

「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自己如果沒有與佛一樣的清淨的這樣的佛心，你到何處

去求得真佛？在你的眼裡都沒有真佛。因為你的心中看的世界，全部是你內心的世界，

你的解釋全部是你的解釋。怎麼可能看到佛？ 

就像提婆達多看世尊，怎麼都不是佛；阿難看佛，就是佛。兄弟兩個，提婆達多怎

麼看世尊都不對，祂都不是佛；可是阿難看世尊就是佛。其實你有沒有佛，外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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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尋找一個假設性的佛，那個都揣測，你的世界看出來的都不是佛。當你的心中不

清淨，是邪曲的狀態，哪有佛可找到？你要一直去找佛，念佛怎麼樣，你都沒有佛心，

你都沒有那個清淨。對不對？所以繼續。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

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

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六祖惠能大師繼續說，要知道你們的心本來就是清淨的，這個本來清淨的面目，也

就是佛。所以同學，就是要把你的心清淨起來，說簡單就是這樣。佛在哪裡？要去外面

抓一尊佛，來放到哪裡，也不過掛個玉像，什麼像，這樣。人家說「佛在心中坐」，把

外面的佛，你放到我的心中來，然後你自己還在那邊，我業障，我恨，我討厭，那佛祢

在哪裡？這是一種矛盾，這是一種非常矛盾的東西。 

你的心如果清淨了，你就能夠證悟，那個就是佛，你就是能夠開悟，那你就是見到

佛性，就是自己這樣成的。所以更別狐疑不信，你不要不相信，心以外，心外，「外無

一物而能建立」，心之外沒有一物可以建立起來什麼叫佛。這個時候是不是要讓大家去

把這個給洗掉？因為大家對於自己的師父六祖惠能大師，一定會投射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依附，很多的情感的依附，那精神上的一種景仰崇仰，但是會回歸到去修自己嗎？

也知道要回歸修自己；但是師父的離開，這事實上的離開，就會讓自己失去信心，所以

他這一番話，是不是要強調於你信心的建立？你不用擔心，你只要去把你自己的裡面弄

清淨了，一切沒問題了，你就知道，就是佛。意思是說，他要告知大家的是，我就是這

樣做過來的。他怎麼悟開？一祖一祖這樣傳法認可，也就是認可到你真的清淨，你這沒

有染汙，所以你是一個本來面目的本來人，自性佛，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認可這一點。 

如果說你的心中，還有一點點雜雜碎碎等等這些東西，他當然不會認可；因為你的

世界都還在對立二分法，你有是非曲直。那你有是非曲直，你在看所有的一切，就是非

曲直，是不是這樣子？所以他說心外沒有一物可以建立起來。「皆是本心生萬種法」，一

切都是由眾生的心念所生出來，就是眾生的基礎為基礎，那心意識裡面變現萬種法。 

所以經典裡面講：「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內心裡應外物，意識裡結構

起來，那你解讀它，這是你的認知解釋，你認知解釋之後，這就是法生了。內心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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滌除掉這雜然的妄想，這所有一切法，是不是只剎那之間，也無消無息？這是一個妄想，

這就是個無明，當你要知道你想出來的東西，看出來的東西等等等等的這些，這個萬法

在你的心中生起來，當然這在講的是一種意識造作的。 

你如果說現在很簡單的兩個東西，這個舉例。譬如這兩個東西，這是不是法生？你

認知了所有，一切物質的精神，這叫法。這個兩塊布，一紅一黃，這也叫法，可是是沒

有是非的。這是一個很單純的用根，這個是了別、分別、了知的覺性，這一黃一紅，這

個就沒有是非。你等一下還會去記得一黃一紅？不會，所以法有沒有生？無生，它無生

也無滅，它無生就不用去談要滅。對不對？這就法性。 

那你如果說一黃一紅，黃漂亮，紅也漂亮，如果我要的話，我要選擇什麼？這是不

是法生？這個是不是法生？這是一個抉擇。這個抉擇如果我要選擇什麼，那個我不要，

這裡面是不是就很多很多相應於外，然後就是結構結構再結構？所以「等一下桌上那一

條，黃的我要，我要帶走」，是不是這樣？如果不是給你黃的，而是給你紅的，「我是要

黃的，紅的太醒目，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沒有黃的我就不要了。」這個時

候是不是萬法生？當然你又迴光返照，黃的跟紅的，有什麼差別？它沒有差別，它功用

一樣，色澤上黃紅沒是非，對，這沒是非，我何必在這裡計較分別呢？於是當你內心的

意識滌除掉這些雜染的妄想的時候，這黃跟紅沒有是非，這個法是不是又滅？  

所以有法生的時候，它就懸在那裡，你會採取行動，你會有思想裡面的一個判別，

這些還不一定造成極強烈的情緒等等的東西，這還是算很稀鬆平常的，可是還是有了一

些你認為的要與不要。如果說，好，你這些都沒有的話，給你一條黃的，給你一條紅的，

都好，你可能都好，這上面沒有什麼分別。這上面世尊就在經論裡面講，講說。 

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非生滅。 

世尊在講到「法從分別生」，這裡面講的這個心生萬種法，這個是在講這個分別見，

法從分別生，眾生是有這個覺性，可是這覺性加上了我的意見，用意識去結構它，所以

分別而生出來；但是你還要從分別去滅它，也就是你最早起的，這是分別意識，所以你

現在的點，就要從分別意識去滅它，因為你生了，只好滅。這個分別意識就是原來你分

別意識有，現在又應該要把這個分別的意識消弭掉。這個第一個分別，是在講分別意識，

就分別見；第二個在講「還從分別滅」，第二個分別是在講分別智，就是它是異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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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兩個是各別不同，但是是沒有是非的。在你心中有是非的時候，就叫分別生；那

你從分別生的時候，你要如何去破除你心中的萬法，那你就要從這個分別上面去做功

夫，而不是在這個兩個上面（外相上）做功夫。 

再來舉例一次，「法從分別生」，這萬法怎麼建構起來？一條紅的，一條黃的。「黃

的比較漂亮，跟佛祖比較同色。」這是不是法出來了？這跟佛祖比較同色，佛身什麼樣

的象徵都是黃，是圓滿的，金黃，是法生。那法生的時候，你要從哪裡去滅掉，你的這

個分別的愛好知見？是要從知見分別的這個上面去滅，並不是滅這個（非滅色）。唉呀！

我對黃色執著了，把世界上所有的黃色都不要了，這個是由外去滅法，你要去滅物，色

法不可滅，你不是要去滅這個。我執著黃，所以我以後都不要穿黃色，那是錯誤的。這

是就物，就物來探索，我跟這個物的執迷，所以我不要靠近這種物，只要有黃色的，我

都會起非常愛好的心，所以我的世界裡不要有黃色，這你就叫泯物，這不對；應該是從

分別，「還從分別滅」，就是這個就是我的分別意識，所以我分別意識建立了萬法，那我

現在應該泯除掉我這個分別意識的分別，所以我不要去執著黃跟紅，它帶給我的認知意

義，這是一個自我認知的，所以我應該丟掉這個分別心。 

所以丟掉這分別心的時候，是不是黃紅都沒是非？黃紅是平等的，這些是平等的。

所以「滅諸分別法，是法非生滅。」那滅諸分別法，我們要丟掉這個分別心，丟掉分別

心，這個是不是也叫法？滅你在分別，計較分別的這個分別智慧，是不是也叫法？但是

這個法呢？「是法非生滅」，這個法它不是生滅法，它就是佛性。這樣聽懂嗎？它就是

覺性，它本來就是清淨的。也就是你用清淨，你把清淨，你看到清淨，它原來清淨，而

那些分別，就是虛幻了，所以「是法非生滅」，所以「生滅性空寂」，在生滅生滅的所有

裡面，就像你剛剛的分別生出來的萬法，其實它本性也是空寂的，你最後都會回歸的。 

六祖惠能大師講這個，弟子在他身邊那麼多年，應該很容易瞭解。就像我們也接受

了六祖惠能大師這一輩子最主要的精華的教導，我們也好好學習了幾近兩年，對不對？

他留了一首偈，跟大家告別，也跟我們告別，它名字叫「自性真佛偈」，後代的人如果

你能識得此偈的意涵，如果你能懂，當然你就有機會見自本心，也懂得自己如何修證，

成佛道。 

同學！到這裡應該很明白，如果你起了一些是非善惡，像怎麼講，我們心意識是一

個無形的運作，可是你運作出來的答案它有兩個。運作出來的答案，一個就是運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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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的這個東西，也就是我的喜歡、不喜歡，就是答案，你運作出來這個東西；另外

就是你在運作的當中，你去看到你的運作，我們這個無形的意識，就是覺性在使用，覺

性在使用，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在分別意識，我現在起了一個運作，那我這個分別

意識在動，這個是不是就看到你的起心動念？就看到動的本身。看到動的本身，這種人

很利，無明緣行，你已經看到你緣了，緣這個行在動。 

那我們眾生是無明緣行，他是這樣，我內心的運作馬上，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這

個，是不是你在標這個東西？這兩個東西。一個是你看到這個運作的動，一個是我直接

投入在這個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等等等等外界，組合起來，你為什麼喜歡這個，不喜

歡這個？不管他是涉及到人、事、物，跟你的價值觀，跟你的情感，跟你的想要的，你

理想的的身分、理想的環境、理想的什麼東西，是不是結構這個東西？如果你一直落在

這個上面，這個叫心外求法，心外一直在追逐這個東西。 

會修的人，他就不是在這個東西，他是不是在看到這個，我的覺性在運作？這個運

作在動，我在分別，分別出來這個東西呢？分別出來這個東西，這個標的出來的結論，

這是空華，這是我結構出來的華，我要把這個看平等，我要把外界的物這些，是不是要

平等去看它？它是生滅生滅的物相，或是你現在認知結構出來的一個關係法的暫存現

象，所以這些東西是平等的，這念念也是生滅，但是我這個覺性，這個是最珍貴的。 

如果你能夠看到這個覺性，保持它的無是非性，我的運作是可以的，這些外界東西

我都能懂，但我不是跑到這個上面去。那我這個都能懂，是不是就是大機大用？就是佛

性的覺性的展用，它不是不能運作，是不是它能運作，而能活用在這裡？出來的東西是

不是都平等？跟你的關係法，也就是菩薩道了，菩薩道，你要補足那個缺失，你可以做

些什麼，你應該怎麼，就實相，實相觀，然後你就在這裡沒有是非的去完成它。 

但這兩個如果不對等，也就是你內心的運作，你不看到這個運作了，你就直接看到

外面的答案；然後這個答案，跟你的理想，跟你的知見，跟你點點滴滴，它有一個落差，

是跑出兩個東西來，一個是你解讀的狀態，一個是你理想的狀態，當這兩個東西打架，

你就產生了喜怒哀樂等等等等的情緒。對不對？那你要看，現在如果說這就是外界的

法，這個法裡面就是表示怎麼樣？自己險曲，其實沒有看懂實相，你應該看到這個跟這

個，是兩個打架，這個就表示我執跟法執在裡面，這是我執、法執，我執法執結構出來

的這個東西。所以當有這個我執法執結構出來這些東西，他會有矛盾說，我想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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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樣，這個我怎麼辦，我怎麼辦，我怎麼辦，其中好多的我在裡面。 

佛法裡面講，就是通通放下這個，通通放下這個，你先看到你運轉出來，這些是空

華，你不要理，你回到清淨。回到清淨之後，再重新讀這個，沒有是非的讀它的實相，

就它的條件，它的環境，它的所有的因緣，它的元素，他所有的一切就是這樣。那你呢？

這個地方你無是非的去把這些隨緣而圓滿，但是不標立那個所得最後想要的答案。因為

你這標出來的時候，其實你的內心是用分別，你不是跟著實相，這叫諸法實相，這個差

異就在這裡。接下來我們來瞭解這個偈的內容。 

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好！這段其實很白話，六祖惠能大師說了這個偈，「真如自性是真佛」，開發清淨的

真如，自性也就是真佛，也就是其實你要見佛，那你就是開發自己的清淨真如，你就是

跟佛相應，也就是佛。「邪見三毒是魔王」，如果你內心看到有貪瞋癡這三毒，當下指認

自己就是魔王。同學！你敢自己指認是魔王嗎？有這個勇氣嗎？很多我們都要罵別人是

魔王或是壞蛋，其實應該要先看到自己是個大魔頭。如果說你要看到自己是個魔王，你

這個佛魔一線間，你這轉這個東西，清淨就出來了，內開發自己的清淨真如，這是很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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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辦法。 

可是這個一念之間就是這樣，「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一念的不正、

歪邪、迷昧，這當中不清楚，迷昧，這個時候也就是如同魔住在房舍中，這就是魔。「正

見之時佛在堂」，如果迴光返照，這正念不失，安住在清淨的正見的時候，就是佛在堂

上，也就是自己這尊就是佛。所以我們要敢指認自己現在淪落魔王，那清淨中就沒有這

些東西。可是我們一般都是在外界這上面，在這上面，所以在這裡飄蕩。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其實跟前面一樣，在清淨的覺性裡面，如

果不守真如，而有了邪知邪見，貪瞋癡三毒也就生起了，這貪瞋癡三毒生起了，也就是

魔住在宅舍當中，魔來了，魔來了。像前面有些大德，當眼耳鼻舌身意有一些對，他就

喊抓賊！抓賊！是吧？賊從哪裡來？一念間，是不是一念間？抓賊啊！抓賊！誰是賊？

哪裡有賊？這個就是魔來住在宅舍中。 

「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如果一念迴光返照，以正念正見，這個時

候當然兩個不同存，自然就滌除掉內心的貪瞋癡三毒，當下即是這個魔就轉變成佛，這

個就是真如體現出來了，真如體現，就不再被虛假所愚弄。同學！我們有沒有有時候覺

得自己好笨？就是這樣想，就是這樣想，就這樣執著，就這樣要求自己，但也要求世界，

也這樣看所有的一切，所以自己好大的壓力。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所謂的法報化三身，就著義理跟作用分釋

成三，就分別說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清淨，就叫法身；他所做的一切，他所感受到的自

受用的，這個叫報身；然後再應化眾生所見的，這個叫化身，它這個裡面，分別用不一

樣的角度來解釋它。事實上呢？三身本來是一身，也是指完整的，這裡面它並沒有差異。 

「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如果能夠向清淨的覺性上去探究，那麼就

能夠自己去看得到自己。你如果自己看得到自己，這個時候就知道這個就是成佛的內

因，成佛真正的因在這裡。這裡面呢？你要發起，你要整理好這些，你跟外界沒有比較，

那不用比對，那些就是成佛的因。如果你沒有看到自己，只是向外面，我要學佛，我要

學佛，我要成佛，你學樣子，可是你心中讀出來的都是是非，自己的非，世界的非，所

有的一切的非，然後什麼的好，什麼的好，什麼的好，是想像中的美好，眼見中的完全

的非，所以是都在那個不可能達到的理想中，而非都在自己所處的一切中，那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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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遙望佛國，身在地獄？就是這個樣子，他沒有辦法清淨的去看這一切。 

那要修行的基礎點從哪裡來？「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修行之本，

也就基礎面，就是要從我們結構地水火風四大組合，會變異幻化的這個身裡面去轉換，

把清淨的佛性現出來。因為這個是因緣和合，它沒有意識，對不對？如果你能轉化成功，

「淨性常在化身中」，這清淨佛性它從來沒有增減，它本來就常住在這四大假合的化身

裡面，這就於我們現況而言，就於我們現況。 

同學！你的佛性，左邊的同學跟右邊同學，你的佛性會比他少一點嗎？你的佛性會

比他大塊嗎？不可能的，這大家都很明白。對不對？佛都沒有貢高我慢，我成佛，所以

我的佛性比你們圓滿，你們都沒有東西，佛說我們都一樣的，那很肯定。對不對？其實

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是平等的。 

「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眾生如果你要體得這個清淨，就是這個清

淨的佛性、覺性，發生的無是非的作用，那你在一切所行當中，都是安住於正道，你沒

有是非，去把這上面完成完成完成，這上面，這就是你最圓滿的展現，當來也就是一定

能夠圓滿，當下也就圓滿，一切無虛妄，而且是無窮盡，因為它沒有時間空間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有什麼事情一定要幾月幾日做好，我們什麼事情一定要什麼時候辦到什麼程

度，這個就是標準，這是人訂定的標準；可是你實質上，你用最圓滿沒有負擔的是，你

就是能做到這樣就是這樣，你是不是能夠做到這樣就是這樣？你必須去接受這樣。 

現在又沒有叫你說你要偷夾一塊，你就不要怎麼樣，那個是已經心中有邪曲，如果

沒有，你能做到怎樣就是怎樣。世界上並沒有人會說這個事情，有一個什麼樣的評判，

其實有些時候那個最高的批判者就是自己，對不對？真的是這樣。 

這個裡面又講到：「婬性本是淨性因，除婬即是淨性身」，這個婬在經論裡面的解釋，

它有三種。在《阿含經》的系列裡面，這個婬，有一部經叫《伏婬經》，世尊在講《阿

含經》的時候，這個婬，它不是在講男女交媾這件事，它不是。《伏婬經》內容是在講

給孤獨長者請問世尊，分別說明求財跟受用，它的勝劣不同，那個時候講這個婬，它不

是講色欲，而是在講對外界物質的這些，特別在講說非法求財，然後蕩然無禮者，也就

是這上面跟貪，意義就是貪，在《阿含經》全部它都沒有出現貪瞋癡，它都是用婬怒癡。

所以這個婬性本是淨性因，以這個角度來講，就是在講我們基礎，人就是起心動念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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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嘛，你自己的關係，然後標立了一個標準，所以你要去達到這個標準，起動這個貪，

順滿意，不順就瞋恚，所以這個婬是可以這樣解釋。所以如果說「婬性本是淨性因」，

這個婬就代表貪瞋癡三毒，它只是以此來概括性的解釋。 

如果說我們以男女身體上面的一種交媾，稱之為婬，這個當然是由貪裡面，再延伸

出很多關係法，關係法的進展如何如何，達到彼此互許，彼此在這上面的一個行為。回

歸到它的基礎面，我們講染淨同源，染淨同源，所以回到它的性本空，它的性本空，所

以它最起始的點，也是所謂的覺性，它本是淨性因，就是說我們的覺性、佛性，它是可

以發動所有，可以運作，可以使用的，那你使用，它有一個步驟，你一直使用它，跟自

己連結上了，延展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結構才叫貪瞋癡。那回到最原始的點，是不

是清淨的覺性而已？ 

所以「除婬即是淨性身」，若除卻婬的造作，這個婬如果我們代表貪瞋癡，代表婬

怒癡，代表行婬這件事，還有一種婬的意思，就是非清淨就叫婬，非清淨，我們剛剛講

有三種意涵。如果你除掉非清淨的這些造作，那麼就是顯現清淨的佛性的相狀。所以如

果沒有這些不清淨的這些造作，是不是顯現清淨的佛性？這個身是不是就是清淨的？就

是這樣子。所以知道整個的脈絡是這樣走過去，你如果懂了的話，你就是沒有再這樣的

造作，是不是當下你就可以看得到清淨的東西？你這個淨性，也就是清淨的佛性，是不

是就是顯揚出來？ 

「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在清淨的佛性中，自然能夠離五欲的雜染。

其實你在清淨中，根本就沒有去想到五欲，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一個需求，它在這裡就隨

順因緣。你肚子餓，口渴去倒杯水喝，就這樣，這有什麼是非，沒什麼是非，沒有。肚

子餓，食物，都不用去傷害任何的眾生，這是隨緣因緣裡面的，然後去這樣，它也不叫

什麼欲不欲的問題，是不是自然在清淨中，就會離五欲的雜染？它就不談雜染。所以徹

見佛性的剎那，我們是在染的狀態。如果說我們能夠知道在清淨當中，在染才有悟，你

都沒有染了，你這一切已經稱性這裡面，它就不用談悟，所以無智亦無得，它就沒有所

謂智跟得的問題。所以徹見佛性的剎那，即是真，即能息妄、離妄而見一切真，就真如

實相。這個在講我們是以染的角度，所以才講這個剎那你就會知道是真。對不對？ 

你現在口渴，你走向有水的地方，那裡有水，你倒來喝，這有沒有真不真假不假？

沒有，那就實相。你身體地水火風，剛好水少一點，火大一點，地乾一點，於是你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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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六祖壇經 11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水喝；然後等一下有一個人說，「啊！你喝哪裡的水？」「那裡一罐水，我就把它喝下去。」

「啊！那是我要留著沖廁所的。」「啊！你要留著沖廁所，我把它吃進肚子裡。」其實

也沒什麼是非，沖廁所的水就不可以喝嗎？喝下去就沒是非了。對不對？「你如果要沖

廁所，你也不早講，你裝在罐子裡做什麼？」你一定是為了要保護自己，才會這樣說。

如果你沒有要保護自己，「喔！我喝了，那你沖廁所的另外再裝。」那也沒事，那也沒

事。如果明天肚子痛了，說那個是生水，那也沒事，因為我昨天就是這樣，我喝了生水，

就這樣。是不是也沒事？ 

如果有事，「啊！你要沖廁所，是哪裡的水？」雨水啦！如果是這樣，雨水，你又

心裡馬上產生雨水裡面有很多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天上空氣中的什麼東西，是不是要

賦予那個水的價值、水的內涵？然後開始憂慮自己的腸胃，是不是要憂慮結構起來了？

然後就說：「喔！我讓你害死了，我明天如果怎麼樣，找你，你就要幫我付醫藥費。」

是不是這樣？先把結構的單價算出來，那誰來付這個成本？對不對？他說：「我又沒有

叫你喝」，打回票，我又沒有叫你喝。人是不是就這樣？來往來往裡面，你創造了無限，

他創造了無限，然後最後兩個各自保有那個想要的那些答案，然後你不公平，我也不公

平。其實誰欠誰？那水也沒事，杯子也沒事，喝下去你的肚子，這是地水火風裡面，多

一個東西而已。是不是人就是這樣子？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如果在此生此世你能夠聽聞，而瞭解這個

頓教的法門，這個功夫，功夫你只要做得夠，「忽悟自性見世尊」，就可頓悟，徹見自性，

那麼也就叫見佛。其實我們說開悟見佛，就是見這個佛性，不晃動的清淨，這樣講是不

是很明白？《六祖壇經》六祖惠能大師就把這個成佛的機要的這個鑰匙，還給每個眾生，

這鑰匙是把握在你自己，這全部是在這裡。對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