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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16》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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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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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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如果修行不迴光返照，不看到你介爾一心，

而只是在相上想尋找一個佛，「不知何處擬求真」，你就失去了方向了，那不知道你在哪

裡，才能夠真正求得到真如。所有的法門，最後都是叫我們要看到自己的清淨覺性。對

不對？那我們藉由佛的指導跟這個，是讓我們能夠徹見清淨，祂就是要告訴我們這個訊

息，那我們也應該是這樣去看到自己的。這有環境、因素等等的這些，移動這些，這些

不管你在做一個移動的現場，你還是要看到你的佛性。 

今天我要去高雄，我在移動的現場，我還是看到我清淨的佛性，而在移動過程，是

沒有是非的，那是一個正常應該走的路，我去接受指導，那就沒有錯。對不對？那我要

去臺北，我決定去臺北，也沒有是非。那什麼是對你最好的，沒有是非的去知道，現在

你的條件、你的因緣，什麼是應該，你可以完成這條路，是你做最大的抉擇，你要去高

雄或去臺北，都是你的事，這個鑰匙是自己把的。可是如果你在真的迴光反照，你在介

爾一心，這裡都是在清淨，在修行的時候，這尊佛祂去臺北跟祂去高雄，對祂來講都沒

差。對不對？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所以倘若大眾能了知，我們應該反觀一切，

皆由自心，自己的這個心意識，發動一切的身口；你會發動身口，所以再溯本還源回去

看，回去看，也應該從自心下功夫。如果能夠看到內心的清淨，就是能夠見自真如，就

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安住此清淨真如當中，也就是成佛的因。所以同學這樣難

不難？最後結尾好像挺簡單的，是不是挺簡單的？原來不是在外面繞，不是在外面繞。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如果不能，也不知，也不願意，如果不知

道，那現在知道了，這個叫頓教門；你如果不能，就要練習；你不知道如何下手，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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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練習。就是這些祖師大德都把這些說得這麼明白，我們把運作也說得這麼明白，這個

都可以參考來用。而在外面尋找，一直在外面尋找，有一個什麼樣子，起動這種心思，

就是要在外界尋找一個佛，失卻了方向，你再怎麼努力，要在外面尋尋覓覓，尋尋覓覓，

總說還是個大癡人，你還是流浪，你還是辛苦的。對不對？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這個頓教的法門，今天我已經留下來了，

說明白了，如果要救度世人的話，你也需要每一個聽聞者自己好好修持吧。世尊說法，

這個法就如藥一樣，如果你不服藥，病痛終不能解，就不能痊癒。所以辦法有，要自己

用。同學是不是這樣？法門都是這樣，就辦法都有，每個人擇定怎麼使用它，這是你自

己的擇定，這就是你自修。這所有一切裡面，好多的法門，你一個也不願意拿來修，聽

再多也沒有用。 

「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今天向大家再把這一番話說得明白，也依

此來報酬於爾後學道的人，你要好好的照這樣去真正的修行。如果不瞭解這個重點，生

死輪迴這條路上，還是無絕期，悠悠忽忽，悠忽度日，是大悠悠。同學聽到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自己應該整頓整頓自己了？是不是？這六祖惠能大師到最後的這一番話簡

單明白，接下來就有一些交代的話。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

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

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 

這一段，大師把這個偈說完之後，又再次的告訴大家，你們要好好的安住，安住什

麼？清淨的修行，這個辦法裡面。同學！你只要把握好這個辦法，你走到哪裡，都不會

亂；你如果沒有把握好這個辦法，你走到哪裡，都好像是茫茫流浪之處。所以其實是安

住這樣的辦法，跟這樣的心。在我滅度之後，你們不要像一般世俗的人，那樣情感的發

洩、奔瀉，好悲傷、哀泣、落淚，那也不要穿著世俗的那種孝服，好像如喪考妣，來接

待來弔問的人。就是人家來弔問的時候，你不要身著那個孝服，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

不是我的弟子，也不是安住在正法裡面。緣起緣滅，色法終歸壞滅，這是顯隱，前面他

有講，你們是不知道我的去處，如果你們知道我的去處，就不會這麼害怕憂傷。 

其實人就是這樣，這種關係法的斷裂的當中，就會產生到一些驚慌，失去依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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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時候，你就感覺到安然，人其實在這上面是無限擴張。我們舉例，同學！你出生

的時候，你依附的對象有誰？依附的對象有誰？就是父母，如果只有你一個。再來祖父

祖母，如果又出現了，他們會給予你很多的支援，很多情感的回饋；再來你有兄弟姐妹，

是不是又有兄弟姐妹的情感加進來？數字從一二三四，可能要五六。 

到了學校去的時候，我需要有同學的情誼，我需要老師對我的關懷，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很多了，那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再擴張擴張到社會去的

時候，有一些比較不那麼直接關係的隱退的時候，小小的一點點，還不適應，但還不會

產生極大的變化。譬如這一群小學同學散去了之後，又有一群新的國中同學，再來高中

同學，再來大學同學，在哪裡呢，是不是這樣？然後這裡面會挑挑選選，挑挑選選的關

係法，是不是結構？比較密的、濃的，結構比較緊的、比較鬆的，這樣子。那你的世界

裡面，是不是人物愈來愈多？情感的愈來愈多支線，是不是成了一個網？是不是這個

網？ 

那這些網，都還可以有來來去去的鬆動，到哪天王八對綠豆，對上了，這個緊了，

這個就更緊了。這個緊的情形之下，是不是這個更緊的時候，又產生一個直系的東西？

那就是子女。所以你要父母、同學等等的這些東西，比較鬆動的，來來去去，來來去去，

你還有時候會有些波動，但不致於產生到極大極大的不適應；但是這個比較直接關係法

的一些斷裂的情形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大的震盪。是不是？很大的震盪，很不適應，非

常的不適應。 

如果說有一個伴侶你換了，你舊的伴侶他跟你的斷裂情形，是不是震盪得很厲害？

不管他是好聚好散，還是突如其來的什麼變故，不見了，還是你抉擇切斷或怎麼樣，還

是動盪的，知道意思嗎？它就是動盪的。然後再換另外一個的時候，前面這個，有沒有

完全消失於無形？是不是還是不適應？是不是還是不適應？然後這個還不講說，你是已

經有婚姻關係，如果是男女朋友，一次、二次、三次的男女朋友，你會不會記得他的名

字、他的相狀、他的點點滴滴、跟過去你的相處？多少曾經的動盪都會有。 

好！如果好，產生了兒女等等這些，再一個一個再來連結，你已經老了，你的兒女

還為你產生了很多下一代，你當了一個祖母祖父，是不是一個家族，又另外一個大網？

這個網紮得可緊的了，是不是很緊？這個網悠然在其中，被綁得好，這是你有歸屬，這

就是一個歸屬感。這歸屬感哪一個點？那就是為我量身訂造，接受我的人，聽懂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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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吃一樣的飯，講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愛好，總是有些雷同處，共鳴的點。這個網是

不是紮得愈緊，疏通得愈好，我就愈幸福？是不是這樣？然後其中有一個又斷裂的時

候，你是不是又很不適應，很哀傷？就是這樣，世情悲泣雨淚。 

這麼多網對不對？世尊叫你從此自己抽出來，你不可能不要這些網，把所有人都殺

死，不可能，不可能。可是你五花大綁，這網子紮得緊，好，關係法好，著！所以世尊

是叫我們拔出來，出離，你來僧團住，你家你先不要回去。好不適應，有沒有？這是過

程，這是過程，這是淬鍊的過程。最後叫你度眾生，家裡的人要不要度？全部是不是回

去？結構是不是用清淨的佛法，去洗網子裡面的黏膠？我這樣解釋夠明白了嗎？是不是

洗那個膠？那個時候是不是平等視眾生？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樣解釋我們生命，都是在一些結構裡面，在一些變異動盪中，很不適應，裡

面產生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每個人產生的強度、濃度、屬性等等，各自發生在自己生

命的這個現場裡面，而這個現場裡面，就讓你嚐盡了人間百態，感受過所有不一樣屬性

的情感。每一個都得參，貪怎麼參，情怎麼參，愛怎麼還滅，恨如何消弭，失落、憤怒、

所得心，是不是每一個你都得參透透？是不是這樣？你都全部參與，你當然就要參透

透。辦法是很多，對不對？ 

這個來與去之間，當然個人使用有很多不一樣的方法。以禪法來講就跟你講，從裡

面去把這個黏膠，膠著的這些東西滌蕩清除。那這些網子對你來講，它就不是用這樣膠

質，兩個在彼此拼，拼湊、結構，那從基礎上這個點。如果不行，就要假藉於很多環境

的因素，去把這個關係法，暫時的有一種抽離。可是你發現人在抽離的時候，就像一個

網子，然後你跟他黏膠黏得很緊，現在要抽的時候是這樣，很花力氣的和它拼，是不是

這樣？內心是不是產生很多不捨，很多情感呼喚？彈回去又拉回來，彈回去又拉回來，

人是不是這樣？這自我的拔河。 

這裡面大師講，「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它是「無動無靜，無聲無滅，無去無來，

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就跟你講，其實你只要是看清楚，它本來是清淨的，你的膠質

等等的這些，就是一種認定。因為眾生不平等，在你的心中不平等，所以這上面就沒有

辦法清淨來看一切，所以你要認得。這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呢？因為這些弟子們，是不是

每一個都把自己這條線，拋向自己的師父？是不是把這個網投向他？現在六祖惠能大師

他要是不見了，化不見了，他跟你們講，你們要知道，這是你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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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有些時候，會去成為別人設定網裡面的一個人。像佛，當時世尊不是很多弟子

嗎？弟子在世尊入滅雙樹林間，衪面西，要入滅的時候，哇！大家嚎啕大哭，阿難哭到

都忘了該怎麼辦。還是長老跟他說，你趕快去請問世尊，有一些以後的準則如何。像這

些呢？是不是都是有一個如天羅地網般的，精神層次的結構？不是清淨的。你當然會對

於某些環境的因素的變異，會有些傷懷，會有些傷懷，像這種就是說給同學做參考。 

出家之後這個就看得很明白，為什麼我們出家人在古大德的要求裡面，是十年不回

家，因為你這上面，還沒有辦法釐很清就出來了，等一下又黏回去了，又拉，很累！當

時是這樣。到你能夠平等視眾生，這個黏膠已經乾了，只能講乾了，然後你再去面對它，

那個時候可能就不會再有某一些被要求跟要求，這僧團裡面是這樣。我們現代是不大一

樣，現在跟過去不一樣，所以你要自己這上面，這樣很明白很明白。 

我請問同學，當然這個例子可能你會去懂。譬如說你有一個在遠方讀書、留學、或

工作的晚輩，只是那寒暑假或是過年回來，跟你住七天、十天、 半個月，然後他要離

開的時候，你會怎樣？當然他如果是一個惹事生非的人，你可能會覺得快走！快走！快

走！你每天給我找了好多事，這個是一個相上，對於他所產生給你的一些體力、環境裡

面的負擔，你可能會這種想法。但是在情感那一部分呢？情感那一部分呢？ 

那還有如果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另外的那個遊子呢？你是那個遊子，然後你好長

的一個假期，你回去看到你熟悉的家，你在那裡幾天之後，你又要背起你的行囊，離鄉

背井去了的時候，你內心的東西又是什麼？一樣，這兩方都可以去看到情識，都可以去

看到情識這個東西，所以是不是動？但我們的覺性，清淨佛性，它是無動無靜，無生無

滅。你如果能夠把自己看到平等中，這樣平等去視眾生，而且也瞭解人就是被這個有情

眾生被情識所綁所惱，你這心就一定會進入到某一種塵緣，六塵的緣影，對不對？就不

得自由。 

所以「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他說，有恐你們在此一個

時刻，因為情識之故，忘卻了，又迷昧了，一時之間不領會我一直在說的這個意旨，所

以我今天再重複囑咐你們一次，使令你們能夠見性。這是多麼的重要，這樣子。這後面

的一段經文。 

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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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他說，如果在我滅度之後，你們一定要依照這個準則去修行，就如同我跟你

們在一起的日子是一樣的；如果你違背了我所告訴你的這些教法，縱使我還在世，對於

你們想要開悟成佛這件事，也毫無益處，其實也沒有幫助的。這就是世尊當時祂也示現

入涅槃，對不對？示現入涅槃，大眾看到的是一個老比丘，老病老比丘。可是佛祂說，

祂已經成佛久遠了，在這世間是如來嘛，也沒有來去的問題；但是祂不能久住在世，因

為世間對於佛的存在，會投射以一種世間的想法，祢就不尊貴了，就不尊貴了，你也不

會真正聽到祂裡面要說的道理是什麼。這個是佛祂對於入涅槃這件事情，祂當然知道這

是示現，那弟子對於世尊，就是師父的情誼的這上面，也是弟子要修的一部分。 

所以在前面有一段，神會小師，當時他要講，我要走了，差不多你們有問題要問，

只有神會小師他沒有哭泣，因為他是安住在一切平等覺性當中。其他的是不是有潸然落

淚，請師常留住世？對不對？這齣戲歷史一直在演，是這歷史在演。有一個大德，他死

了老婆，他就拿那個鐵器、鍋鏟，敲敲敲敲敲敲，我太太死了，好開心。並不是表達的

說，他太太是個母夜叉，所以死了他很開心。那個大德叫什麼？莊子，莊周。因為莊子

是證得自在解脫的，看到他老婆死了，有一個機會，就是有一個生命不一樣，這個只有

莊子知道，所以對於他老婆死了，他的妻子死了這件事，他並不展現如世人一般的憂傷 

憂愁，歷史上就有他這個記載。對不對？我們不瞭解的人就會想說，她一定是個母夜叉，

所以她死了，他很開心，不是這樣，那個是在講他的自在，在這上面的無罣無礙。這個

時候大師於是後面又要講了一個偈，要跟大家囑咐。 

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這個時候大師於是再說了一首偈，這個偈他就講：「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

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這個兀兀在經論的解釋，跟我們一般的國語辭典裡面的解釋，

剛好是不一樣的。這個兀兀在我們文學上的解釋，就是很勞苦用心，就是很努力。你如

果以我們這樣的解釋，也就是說你在很勞苦用心向道的時候，其實你不是修世間的善。

我們不是在講菩薩要行一切善，對不對？要斷一切，要修一切善，一切善行皆應去做。

可是在修行裡面，不管你呈現出來的很勞苦很用心向道的這些，都不是為了修世間的

善，都不是。 

「騰騰不造惡」，這騰騰兩個字，在我們一般語詞裡面的意思就是很氣盛，有一種

揚起來，很氣盛很高昂的樣子，看似很氣盛很高昂，卻不是在造任何的惡。所以這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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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講修行人，你的相狀看起來很積極，很勞苦於一切，但不是在造善惡。 

「寂寂斷見聞」，在內心是寂然的，切斷了六根塵的見聞覺知。其實在這所有裡面，

「蕩蕩心無著」，廣大的心海裡面，一切無住也無著。所以內心寂然不著萬法，內心廣

大如虛空，容一切而不住一切。在這個佛法裡面，常常把兀兀就解釋成安靜的樣子。「騰

騰跟兀兀」是一個對比的詞，這裡我們還是使用比較積極性的解釋，也就是我們修行人，

其實你是不是在修行的過程，感受到自己很努力的在反省，很努力的迴光返照，很努力

在修正自己，是不是一切裡面是很積極的，很勞苦很用心的？可是這裡面很明白，它不

是要造作善惡，它不是追求善惡的果，不是，而是要釐清釐清釐清，這裡面是要出離的，

是清淨的，所以很質直，它是很清澈明白。 

在這裡面，縱使你看似很活潑，不是死寂的，但絕對不是造善惡。我們尋常裡面的

世間的萬象，視聽這些東西，你無一念生情，沒有一念是為了要生起這個情識，在這個

所有裡面，也不用再談到你需要去忘懷，或是你要在這上面再做切割，只要你保持那個

寂然，寂然清淨的覺性，這一切也就不需要再談有無，還要再洗不洗的問題。這樣瞭解

意思？ 

所以這裡面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在跟弟子們講，大家其實都精進的在修行，就在努力

的修持。那我們說度化眾生，度化眾生是不是好像也是很勞苦，很用心在度化眾生？其

實沒有，其實不是，因為「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那你說度眾生，我多累，真的

很累，那叫做善惡。對不對？我都做多少善事，我都多少功德，這樣叫做善人，善人。

所以「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他沒有所謂所得功德相。你修行的時候就是這樣，

生命就是因緣中去圓滿。前面不是才講完這個偈嗎？「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

窮。」佛性本來就是這樣，他根本就一點也不勉強的。大師說完了這一個之後，繼續描

述。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

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 

這一段是在講他那個當下，大師就說完了之後，自己就端身正坐一直到三更天，這

個時候他突然就告訴門人，就自己的弟子說：「吾行矣！」我走了，他說一句我走了，

於是就平靜的離開。當時滿室有奇異的香味，「白虹屬地」，天上有一道白虹，這是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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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是天上有一道白虹直達到地面，因為這是白色的一道光芒下來，樹木也都映成白

色，樹木都變了白色，禽獸就悲哀的在那邊鳴叫，其實牠們可能是嚇到，因為不一樣，

有一個異象。 

講到這裡，我們會不會覺得這個實在是很自在？我們現在人要死，最後都是彌留，

口不能言，目不能視，對不對？無法反應。那這些大德端坐，直到三更天，我走了，就

走了。有的是示疾，有的大德是示疾，像我們之前有介紹，在別部經論裡面介紹玄奘大

師，對不對？有的示疾，有的就是自在坐化，這奄然坐化。我們大家是不是有一個很奇

特的想法？唉呀！哪一天我也能善逝，這個沒那麼容易，這沒那麼容易。對不對？正念，

是要正念，很清明的正念，你還是交代好，什麼都交代好，最後一句話都講明白，都講

完了，我走了，這是多麼的殊勝。然後接下來就要描述他遷化之後的一些過程。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

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 

這個之後到十一月，他是八月坐化的。在十一月的時候，廣州、韶州跟新州，三郡

的官僚，以及大師的弟子，裡面的弟子有僧人跟俗人，因為廣州是他在這裡弘化，韶州

就是這個寺，寶華寺，新州是他最早來的地方，這是他出生地，所以這三個地方的人，

都湧到這裡來了，都爭相要迎取大師的真身，回去供養，不能夠決定到底要安奉在何處。

每個人都有他一番理由，大師他又沒有交代說，我最後你們要把我放在哪裡，他不會有

這個處所的眷戀，是眾生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沒有辦法，大家於是就想到了一個辦法，那我們一起來，我們焚香禱告，焚香

禱告，隨著這個煙，香的煙，那一定是一大把了，細細的就看不清楚了，對不對？所以

隨著這個香冒起來的煙，它飄向的處所，那就是大師要歸去的處所。當時果真就是禱告，

這個香就一直飄，直直的指向曹溪，這個曹溪，最後大師的真身就迎到曹溪去。接下要

我們來瞭解大師遷化之後的發生。 

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

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

韶州奏聞，奉勅斥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

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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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講到到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大眾就將神龕，當然就是惠能大師真身所放

的這個地方，就把這個神龕，以及五祖所傳下來的衣鉢，因為他是傳法，當然就是從上

面再傳下來，這個衣跟鉢一起送回到曹溪。到第二年的七月出龕，就是把大師的真身，

要入塔了，他一定有先坐化，然後之後再一些處理，處理之後再入塔，弟子方辯，方辯

就是塑佛像的那個，塑身的那個，他就用香泥塗在大師的身上，這當然是一種保護，要

不然會風化。所以如果現在大家看到六祖惠能大師的真身，他就是非常非常深的顏色，

有點像磚紅色。 

門人就想到，憶想起大師曾經說，以後有人會取他的頭顱這一件事情，所以謹記在

心，大家就用「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就是用金屬的東西，去打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

後串起來，固定在大師頸部加以保護他，然後將大師安入塔中。於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直接可以看得到，當然這是入塔了。當時忽然之間這個塔內，白光一道就這樣射出

來，「直上衝天」，直直的上衝到天上去。這一道白光呢？一直是亮著的，三天才消散。

這個不是一般凡人，像這個歷史上的這些高僧大德，都有這種比較奇特的記載。 

因為我們讀這個《壇經》，當然就只有這個大師的。那代代的祖師大德，其實都有

一些奇異的相狀。那說有一個大德他還沒有往生就有這些相狀，那就是智者大師。這個

智者大師，大家說他是東方釋迦，小釋迦。智者大師對於佛法融會貫通，還寫了止觀，

《小止觀》、還有《大止觀》《摩訶止觀》。這個智者大師，有一段時間他就講《維摩詰

經》，《維摩詰經》裡面有一段就天人供，這天人供，來頂禮，供維摩詰居士，當時智者

大師就在講這一品，講到這個地方，天人就下來供，就看到有一道白光，如梯子一樣，

就在他法堂的側邊，然後就這樣白光，就像階梯一樣，天人就從天而降，這樣慢慢慢慢

下來，給智者大師頂禮，他有現這個相。當然這看得很明白。 

所以有沒有三界？是有。而且聽聞佛法，就是大眾只是看到我們色身所看的，其實

在佛講經裡面祂有講，如果你是弘揚正法，他會有護法龍天，天龍八部都來聽法，有沒

有？什麼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有沒有？這些其實都是相狀，可是我們看不到，

因為眾生這個眼睛能力有限，我們不能夠進入很微細的組織。 

這個地方講到這個三界，三界，所以有這個白光直上衝天，三天這個白光才消散。

韶州的官員看到這個情形，就把這一件事情上奏到朝廷去，皇帝於是就下了詔書，命人

要立一個碑，就表示這果真是成道者，所以這個碑上面就記載大師這一生度眾的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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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度眾等等的這一些。 

「大師春秋七十有六」，享年七十六歲，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就得傳授法衣，二十

四歲他去參五祖忍和尚，那個時候就是踏碓八個月，踏碓八個月之後，就是一個偈：「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看到清淨的佛性，所以五祖

忍和尚是夜還為他講述《金剛經》一遍，所以他才徹悟的。他本來只是見空性，後來他

是徹悟，「何期自性本清淨」，所以二十四歲的時候傳衣，但是還有十五年的光景，他是

在韜光養晦，所以到三十九歲才出來，碰到這印宗法師，印宗法師為他落髮，才正式成

為一個出家人。印宗法師再請他陞座，再拜他為師，依止於他，就他幫他落髮之後，他

再依止於他，然後他陞大座開始說法。說法利生，總共有三十七個年頭，也就是說，這

個加加減減這樣很清楚，總共三十七年都在弘法利生。 

得他佛法的弟子總共有四十三人，當然這四十三人在記載裡面是有的，一一哪一個

哪一個名字是有，有幾位，後來都是什麼派什麼派、宗，什麼宗什麼宗各有他傳承，所

以六祖惠能大師那邊傳下來，確實是有這麼很明確的記錄。這裡面跟隨在大師身邊，接

受他教導的弟子，「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就是有悟，悟得空性，有悟佛法的，已經

超凡入聖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不計其數。這個地方並不講是徹悟，而是有悟道的人。有

悟，那悟有深淺，說實在悟有深淺，大家都是叫悟，可是悟有深淺。悟後呢？起修呢？

那裡面過關斬將，那又是一番自己應該努力的功夫，這些是沒有辦法說什麼是什麼，但

這裡面他有講得真正佛法的弟子有四十三人。 

達磨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 

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再講到這個悟道者，不知道有多少？達磨祖師所傳下來的這信衣，這是從西域帶過

來的，它質料叫屈眴布，屈眴布是一種由木棉心織成的細布。在前面唐中宗曾經賜給六

祖惠能大師有一件磨衲寶衣磨衲衣一件，還有一個寶鉢，很珍貴的鉢，中間還有方辯為

大師塑大師的真相，以及大師慣用的，在弘法時所使用的一些法器，這些東西就保留，

集中管理，放在曹溪這個寶林寺，就保留作為鎮寺之寶，紀念他。 

大師一生弘法的這一些對談，這些記錄，也就是我們所讀的這個《六祖大師法寶壇

經》，也就是《壇經》，用這個《壇經》記載下來的這些，留傳於後世，來顯明佛法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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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使三寶得以興隆，能夠普遍的利益所有的天下群生。講到這裡這個就是所有我們文

字上的解釋，對於《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已經消文，這是圓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