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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6》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法界的概念，我們當然是要瞭解一下。這個法界，我們講，迴向十方法界。是

不是常這樣？這個法界就是說我們意識所緣，我們意識能夠所緣的對象。人如果是有情

眾生，是不是有意識的運作？那你意識能所緣得到的都是叫法界。以物質來講，叫事法

界；以精神層次你所領會的道理，叫理法界。那我們界就是講，以這個角度，是用廣角

來看，是講有為跟無為的一切諸法。那如果說我們看現象來講，我們現象就叫事法界；

那我們的理體，就是它真實的道理，是不是叫本體？這叫理法界。事實上它是一，不是

二。它是一，不是二。 

可是眾生在看這個的時候，會執在事法界，就會看到萬法生起、消失，現象的千差

萬別。我們眾生在看這些，所以在事法界裡面，住在生滅法當中，他就不得自在。不得

自在，所以你會有輪迴相狀，你會有地獄、餓鬼、畜生，你會有這個人、天，你會有聲

聞、緣覺、菩薩、甚至是佛。這個就是因為我們眾生在萬象當中，看到千差萬別的相狀 

而起了執著，相應於這樣的一個層次，內心只有一樣這樣的範圍，你自然就是處在那樣

的一種狀態中。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打開這個來看精神層次，我們可以瞭解諸法的現象，雖然千差萬

別很多，但是它真實的體性，平等一如，常住不變，超越語言文字。也就是所有一切物

質現象是生滅生滅，它是一個因緣法。那我們眾生呢？因為我們有執著性，我們有執著

性，所以我們的結構是固定的。因為我們執著，所以我們的結構是固定。 

但為什麼清淨的法身大士他能夠隨緣赴感，有應化身？是因為祂沒有執著，他是相

應眾生而現，所以佛可以在此沒彼現，菩薩可以應化，讓眾生相應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相應而說法；然後眾生得到啟示，得到這個帶引之後，那當下，當下就消失於無形。 

這舉一個例，有一個女眾，有一個女眾呢？有一年就經濟不是很好，然後她有心要

去修行去了，她有心要去出家，可是她想要把她一棟房子變現賣掉，變現之後就沒有這

些瑣瑣碎碎的事情。可是房子賣啊賣啊賣，一兩個月就賣不出去，賣不出去。然後她心

裡就想，唉呀！賣不出去，去出家，到時候又要回來賣屋子很麻煩。她說：「觀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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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學佛多年，現在真的想出離」，因緣也圓滿了，「我就是這棟屋子，如果給它處理掉，

我還可以一身了無罣礙」。很多人感覺有才是好，她感覺沒有才是好，也不用租人，挑

承租人，房子有問題還要修理。然後她說：「我想把它賣了，可是又一直賣不出去，菩

薩請慈悲，幫助弟子能夠早日圓滿」。 

這樣，她就有一天下午，有一天下午去打掃打掃，在那裡等，等如果有人進來看。

等的時候，就有一個人來了，有一個人來，就看了看她的房子，看了看她的房子說：妳

想要賣？她說：是啊！我這房子都賣不出去，賣不出去，我是想說趕緊把它處理掉，我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這個人就問她說：妳要出家？她說：你怎麼知道？她說你怎麼

會知道？他說：妳七天一定賣得出去。她說：真的喔！他說：掛保證。她就說：阿彌陀

佛！她就這樣阿彌陀佛，眼睛閉起來，張開的時候，那個人不見了。就現前那個人就不

見了，她嚇一大跳，找，再跑到門口去看，無影無蹤，就沒有，結果七天內就賣掉了。 

然後當她阿彌陀佛，打開眼睛不見的時候，她心中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震撼，很大很

大的震撼，因為她是要為成道業嘛！對不對？要修行去了，是不是這樣？所以觀音菩薩

是不是示現來幫她？後來她七天之後賣掉這個屋子，那個賣掉屋子，還是有一個人來買

屋子。 

這個人來買屋子，他跟她說：妳這間房子要賣？她說：是。就有一個人告訴我，告

訴我說。我要找一間房子，我要找一間房子，心中有那個價位、地點的這個條件，就一

直不知道說我要的屋子在哪裡。這是很多年前，不是現在有那個網可以上。然後他就說，

不知道是誰就告訴我說，那裡有一間房子不錯，在哪一個路段的一間房子一樓不錯。然

後我就走走走，走到這裡，走到這裡，真的！有喜歡，他就買了。 

他連那個介紹他的人都說不明白，原來觀世音菩薩還當了仲介。大家覺得很好笑，

因為菩薩不執著，所以我們就一直鎖在我們的身體裡面；那菩薩就相應眾生，妳有這個

願啊，妳的因緣也圓滿了，只是被一個生滅生滅的物卡住，那當然來幫妳。那幫妳，妳

也有福報，就找到要買的人這樣而已。祂也不犯，祂也沒有錯亂因果。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陷著這個樣子？那有的人他就是希望自己什麼都不思不想，這是邪

見。當你在所有一切裡面開通，都有意願，心量喔！心量，你心量有多廣，你的法身就

遍多廣，這樣說比較簡單。你的精神層次，能夠納受到什麼程度，你的慈悲就寬廣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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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程度，就這樣。很簡單嘛！你是不是有範圍？是不是有範圍？那叫小悲，範圍大一點

叫中悲。對不對？所以佛菩薩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這樣子，其實是很容易理解。 

那你說我什麼都不要，就黑洞嘛！我什麼都沒有，是不是連杯子都沒有？對不對？

這一點鎖住自己嘛！就鎖住自己，邪見。那我們說放空放空放空，我們這不思善不思惡，

不思善不思惡。這不思善不思惡，內心是平靜的，可是它不是切割，它不是切割。我們

在運作這個的時候，不瞭解，以為說，空啊空，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那個是

用撥，那是用撥的，把它從心中撥出去，我把它推出去。那真正的放下，它是所有你的

存在，我不否認，我也不取，那是一切就是實相。修行就是這樣，對跟不對，會悟開、

不悟開，不難，你要如何去整理？ 

這法界，剛剛講到事法界，理法界。那理事無礙法界講的就是現象跟本體，一體無

二的關係。「一一之法，相即相入，法爾圓融」。如果事事無礙法界，講的是一切現象界

互為作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任何一朵花，我們現在看任何一朵花，

任何一朵花，都是千古以來地水火風結構，一直延續下來的一個地、沙。這個空氣、這

個水，也是大地這樣循環，水蒸氣上升，空氣溫度下降，凝結而成雨而下來。所以這裡

的一滴水，跟歐洲的一滴水，都一樣是在這樣的變化中。它的因緣法是不是一樣？這裡

的空氣，跟你到哪裡的空氣，都一樣在虛空中流動。所以在這所有的裡面，其實它是互

含攝的，它是一致的。 

你在這裡的一滴水，也能夠瞭解所有穹蒼下的任何一滴水，它的因緣結構是一樣

的，所以重重無盡。對不對？那你說我有一塊什麼樣的器皿，一盞電燈好了，它的鐵、

外殼、它的玻璃、它的能源，我們會讓它發亮發光。這所有的能源，在這裡的能源，跟

日本的能源，跟南非的能源，跟澳洲的能源，跟哪裡的能源，有兩樣嗎？有兩樣嗎？沒

有兩樣。是不是？這個鐵礦是從貴州來的，還是從阿拉斯加來的，它的鐵的素質有差嗎？

沒差。是不是？眾生在這裡分辨，然後諸佛菩薩看這個，事事無礙，重重無盡，所以祂

不會分，而我們卻要執。 

所以就法界之當相而言，一切法互為一體化，就是相即。作用上呢？是互和無礙，

就是相入。所以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的緣起，稱為法界緣起。觀此種法界之構造，即稱

為法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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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心量廣大，遍周法界，最主要是在講諸佛菩薩所證得的這種心量，並不是我

們凡夫在這種相對論裡面的大小心量。這個地方我們是要瞭解，一即一切，這個一切即

一。這個地方講我們如果能夠在心的尺寸，就是這個心量上面，能夠到無量無邊，那就

是與諸佛一致。 

《永嘉證道歌》裡面有講：「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這個地方就在講，「一性圓通一

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就在講所有法界的一切，其實都是一樣匯歸，只是在表達整

體跟部分的差異。我們眾生在看一般的所有一切事情上面，皆有所謂個別的思想、大小、 

你我，相對待的這種想法，所以不能夠契入這個寬大的法性無量無邊。 

那我們在瞭解一切即一，這個是在講，說明法界的緣起裡面，它現象之間，現象之

間其實它的關係法並不是對立的，它本身是所有能夠涵容。整體跟部分，一般跟個別，

都是相即的關係，它彼此是互相有相容性的。所以一塵之中，即與一切佛土相即；一念

之中，亦有無量之時間相即。華嚴宗運用此種認識的方式，在談到諸佛的理論跟實踐上

面，把佛教的全部，它的義理跟實踐視為是一體的。視為是一體，所以稱為一；然後再

個別，我們在所有不同的佛法的支脈跟說法，八萬四千法門當中，它分別開來，說的就

是多，也就是一切。所以這裡面是互相相容的。能生萬有之一心，就稱為一；但是所生

的萬有，就是多，也就是一切。 

那這個地方，我們一般不大能夠去瞭解，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講。「須是向二六時中，

靜靜看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也就是我們修行人，他本身已經不再談六根對六塵外

界的這些境相。如果你能夠迴光返照，你二六時中，也就所有的時間裡面，你去看，你

去看你能變現的這些思想，你能變現、感受到了這些外界的境界，如果它含雜，就是帶

有你知見上的認識，是非、比對、喜好等等的這些東西，全部是在心外求法中的雜。如

果你抽掉心中的這些對立，你以清淨來看所有山河大地萬象，那麼這些萬法，其實歸於

我們清淨自性裡面去變現出來，去相應；所有一切如果已清淨，就是真如體現。 

那在這裡面我們不容易瞭解，所以我們還是舉一些例子，來給各位同學瞭解一下。

這裡在講說「去來自由，心體無滯」，也就是在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個是同樣

的道理。舉例，我們講溈仰宗，這個仰山呢？他去參這個溈山大師。那這個仰山他就問，

他就問溈山說：「如何是真佛住處？」真正要契入佛性，如何是佛性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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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溈山他就回答：「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

事理不二，真佛如如。」意思是說我們一般思想裡面，涵蓋有我個別的想法，這是心所，

也就是我們真實的這個佛性的展現，它有了別所有一切的能力，它可以在這裡面運作。

但如果說我們在認知了別的當下，「以思無思之妙」，並不是我們的佛性不能發展作用，

也不是我們用意識形態來思索它，這個上面有所差異。「以思無思之妙」，佛性真正在使

用，我們對山河大地你我一些現象現前的時候，它是可以運作的。 

它在這個運作呢？佛門叫做參，佛教稱為思惟修，也就是我們看到所謂「電風扇打

牆壁」。電風扇為什麼要打牆壁？電風扇要吹人才對，這個叫知見。電風扇它並沒有是

非，它並沒有一個主體的我，我只能吹人吹物，不可以吹牆壁；這是人認知出來，電風

扇一定要這麼吹。那電風扇為什麼可以吹牆壁？因為它吹牆壁的時候，有兩種作用，第

一個溼氣不打予人，第二它的風是打牆壁之後散開，在這個空間裡面，造成一個循環而

已，它不是為了我們不夠涼。 

所以在作用上，電風扇吹人的時候，它是直接我需要風，來吹掉我身上的熱氣，這

是功用之一。電風扇吹人，是沒有是非的，電風扇是大機大用；我把它吹我，也是大機

大用，它沒有是非，沒有對與錯。今天天涼了，叫寒冬。寒冬，如果空氣凝滯，大家會

昏昏欲睡，因為氧氣不足，所以將電風扇打牆壁，打過風過來，產生一個氣流，大家不

會昏昏欲睡，這個可以推動空氣，從窗外而飄，從門口而出。 

這個過程裡面，電風扇是不是還是用？是不是還在用？所以這裡面誰在用？電風扇

在用，人的覺性、佛性大機大用，是不是般若之用？是不是般若之用？你會進來想說，

幹麼在打電風扇？電風扇也不吹人，吹牆壁幹什麼？這個叫知見。我們這現場舉例，這

個叫知見，這個叫分別，所以這個是鎖在個別的，所以他沒有辦法再看到所有一切裡面

的妙用。 

你今天一大早要喝豆漿，太熱的時候，可以怎麼來使豆漿溫度下降？你可以用嘴巴

吹，不小心口水也進去，加了一些染料；你也可以用扇子扇；你也可以拿到門口去吹，

不小心加了空氣中的胡椒，叫微塵粒子：你也可以用電風扇。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匯歸

而言，它沒有是非？在整體運作，個別運作，所有一切主要的目的是要讓豆漿涼，讓人

能夠喝下去的時候不傷，然後豆漿要涼的時候，所有萬法皆可以完成，這樣的一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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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只是在講我們心在無念之下，在這所有的運作裡面，它可以變幻萬千。那我們

每個人在「思無思之妙」，在現前以清淨的真如佛性為主體，然後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情

應該如何來完成，完成最圓滿的事情，這個要參它，要思惟修，這個理窮通透，要把這

個道理，這個辦法都現前的時候，是用到我們清淨佛性它的運作。 

所以當我們看到它現前的時候，會通過腦部的思惟，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有思？但

是思完之後，這個辦法出來了。這個辦法出來了，是不是能思能覺的功用都發展出來？

這個用完之後，是不是要神通妙用？用完之後回到清淨當中。回到清淨當中，你不再有

思的必要，而這整個的思惟，「反思靈焰之無窮」，是不是在這裡看到所有辦法的可行性？ 

「思盡還源」，當我們這一切現前，而智慧取得，應該要如何去做它的時候，這個

時候是不是還原？源到清淨佛性寂然當中。「性相常住」，這個所有的清淨法性，萬物的，

這個電風扇，它也不需要隕落；而這個風也無相；我們的涼，也不用去感覺，我這一秒

是二十五度半，這一秒是二十三度，這個不用再談這些。一切當中是不是事理無二，當

下就圓滿？「真佛如如」，這個就是佛性真實的使用，跟它常在所展現出來的妙用，這

個就是功夫。 

所以當這個溈山，他就回答仰山如何是真佛住處。在一切中，事理無二，性相常存，

然後它可以變現一切，當下圓滿，心中了無痕跡。這個仰山聽到師父說的這一段話之後，

大徹大悟了。這個跟我們前幾堂課所介紹的，這個禪師如何帶禪子的激烈方式，不大一

樣，就道風不同。但這個仰山，他已經功夫做到百分之九十九，所以只差不知道如何能

夠真如體現，大機大用，經過師父這麼一點撥，就好了。 

在仰山徹悟之後，又隨時隨地的追隨在師父的身邊，達十五年之久，然後自己再出

去傳教，作大方丈。這個在古德是有的，現代的人比較按耐不住。這個古德如果悟後瞭

解，所有的大德都講悟後起修；他悟是本身，我們看到清淨的佛性，看到清淨佛性之後，

你本身的習氣，跟過去的思惟的這些模式，並不能夠完全無影無蹤。所以「理可頓悟，

事須漸修」，所以理可頓悟當下，你爾後在所有行住坐臥當中，是不是能夠展現所謂的

真佛如如，這個還有待考核。 

於是這個開悟的禪子們、佛子們，都還會承事供養，隨侍在師父的身邊，慢慢的起

心動念跟行住坐臥當中，若有一點閃失，這個師父都會再加以指導，直到他真實的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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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裡外一如之後，才安然的讓他去開展，去弘法，作方丈，這樣才不會魔性再現前。但

是現代可能略有一些，一點點的這個瞥見空性，或是瞭解一些之後，可能以剎那的經驗，

以為自己的飽足，這個時候不能夠體現，以一清淨真如而現一切，這個是危險的，那這

個是題外話跟大家講。 

那我們再看，修行的過程裡面，如果能夠瞭解，瞭解一跟萬有的關係，那麼就能夠 

「去來自由，心體無滯」。說去來自由，這是眾生最最想要達到的境地。我們如果說以

生死，我們生跟死，常常就是凡夫心中的痛，那種恐懼，那生死生死，去來自由，簡單

的舉兩個例子。 

三祖僧璨大師，僧璨大師他示寂是隋朝大業二年（西元 606 年），他在示寂之前，

也就是他在圓寂之前，他就告訴大家，他說，大家都是「餘人皆貴坐終」，就是大家都

想說，這個這樣坐著，二腿一盤叫善逝，這樣子大家都歎為奇境，也就是歎為這個是很

好的，這種修行是很好的。那我呢？我在示現立化好了，我站著死，我站著死給大家看

好了。那生死自由啊！因為我要證明我生死自由，別人都坐著死，那我站著死給你們看，

他就這般說了。 

這般說呢？有一天，有一天他就真的把這齣戲給演完了，有一天他就手攀著樹枝，

樹枝呢？不要讓屍體這樣倒下去就好了，攀著樹枝，奄然而化。所以後來追封他為鑑智

禪師。這個就是叫什麼東西？就叫去來自由。我們辦得到嗎？我們那樣喘喘喘，不自由，

插管插到想要一口氣，再一口氣，到沒辦法的時候，那口氣是勉強喘不起來的，還非常

珍惜最後那口氣，不肯捨。而他是可以這樣去來自由，樹枝摸一下就去了。這個是一個

故事，自不自由？自由。 

再舉一個故事，一個故事，這個道生法師。道生法師他當時《涅槃經》還沒有傳譯，

還沒有傳譯到中國來，就是中國還沒有拿到梵本，梵文的這個《涅槃經》。可是道生法

師他在自己的修證過程，他主張一闡提也有佛性，這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他主張眾生皆

有佛性，一闡提也有佛性。 

可是大家一般人，已經傳到中土來的佛經裡面，都要講眾生你要如何的修，你要如

何的修才能開發，如果你有惡知見的話，你是不可能，不可能成佛的，你就是勢必下地

獄。這種，這種叫做二分法，有、無，可、不可，這樣。這個道生法師他就被大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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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說他說法是不對的，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所以眾人就默擯他，就不要參這個法

師，他說的法太奇怪了。 

然後他就發願，他就發願說，如果我講經，我所解釋出來的這個，是他自己悟的嘛！

他說如果我說的是契合佛法，契合佛心的話，將來我就坐在法座上說法而往生，我說一

說就往生這樣，就這樣子。後來他又講，那如果我講的不合佛心，這個願不會滿的，如

果我講錯了，我這個願是不會滿的。 

後來他因為被默擯，默擯，他就到虎丘山為石頭說法，那裡有一顆一顆的石頭，石

頭就是一闡提呀！就是一闡提呀！看起來是無情，對不對？我們是不是叫有情？有情眾

生，因為我們太多情了，內心總有不一樣的情愫，那也很容易敏感，很容易動盪，於是

他就為石頭而說法，說說說說說，就有人看到，石頭點頭了，所以石頭接受他所說的道

理，所以有這句話叫「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那話說這已經傳為佳話，後來《涅槃經》到中國來翻譯之後，果真《涅槃經》裡面

就講佛性，就在講到一闡提亦有佛性。所謂一闡提的概念，是在講眾生無明闇覆，然後

在這個狀況之下，沒有辦法迴光返照，去看到自性的清淨。所以因為他講得非常的奧妙，

他就最後的一場，也就在他講經說法圓滿展現之後，坐化了，如願滿足，這個是大德的

去來自由。我們好好修行修行，看哪一天也喊說我明天要走，明天真的走，這個很不容

易。 

然後再來他講「去來自由，心體無滯」，這個是本來就沒有停滯的。剛剛談到溈山

所講的那個地方，剛剛談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焰之無窮」，裡面是不是也是一個

運作？那這個運作的時候，我們一般來看，念頭的有與沒有，現在要重複再把這個公案，

再回來參一參。「心體無滯」，也就是我們常常在思惟的時候，如果你是根據自己的意識，

根據自己的意識跟經驗，來思惟一切的事情，那麼這個地方不是叫無滯，它是規範，就

是一個區域，你所認知的知識為它的道理，你所想得到的這個極限，來作為你思考的內

容，這個是有範圍的。那般若智慧呢？它不是這樣，它本身在清淨之中，隨一切的緣裡

面自然體現，它是自然體現的。 

剛剛談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如果說清淨佛性現前，證得般若

智慧的這個大德，他在看所有一切，以清淨心看所有一切，就譬如清淨的佛性常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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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天啊！一月在天，所有一切的萬事萬物，都能夠相應於這個清淨的佛性，就是這個

月，所以就像河、海、溝、池、水盆，任何的甚至你鍋碗瓢盆裡面的水，都能夠映現這

個月的樣子。事實上從哪裡而來？「一切水月一月攝」，所以映現了這些清淨的月的倒

影，就是在指向其實只有一個以清淨的般若佛性為它的本體，所以在一切裡面，是無滯

無礙，所以一切皆清淨，這是簡單的解釋。下一段是。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

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

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他說善知識啊！所謂一切的般若智慧，都是從自性而發生的，都是從這樣而現前

的。這個地方般若智慧，就是在講對於一切的現象，不離開本體，而發揮出一切的作用。

本體跟現象之間，它是自在而無所障礙，心對於現象也毫不執著，而可以處理一切，這

個就是般若智慧。那這個地方我們要瞭解，瞭解說這個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 

這個在講一個公案給大家聽，這個公案就是龍潭崇信禪師，他原來是湖南人，他沒

有出家之前，其實非常的窮。然後他就在天皇道悟禪師，他的寺的旁邊，擺一個賣餅的

攤子，在那裡做燒餅，賣餅，然後他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這個道悟禪師看他這麼的窮苦，

那寺裡有空的，空的寮房，有一間小屋子，一間小屋子，他就跟他說，那給你住，你在

那邊賣餅嘛，給他住。 

這個崇信，崇信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天皇道悟禪師，能夠讓他有一個安身之

處，他每天就送十個餅，因為他就做燒餅嘛！他就做十個餅，然後去供養給道悟禪師。

這道悟禪師，就收了這十個餅之後，就交代侍者，他交代侍者，你拿一塊餅去還他，去

給他。然後這個侍者就每天十個餅之後，再拿一個，抽回一個去給崇信。這個崇信呢？

就常常十個拿過去，又退一個餅給我。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就跟我說，你要九個，我就

給你九個，你也不用再退我一個；我自己在做餅，也不可能沒餅可吃。 

他就久了就想說，你為什麼每天都退我一個餅呢？於是他愈想，這個就是心意識，

他就愈想愈弄不清楚，於是就開始產生了一個叫疑團。禪宗裡面，就是要讓你起疑沒有

關係，讓你起疑沒有關係，那禪師他是不怕你怎麼心中想他的。然後他就去跟道悟禪師，

他就去跟他抗議，他說餅是我送給你的，我每天送你十個餅，你何必再還我一個？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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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餅，到底是什麼意思？我難道還少這個餅嗎？需要你再還我嗎？ 

這個道悟禪師哈哈哈哈！他笑了。他就很溫和的，溫和的說，一個餅你還嫌少嗎？

十個我都沒有嫌多，一個你就嫌少。他把它倒，你知道意思嗎？他把它倒。喔！原來你

要我還十個，都全部給你，原來一個你就嫌少。十個我都不嫌多，這個看每個人的智慧，

怎麼去體會這個話。一般人就會想說，你冤枉我，你退我一個，我是不要的，一定會狡

辯。一般人是不是這樣？我就是叫你十個你照收，你何必退我一個？那你說這話，一個

我嫌少，我有嫌少嗎？我自己很多個，一般人落入相狀裡，就是這樣吵的。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要讓你在這個上面，還有一個腦筋急轉彎，你怎麼轉都轉不出來，你怎

麼轉都轉不出來。崇信聽了之後，他還是個利根器，崇信聽了之後，似聽懂又似聽不懂，

又想得通又想不通。然後這個時候他想來想去，這個天皇道悟禪師，一定是有料的，他

就要求他說：師父！你幫我落髮，准我出家吧！因為這個話實在不好參。 

然後這個道悟禪師就說，他就說：「一生十，十生百，乃至生千萬，諸法皆從一而

生。」你的餅，你第一個餅，是從你的麵粉然後開始做的。你從一個餅，做到十個餅，

做到百，做到千萬的餅，其實都是開始你要做餅的那一念，跟那個行為開始。諸法都是

這樣，它全部是沒有障礙，它也沒有什麼罣礙，它也沒有什麼是非。 

這個時候崇信抓到了，他抓到這個師父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他也體悟到了，崇信

就很自信的回答：「一生萬法，萬法皆一。」這個道悟禪師就幫他剃度，這是塊料，有

的人聽懂，有的人還沒聽懂。沒關係！聽不懂不是料，聽懂了是個料，料與不料就是漸

頓差，開始還沒有到達那個程度，我們就慢慢來，反正這才〈般若品第二〉，你到最後

一品，最後〈付囑第十〉，差不多也快悟了，是塊料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呢？後來這個道悟禪師幫他剃度之後，這個崇信禪師後來有得道，得道

之後，就結庵居住在龍潭，所以叫龍潭崇信禪師。但這裡面我們又要去瞭解這個公案說

什麼，為什麼這個天皇道悟禪師他有個小屋，他可以給這個賣燒餅的住？我們以佛門來

看，這是常住，常住物呢？這是常住的東西，你一個居士，怎麼可以住到裡面來？你什

麼特別的關係？這是他引度他的方便，因為這個禪師他就是要表示我的就是你的，我的

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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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天地萬物，只要你是修行人，這因緣和合的時候，沒有你的、我的、是非、對

與不對，他表達這個道理。然後之後，他不是拿了十個餅，對不對？拿了十個餅，再還

給他一個餅，這個就是表示你給我了，你的就是我的，我屋子給你住，我的就是你的，

我再把餅還給你，你的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是不是這樣？ 

這個時候就是要讓他產生一個想法，讓他去想到底什麼是我的？我們世間人看到

相，就是說這個師父很慈悲，一間茅屋或是小屋給我住，這恩惠，這個恩我一定要報恩，

我不報恩不是人。是不是是非概念？對不對？是不是就這樣概念？所以送十個餅是當成

租金，是不是是當租金？你又還我，可是我就明明要付這麼多，你為什麼要還我？我誠

意不夠嗎？我欠嗎？根本不用來跟我這一套，你就好好收，是不是還有謝絕？還有你我

之分。 

可是這禪師每天還他一個餅，讓他起了一個我心中這樣想，你為什麼不瞭解我的意

涵？你為什麼不接納我的好意？此恩不報非君子，有的人都這樣。對不對？所以他這裡

很多的想法，然後慢慢的這個禪師再跟他，再慢慢帶，後來為他落髮嘛！裡面就是要讓

這個崇信禪師最後去瞭解到多跟少，你的跟我的，物跟我心的誠意的關係，有跟無等等

等等宇宙的千差萬別；其實在對立當中，都是在心外求法，都是二分法，都是從外面進

來的訊息，它都不是清淨佛性。所以般若智慧，一定要把這個對立的觀念，所有的這些

東西一併放下，寂然之間，這個清淨佛性現前，你就證得這個清淨，清淨的佛性現前。 

所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千萬不要用錯了心意識的運作，然後就以為自

己是真性的自用。佛印禪師他就講過，他說：「真心為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

我們為什麼會有邪思邪想？因為我們不是用清淨的真如來做功課，來行住坐臥。所以如

果你能夠不思善不思惡，在所有裡面自然的，在這裡面用觀照，但是不著，不再著你所

能照之心，所照得的這些智慧，那真心在這清淨當中，就是見性之功，也就是你要下功

夫的地方。你下功夫之後，慢慢的你所有的百邪，就是外在的這些，攀緣附會的這些，

就不會再出現。 

這個地方就講個笑話給同學聽，我們修行很多人搞不懂，然後就在那邊比一比二，

比大比小，比長比短，你的境界比我高，你有那麼厲害嗎？我再來給你觀察觀察。同樣

是眼睛、鼻子、嘴巴，你看不出來的。因為你沒有辦法去看到眾生心中的清淨，跟他真

正的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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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話說在中國佛典上面，就有好多好多佛教跟道士的這種辯論，道士他們在，常常就

是鬥法呀！鬥法。那有一個道士，他就去向這個法印禪師，他就去，應該是說問難，去

找碴。他說你們佛教怎麼比得上我道教呢？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一心、一乘、一真法

界，一佛、一如來，什麼什麼都是一；可是我們道教呢？什麼都講二，我們二比你大。

因為呢？二，你看看，我們都講天地、陰陽、乾坤，我們都是二，你一只有一個，我們

二就多了一個。 

然後這個就是禪宗的禪師，他在對應，這個就是般若智慧，他在對應所有的時候，

他不會，他不會跟你起爭執，但是他的幽默，會讓你剎那之間，你不知道如何以對。這

個禪師聽了之後就不瞭解，他不瞭解你的二，比我們佛教講一大。他就說真的嗎？你們

的二，真的能贏過我們佛教講的一嗎？道士說，那道士就回答說，真的！你只要說一，

我就可以回答你二，我一定會贏過你。 

這個法印禪師，這個時候因為他就出題目，你說一，我一定會說二，贏過你。這個

法印禪師他就站著，他就把一隻腳蹺起來，就金雞獨立，是不是就一？是不是就一？然

後他就問他說，你可以兩隻腳都蹺起來嗎？聽懂嗎？很好笑喔！我蹺一隻腳起來，我看

到這裡，自己的腳覺得很好笑，這禪師是多活潑。我講一，你就一定要說二。我一隻腳

蹺起來，我還站得好好的，你兩隻腳可以都蹺起來嗎？當然不行。這個道士就啞口無言，

對不對？甘拜下風。所以這個禪師是不是在展現裡面真的不可思議？你要講什麼一，你

要用言詞跟他講，絕對贏不了，他乾脆身體力行，動作表示。是不是？所以這個法印禪

師方便機辯，這個就是禪宗的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