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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3》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去來自由，也是講一個讓同學去體會體會，我們應該要怎麼辦。講到這個去來

自由，說杭州西湖喜鵲寺，那有一個禪師叫鳥窠禪師，這個大家也都清楚。這個鳥窠禪

師，他本名道林，九歲就出家了，很用功，然後他在陝西的一個禪師門下當侍者而悟道。 

道光禪師的門下當侍者，當侍者當然耳濡目染，每天看著禪師言行舉止，當然有很

多的機會機鋒相對，然後帶引他。所以他開悟之後，就回到這個秦望山。回到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他祖籍的地方，那有一棵樹非常的濃密、茂盛，然後這個根盤得很廣，這個盤

曲如蓋，這個松樹上面，他就是築了一個自己的平臺，可以在上面修行，好像小鳥做了

一個巢在樹上，他就很少下來。他就很少下來，都在這個樹上，所以大家就都叫他鳥窠。

窠的意思就是巢，這鳥巢禪師，那大家對他都很尊敬。 

當時的大文豪，有一個大文豪叫白居易，我們都知道這個名字，雖然不認識他。這

個白居易非常景仰這個鳥窠禪師，這道風那種自在。有一天他特地就來請問禪師，因為

這是大文豪，他就用詩句這樣來問，那古時候的禪師還個個，個個都是飽讀詩書的，出

口成章。他就問：「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

夢中。」 

他的問題是我特地來，空門當然就是指你已經悟空門的這個大德，這個禪師，我特

地來這裡拜望禪師您，就是來問世間這個苦，到底我要怎麼空？然後「敢將禪事問禪

翁」，就是想說你給我指點指點，點撥點撥，給我一點契機，「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

生是夢中。」到底我是在作浮生的夢，還是所有世間的一切，其實就是一種虛幻的夢。

就是意思說是我在夢，還是我不是夢？可是所有一切外界是夢，其實這兩個嚴格說起來

是差不多。 

這個鳥窠禪師也用詩來回答他，他說：「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

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他說不是你在作夢不作夢，你本身就是夢，外界的一

切也是夢，沒有一個主體的你在作夢，也沒有夢中有一個你。兩個都是夢，因為我們眾

生都以為有一個真正存在獨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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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禪師的眼裡他當然瞭解，這是因緣和合的每一個人。妳現在是一個女人，妳就有

女人的思想跟行為；你現在是一個男人，你就有你男人思想跟行為；下輩子你是一隻大

象，你就進入了大象的思想跟行為；如果你是一隻老鼠，你就進入了老鼠的怕光、躲藏；

如果你是一隻螞蟻，你就會想著趕快儲存食物，搬來又搬去。這樣哪一個才是你？ 

我們都以為有一個主體是不變的，你進入了什麼樣的因緣，你就會有那樣子的思想

跟行為。所以不要以為有一個個別主體的你，所有的一切也是因緣。你今天生在挪威，

生在北極，生在北京，生在南極，你的環境裡面也會不同。是不是？所以他的意思是人

生是如幻，所有一切如果你能夠體悟，真實你放下對於自己的執著，跟外界的這個執著，

最後你可以看到無生無滅。所以他說：「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事一同。」其實是

一致的。但也不是說空，也不是說沒有那種斷滅。 

這個地方呢？生命啊！我們如果千百億都在輪迴中，是因為我們一直執著生滅法，

如果我們能夠放下，我們去懂得無生無滅，當下就可以體得。這個白居易四處參訪，後

來還真的有悟境，所以白居易後來成了在家的弟子，參訪很多很多的大德，到晚年退休

了，公職退休之後，就茹素，還把自己的宅子，因為他當官，屋子一定很大，還把自己

的宅子供出來，捨宅為寺，作為一個寺院叫香山寺，然後自己給自己取一個號，叫香山

居士。各位居士大德，我們這個名字，我們這個居士大德，還用之有愧。對不對？是不

是？我們就是先預先把這個名號奉送給各位，好好搆得上居士這個名好了。 

這個白居易到老年的時候，他常念佛，他很喜歡念佛，而且作了很多的詩跟偈子，

然後來表達他對這佛法上面的體悟。而且還曾經，他在某一個山那邊，還作了個偈子，

他說：「他日當作此山僧」，以後我會來這個山，作這個地方的出家人，那當然是有願力。

接下來。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

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

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

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 

這一段經文在講善知識，一切的修多羅講的，廣義而說就是一切的經典；及諸文字， 

就是所有的論述。一切的經典跟論述。大小二乘、十二部經，指的是佛陀所說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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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據佛陀所說敘述的形式，當然有的是長行，有的是偈頌，根據祂所說法的形式跟內

容，分成十二種不同的種類，稱為十二部經，又叫做十二分教。那這個十二部經，此十

二部經，大小乘都是共通的。所以這裡講的是所有佛所說的諸多經典，跟大德的論述， 

「皆因人置」，都是因為人而設置的。那為什麼需要因為人而設置呢？因為我們眾生在

迷，眾生在迷而有痛苦啊！可是我們有覺性、有佛性，所以我們才懂得痛苦，要不然不

懂得痛苦。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因為人本具有智慧體性，也就是佛性，所以三藏十二部

所說，都是為了讓我們怎麼樣？返本還原。我們就是看到自己的清淨覺性。人為什麼會

痛苦？是因為這個明明不對嘛！可是你不明白，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才會有痛苦。

如果你直接在這裡面，你就不知道那個叫痛苦，你就一直在那個裡面，一直沉溺在裡面，

以為那個是自然的。是因為有比對，才會忐忑不安，那這一點就慢慢大家去省思就會知

道。 

我們人常常自己會有一方主訴，然後再來兩個對話，這樣對嗎？如果怎樣的時，是

不是會比較好？是不是自己會產生這種，一種、兩種、三種、四種的對話。其實有多種

方案，為什麼你會擬出多種方案？然後想要用自己決定的那種痛苦，理性一點，還要易

地而處，去想想別人的立場，那這上面又會解讀，人為什麼有這個功能？這個就是佛性，

這個就是覺性。所解讀出來的東西，其實就是個別執著的單一個切面。所以人是不是就

有 這個智慧體性？就是這個覺性，很顯而易見的嘛！ 

所以你為什麼能夠多方的去思惟它？到最後說，唉呀！我知道答案了，這裡面就是

做了一些比較跟統合，客觀現前，然後把情緒抽掉，看起來比較吻合，好像比較有智慧，

這個是世間智慧，這是有漏的世間智，是這樣，沒有錯。但無漏的呢？是在知道它裡面

是因緣法。那真實呢？相狀，也是存續於某個時間空間點，不是常住的，而是成住壞空

的。 

那在這個裡面，慢慢去發現自己這個覺性，不管你小時候，不管你現在幾歲，你這

個覺性一直有，一直在，一直發展功能，只是你都在追外面的境界，而不知道這個清淨

覺性它是可以，不動的時候，它可以一切了了分明，真實的智慧可以發展出來。我們就

是盲嘛！局限在某一區，所以就是要開發，這個徹見清淨本源，迴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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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經文很簡單，「若無世人」，如果沒有世界上迷惑的這種人，「一切萬法本自

不有」，就不會有這些，我們人解釋出來的就叫法嘛，而事實上解釋錯誤就叫非法。那

如果我們人沒有這些迷悟，就是迷惑，佛就不用來開演那個真實義，告訴我們了。所以

這些經論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迷，而才假立，假立出來的？「故知萬法本自人興」，所以

知道這個萬法，就是因為人，所以才興建建立起來的。「一切經書，因人說有」。這個經

論都是人，人說才會有的。 

那這個真實的道理，能體會的，自己就能體會。但眾生沒這麼厲害，總是執迷不悟，

然後在這個裡面，受了一些既有的形式，跟那個價值觀的教育，所以習氣使然，在那裡

面繞不出來。「緣其人中，有愚有智」。那為什麼需要說？因為人個個種性，每個人的理

解不同，每個人的那個迷的情形，深度、垢染、結習也不同，所以有分有愚跟有智。有

的迷得比較厲害，這叫愚。然後呢？還會自己去讀自己，也不會那麼不理性，這種叫有

智。 

這個時候，「愚為小人，智為大人」，這種愚昧無知的人，稱之為小人。這個地方並

不是講說陷害人家叫小人，那比較有智慧的呢？我們稱之為大人。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經

論？就是因為這個愚昧的人，向有智慧的人請教，所以這些有智慧的人，當然這裡的智

者，要用出世間法來講，就是佛好了，跟這些大德。因為經論嘛！所以這些有智慧的人，

才為這些愚昧沒辦法瞭解的人來說，來幫助他，看到他自己的清淨自性。那只要，只要

這些這個愚昧的人，當下突然之間悟解心開，突然之間了悟了，理解了，心智就開朗，

就明白，那麼當下悟就是悟，「即與智人無別」，就沒有兩樣。 

就像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子，他去參他，這個門把腳壓住了，我痛啊！誰痛？你痛，

你人在哪裡？在悟開的時候都是一致的，悟就是悟嘛，就是沒有這些，沒有這些煩惱習

氣，想法就不一樣，看法就不一樣，他就不會用世俗的那種價值觀去評估任何一件事，

他就是不同。那如果說有一些悟者，他還有一些釐不清，或是每個現前現前，他還有煩

惱習氣，可能看不清楚，沒一下子也就看清楚了，那才是真的悟。 

那有的人可能，喔！我瞭解了這個道理，他可能瞭解一部分，而不是所謂真正的悟，

那個就是偶爾，我比較瞭解原來這就是空，瞭解空並不是悟入空。因為瞭解，啊！我執

著，這在指這一件事上執著，所以你放下對於這一件事的執著，可是並不是真正的徹悟，

徹悟的知道所有一切，起心動念所有一切，我的攀緣附會等等的這些結構，都是因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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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個體，清淨的本體現前。所以在所有一切裡面，就不執著，他能明白，這個就是

所謂悟。悟有深淺，這到底是不是徹悟？這個地方講的是這樣。那下一段很簡單，這個

語詞都很簡單。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

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這個在講善知識啊！如果你不覺悟的話，縱使佛說眾生都有佛性，我們是不是都有

佛性？佛性就是覺性。眾生是不是都有覺性？都能瞭解啊！都能夠感受，都能夠分辨，

了別功能；但是就是了別錯誤，納受的時候有個執著，所以覺性有沒有用？有用，覺錯

了，覺錯了而已。譬如現在如果手上有一個水果，遠遠的，那跟你講這個是什麼？你講

芋頭，一邊說蕃薯，一邊說橘子，一邊說柳丁，打比方。是不是？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有

覺性，能夠看得到這個東西，也能了別它是一個物品，是一個水果，是一種食物，可以

吃的，可是了別的內容，都是臆測。是不是都是臆測？ 

那這個臆測的同時，那明明就是芋頭，你跟我說蕃薯，我跟你打賭，兩個就槓起來

了。這樣聽懂嗎？然後另外一個說，那就是柳丁嘛！這個時候怎麼會有橘子？兩個又在

爭執。不對啦！是芋頭，是蕃薯，是柳丁，是橘子，這個就是眾生這樣。然後智者呢？

看得明白，就回答明白，是食物，是一個紅色可食的食物，是個橘色可食的食物，就這

樣。它的名字叫什麼？無所謂，與我無關。知道嗎？與我無關，我也不會攀緣，我也不

會附會，我也不會想要，我也不會跟你爭。如果你要問他，他就會這樣回答。他不會動，

可是他會根據他所見的，他很明白那是一個食物，那其他的一切，他不攀緣，不去追，

不去計較，不去分別，不去爭鬥，我是這樣舉例。對不對？ 

那我們的覺性都有沒有在用？有，如果你用斷滅的或是心念，他是捏掉那個覺性

的。這個食物，理都不理你，與我無關，我不發生作用，我在抗拒正常運作，那這樣子

也不是真的修行人，他的功能已經刻意把它壓掉。那如果說，好，可食之物都是要果腹

用的，那這沒有差。那如果更明白，可以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說對與不對，心中都可以

有客觀的保留，他也無所謂。 

可是我們一般的凡夫，「就明明是橘子，說柳丁，我不相信，一個箭步把它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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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呀！塑膠的。」原來也不是橘子，也不是柳丁，是塑膠產品。然後這個時候，「你好

狡詐喔！用這個騙我，呼巄我。」誰要騙你？呼巄你？人家不過問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並沒有說我這個東西要給你，等一下這是你的午齋，要給你吃，是你連結，然後你覺得

你受誑騙。那如果是一個修行人，是一個悟者，他也沒有我受騙，要查證也行，不查證

也無所謂。但是功能有沒有？有，有沒有了別功能？有，心中沒是非。這樣會分嗎？就

是這樣運作。 

所以縱使我們都有佛性，還是處在五蘊當中，稱之為眾生。因為不悟嘛！所以我們

縱使有佛性，還是稱做眾生，被無明煩惱所覆蓋，所以對於五蘊法裡面，染著纏綿，流

轉生死；那如果一念之間，悟得清淨的自性，這個時候眾生也就是佛，就看得清楚自性，

覺悟真理。 

今天如果你生氣的話，凡夫是這樣運作的。今天有一個衝突，你生氣，凡夫的內心

就是這樣，「有夠過分，害我怎麼樣，這件事明明就是怎麼樣，對啦！我也有一點錯，

那又怎麼樣？」反正所有的問題，都在外面的事情怎麼樣，所以我怎麼樣，所以成立什

麼？成立外境界跟成立內，每個人的以為，自己的覺受，這個受傷，還有自己的感覺，

跟我的知見的鞏固，這就凡夫。凡夫如果有衝突生氣的時候，他就有好幾個東西建立起

來，是不是有我？這件事件，跟我的知見，跟外面的對錯。 

那修行人如何看這個瞋？今天有事件你衝突了，我生氣了，他不是在看這個事件，

不是，他是說我為什麼生氣？生氣的是誰？外面的這些東西，我因為執取，標立了一個

自己想要的答案，假設了這個問題而不吻合，不吻合我的要求跟我的設定，所以我也氣

自己，也氣外界，這個瞋是沒道理的，然後生氣的我又是誰？修行人這個瞋，他是在解

這個東西。然後最後發現，生滅法生滅法，這個因緣和合在變化，一個執著這樣，一個

立論這樣，兩個打架，都以一個假設自己是對的，所以才會產生衝突而瞋。 

當看得懂這些是個別的，這個瞋是不是降低了？然後再來觀察起心動念這個瞋，它

是虛幻的吧？然後自己執著，在這個上面一直站得很好，把自已豎立鞏固在那裡，這是

一個笑話。然後當這些之後，一念之間，哈！一切虛幻不實。然後這個一念，瞭解清淨

的自性，本來無一物，本來根本沒有這些東西，那我在這裡已經運作好幾重，我把持這

些不放，瞭解覺悟真理，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向，也就是它的樣子，它的性質，它的

本質，所有一切，這個時候成就正等正覺，單就這個上面智慧現前，體得自在，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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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眾生即是佛？ 

所以「故知萬法盡在自心」，在吾人的自心裡面，成立了萬法。那眾生如此，「何不

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為什麼不下功夫呢？為什麼不下功夫，去看到自己的清淨的

真如？然後常常在這裡面一直在強調，喔！我今天有夠生氣，那個人有夠過分，全部是

心外，你強調的是一個物相，跟你覺受出來的一種知見。 

《菩薩戒經》裡面說：「我本元自性清淨」，其實這個我，就是吾人、每個人，每個

人自性這個覺性，本來就是清淨無雜染的。那如果我們能夠懂，明白，自心見性，就都

能夠成就佛道。這不用解釋，很簡單。 

《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維摩詰經》裡面講：「即時豁然，還得本心。」當

下，當下如果可以明白，不再就這個虛妄的一切現象，也就能夠恢復本來的面目。其實

那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今天有一絲絲的這種塵垢染著，才會不自在，我們本來人根本

就是沒有這些煩惱，就是很自在的，就是因為你執著了，你才會有痛苦。所以你只要不

執著，它自然佛性就現前，它不用講你特別還要去拿一個什麼東西來洗執著，不用，是

放下執著就好了。這個惠能大師講的。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

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不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

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

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

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 

這個地方他就講，其實我們自性本清淨。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其實真的非凡人，他

說我在忍和尚五祖忍和尚那裡，一聽聞到這些道理，我當下就悟開了。因為他為他講說

《金剛經》，他半夜裡，半夜三更，再為他講述一次，他就知道無住生心，就內心一切

的疑惑，所有一切頓消，頓見真如本性。這是他辦得到，眾生其實是辦不到的，因為我

們迷糊太久了，我們迷糊太久，習氣太重。 

那因為他知道了，所以他說，所以他來這個地方開大座，是要把這個教法廣為流通。

就是要使令真正要學道的這些禪和子，能夠頓悟菩提，個個都能夠觀照自己的心，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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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自己清淨的本性。這個就是要觀照自己的心，要瞭解這個是自己的清淨覺性。 

那我們在觀察的時候，譬如任何人都在現象跟環境中，你在觀察有好幾個方向，有

的人是觀察眾生，觀察眾生，眾生沒有一個常住，相狀上，無常嘛！那眾生是生滅法，

眾生有五蘊，你是可以觀察眾生。那你也可以來觀察佛，那諸佛菩薩祂們也過去生過去

世有如凡夫ㄧ般，可是祂因為怎麼樣的修行，所以祂能夠得無上正等正覺，那我們可以 

透過觀察眾生跟觀察佛，是不是做一個比對？再來觀察我這個心，三個哪一樣最簡單？

哪一個你能把握？是不是自心？這裡就講如果我們能夠觀自己這個心，其實最容易，而

且最重要。所以在佛經裡面，它講心、佛、眾生是平等。 

但我們任何修行的法門都是從自心，自心啟發之後，觀察眾生是度化眾生，是因為

攝。攝化眾生的時候，觀察瞭解眾生，才能有那個辦法契機現前。那我們都知道心是一

切事物的根本，是我們迷妄的根本，是不是在這個一念方寸之間？所以強調應該觀察自

己的這個自心，沒有別人可以代替自己開悟，絕對記得！沒有別人可以代替自己開悟，

也不會有人替自己成佛。對不對？ 

這個地方如果自己根器不夠，沒有辦法領悟來契入。這個講若自不悟，那就要尋覓

大善知識，透過他幫忙幫助我，能夠理解最上乘的這種佛法，最上乘，就最簡潔，最明

白，最快，「直示正路」，明白的直接指導，指示一條正路。其實這指導正路，有時候指

你還看不到。我們大家如果開車或騎機車出去，你去問他，你問路，他說得感覺他很清

楚，你聽得不清楚。說的人是不是他感覺他很清楚？所以告訴我們一條正路，可是我們

還是走不到，它彎來彎去，它彎得很清楚，但是我們就是不清楚，意思是一樣。 

這個善知識有大因緣，那有的人更慈悲，跟你說九彎十八拐，你一定拐不到，我帶

你去，這個就叫做菩薩。對不對？我跟著你，陪著你，你慢慢跟著我，這樣也能到。對

不對？最後有看到了，高速公路，好，我繼續再回臺中。所以這個善知識有大因緣，你

要碰這個善知識也要大因緣，是不是也要大因緣？那個善知識也會掌握你契機的這個大

因緣，這個一句話兩邊說。 

「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也就是善知識呢？為我們開示，然後導引我們，使令來求

法者能夠看到自己的本性，契入自己的本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因為這

樣，所以一切的善法都是透過善知識能夠激昂鼓勵，讓我們發現興起而瞭解。這裡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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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三世諸佛也就是這樣，所以諸佛因為眾生的根器，迷悟的程度不一樣，所以開演

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但是這些呢？是我們每個人本自具有的，佛沒有說祂比我

們厲害，祂說你悟開了跟我一樣。你就是過去的我，我就是你學習之後，清淨的你，我

們都是平等的。三世諸佛的十二部經，其實都是因為我們不瞭解，祂才說給我們聽的。

在人性中本自具足，這是我們本有的，但是如果不能夠自己領悟的話，沒有錯，就是需

要請求善知識的指示，才能夠懂得，才看得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但是如果可以自己領悟的話，就不一定需要向外尋求善

知識的指引。這開始，開始的時候需要善知識，這個功課，這個辦法會了之後，善知識

不會替你用，是不是回去你要自己用？那是不是自悟了？所以這個辦法教給我們了，諸

佛菩薩、善知識辦法教給我們，祂指示我們，那我們要自己悟吧？所以自悟者，這個時

候不假外求了。前面這個訊息需不需要進來？需要。 

「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但是有的人不瞭解，有的人

不瞭解就一直執著著，我一定要緊跟著，一定要緊跟著，他才可以分我一點悟，要假藉

他的力量我才能悟，他的開導，我才能有覺悟的機會，那是不正確的，因為功課要自己

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前面談的那麼多大德，他曾經在這裡參學，功夫做好久好久好久，

然後再去參訪一個善知識，用一個辦法讓他體現出來。可是最早他在做功夫之前，是不

是有另外一位善知識告訴他辦法？有沒有？有。誰是明師？我們一般都，明師就是最後

那個開悟的那個叫明師，前面的那些都不是師嗎？都叫善知識。是不是？有的是我們的

基礎面，有的是我們加功用行的部分，到最後我們契機悟開的時候的那個，那個當然就

是我們自己功課做差不多了，他指點，然後破除。 

話說這個佛印禪師，佛印大家都知道，跟蘇東坡兩個交好的那個佛印禪師。這個佛

印禪師，他就講了一個降魔表，要降這個魔，眾生這個魔很難降伏，他就講降魔表。他

說：「把定十惡之門」，你要掌握好，你要掌握好，安住。十惡之門從哪裡開？是不是從

六根意識造作的這樣去開？他說：「把定十惡之門，部領摩訶一時直入。」部領就是說

你帶著清淨的覺性，這個覺照，這個摩訶，這我們清淨的這種大覺性，「一時直入」，在

只要有魔有惡的時候，你就直接照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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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當鋒之際」，在那個對起來的時候，「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聞香，舌

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他說當我這個內心攀緣，惡念現前，這個惡就是指跑

出去了，這個時候我就拿我這個清淨的覺性，直直契入它，抓這個兩個相對的時候。「眼

不觀色」，眼睛看色而不計較分別，不是眼盲；「耳不聽聲」，不是拿個耳塞子堵起來，

而是這個聲音的時候，知道是一個聲響，空谷回音，但是你不取聲音裡面的關係法，你

不產生情緒的這些東西，所以耳不聽聲。 

「鼻不聞香」，不是叫我們鼻子要塞起來，大家就馬上缺氧，不是。而是鼻在所有

的味道裡面，不作分別善惡喜好；「舌不了味」，不是不吃東西，而是知道味道的時候，

不在裡面起是非。「身不受觸」，身不受觸那怎麼可能？不穿衣服嗎？不可能的，就是你

不穿衣服也有觸，就是空的觸。這樣知道嗎？不穿也是一種觸，是不是？因為它是能夠

感觸一個空嘛！那你有穿衣服，是不是感觸一種有？感觸有跟感觸沒有，都是觸。「意

不攀緣」，這在講說，不在這個上面做文章，一直分別，那意沒有外騁，沒有跑出去，

所以一直向前，你就是念念念念念念，一直在做這個東西。 

這個端主降魔，這個降魔，然後念念不斷，倏忽魔軍大敗，你只要功夫做得夠就是

這樣。這個佛印禪師他又講：「倏忽魔軍大敗」，這個時候你的所有，就不啓動向外攀緣，

六賊全輸。我們六根是不是這六門？向外攀緣而去，是不是就叫六賊？盜取了我們的清

淨覺性，其實沒有丟。他說：「六賊全輸，殺戮無邊」，都把它殺光光。「掃除蕩盡，生

擒妄想，活捉無明」。意思也沒有產生妄想嘛！這個當然是一個譬喻，它是一個表法，

生擒妄想，活捉無明，無明哪有形象可捉？但他這個是鼓勵我們怎麼做運作。 

所以任何的一個辦法，世尊教給我們，大德教給我們，經論裡有，我們是不是收到

了？這是不是開始的善知識？那回去是不是自己做功夫？到最後你開悟的契機是哪

裡？搞不好是瓦片，搞不好是跌一跤。是不是？那這些因緣呢？這些不可思議，自己的

功夫好好下。 

那這個有個偈子，說給同學參考參考。古人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

牛還在，無心道易尋」。看得懂？我們如果世間人，你的牛跑掉了，你要去追你的牛回

來，是不是看著路上的腳蹄子印？然後你就追著這樣走。但是學道它不是這樣，「學道

貴無心」，這個無心不是說你這樣心不在焉，它是說學道最為珍貴的，是你沒有造作的

心，而是安住空裡面，一個平等清淨的心。「跡在牛還在」，如果你還有這些可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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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六祖壇經 2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那麼你還在世間的追逐裡面。「無心道易尋」，如果你多一個心，一天到晚在想，那麼就

是有心。那如果你能夠安住清淨無為的心，在一切裡面安然，不住，這個時候道就很容

易，就發現了。這個地方是不是在講因為眾生，所以有一切法嘛？ 

所以古德又說了：「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是不

是前面講「我本元自清淨」？那你如果識自心見性，是不是成佛道？你如果沒有這些，

煩惱習氣的這些，你還需要這些一切法，來度這個心嗎？當然不需要。這裡面，這是成

就者說的話。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心？有，多了一顆心，一天到晚就在想境界，一天到晚在揣測，

一天到晚做分別。那如果能夠真正達到無心，這個地方的無心不是講說，我們把自己變

成如那個草木、樹木、石頭，那種渾然無知的狀態。它是說，我們隨這個境，隨這個境，

遇這個緣，觸境，就接觸點接觸到的時候，遇這個緣的時候，心定而不動。我們的心了

別，了別，這在一切裡可以運作，這覺性可以運作；然後你不動，你沒有在這裡馬上用

五蘊去解釋它，自我意識不要馬上推現前，你就是很明白的這樣看明白。不取諸法，你

不住法，不住任何你的想法，你的覺受，你的以為，這些都沒有，一切蕩然，無障無礙，

這樣的狀態就沒有汙染了。能夠明白嗎？能明白，很明白，而且能運作，所以不住在染

汙裡面。 

那我們看自己的觀這個身，觀這個心，都知道如夢如幻。對不對？所以不住在夢幻

虛無之境，如果能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真無心。這個大德就這樣介紹給我們。他的無

心不是你沒有覺知能力，而是在這裡面自由自在，不染汙，沒有起貪瞋癡。接下來的一

段經文，他說： 

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這個就講，怎麼說呢？其實眾生自己的內心，有知識自悟啊！本具有智能，有覺性，

都可以發揮正確的作用，是可以領悟的，真的是可以領悟的。但是為什麼不行？因為倘

若你起了邪見，迷誤啊！錯誤的，妄想雜念，本末都顛倒了，那這個時候縱使外善知識，

這外善知識是不是外緣？那我們有內因，內因的話就是自己有覺性。那縱使這個外善知

識這個外緣，他有教導我們，「救不可得」，也無法挽救，也不可能挽回我們那種執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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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所以這個過程，當然就要花好多時間。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如果在每一個當下，都能夠起真正的般若的智慧來進行觀

照，也就是你要知道，這一切是清淨的，這一切我不要妄動，不要妄加很多錯誤的想法，

你讓這些一切還原，就先保持寧靜，不摒棄、不抗爭、不攀緣、不附會。很短的時間裡

面呢？這個妄想雜念它就會消滅。這樣講，同學，絕對不要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