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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4》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人都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很聰明，人家如果說些什麼，「我知道，我知道，你不

用講」，你就替他講講後面的，你講的都是你自己講的；就假裝著自己要很聰明，這個

就是最糟糕的，就是太有心了。他不是講「無心道易尋」？妄念就是虛妄的心念，它是

無明或是迷妄的執念，就是執著產生的念頭，這個都是因為凡夫迷心，不知道一切法的

真實義，是因緣，生滅啦！ 

簡單的說，你只要有辦法看得到，摸得到，用得到，感受得到的，都是生滅法，這

樣講比較簡單。你眼睛只要能夠看得懂的，都是生滅法；你鼻子聞得到的，身體能感受

的，心中能想的，這意識也是生滅法，你等一下又變來變去。嘴巴能吃的，今天香的，

明天臭，所有一切都是生滅法，你在這上面，還有什麼好在那邊強求？還以為一大堆。

真正常住的是什麼？覺，覺性，你能夠懂這些的這個能力，這是常住，就這個能力，這

個覺性常住。 

這個覺性，這個覺性哪有是非？能力哪有是非好壞？就能力而言，就這個覺性而

言，哪有什麼分好壞？是不是你覺？生滅法才要分生滅法的好壞。對不對？那我們看，

路上的一坨狗大便，在我們來講呢？叫穢物。是不是？以蛆來講，叫美食，那是牠生長

的地方，這是牠的肥沃的田地。我們看樹上的毛毛蟲，這隻毛毛蟲多可愛，會變成蝴蝶，

這毛毛蟲盡其一生，有好久好久的日子，沒有離開這顆樹，牠如果離開這顆樹，就不能

變蝴蝶，可能乾旱而死。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都在因緣變化中，這生滅法。 

那你如果知道，所有你執著在外相的這些東西，在妄念，產生錯誤的思考。這種錯

誤的思考，遍計一切裡面，然後慢慢結構，喔！自己的顛倒，內心的情境，就在那裡不

自由嘛！就在那裡起起伏伏。是不是？《大乘起信論》裡面它有講到，這個妄念能夠攪

動平等的真如海，我們眾生其實你在所有一切，你看這所有都生滅法。對不對？這裡面

你平靜一如，你也能運作，吃飯你也吃得很好，走路你也不會故意撞那個柱子，這些覺

性，本來就是使用得很好。 

那如果你這個妄念，你就攪動你平等的真如海，然後現出萬象差別的這種波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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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洶湧。所以如果你能遠離這些妄念，就能夠得入覺悟的境界，就是這麼簡單。這個經

典，這一品，再三、五品都是一樣，這個原則把握了，就可以總持。那我們要用很多很

多的辦法，因為我們都是用局部，然後有的時候記得用，有的時候就忘記用，用的時候

又不徹底，又最後你一定要知道，這個覺性是沒是非的。 

那每個人的佛性，這些東西都不會住在心裡的。可是你就是硬要給它住，每天就要

溫存它，這樣想它，這樣想它，還要再回憶，給它澆水，這是多笨。對不對？真的多笨。

所以如果能夠識得自性，一悟，就能到達佛地，這個是在講法性上面，講的是我們理可

頓悟，這個佛性，這個道理，可以頓悟。 

這個有一個利蹤禪師，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從寮房跑出來，到大殿裡面。就大殿裡

面，就喊：「有賊！有賊啊！有小偷！」然後這個好大聲，寺院裡面的大眾都跑出來，

跑出來，跑出來。那有一個學僧，就是有一個來參學的一個僧眾，他就從堂內這樣，他

也跑出來。這個利蹤禪師什麼人都不抓，就抓住他，就跟他說，糾察師父？我抓到賊了！

糾察師父我抓到賊。 

那這個學僧，這個來參學者他嚇一跳，唉喲！抓到我，我是賊？他說：禪師你弄錯

了，不是賊，不是賊，是我啦。意思說是我，我不是賊。這個利蹤禪師他不放手，他就

把他牢牢的抓著。他就跟他說：「是就是！為什麼不承擔？」你明明是賊，你為什麼不

說你是？然後這個學僧驚嚇到不知道怎麼辦，他嚇了，因為他誣賴他是賊。這個我們是

就相上而說嘛！就相上而說。對不對？ 

利蹤禪師他就說了一個偈子，他說：「三十年來西子湖，二時齋粥氣力粗，無事上

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他說「三十年來西子湖」，就住在這個地方嘛！環境很

好。「二時齋粥氣力粗」，每天二時，因為出家人只有早齋午齋，每天二餐，吃得很飽足，

很有體力。「無事上山行一轉」，那你真的放下心中的所有這些事情，不執著色聲香味觸

法，行住坐臥之間呢？是真的很老實的在修行，而不是吃得飽飽的。怎麼說？吃得肥肥，

裝作傻傻的。不是裝作傻傻，也不是攀緣附會。然後呢？無事上山行一轉，無事，就放

下所有的一切，上山，是登上須彌山，然後好好的抓住自己的賊。「借問時人會也無」？

請問大家會了沒？ 

所以他三十年的修行，都是在降伏心中的賊，他一定是悟道了，才會半夜三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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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殿來，有賊！有賊！然後抓賊給人家看。佛法就是這樣，佛法就是這樣，同學！ 回

去抓賊吧！接下來我們要瞭解一段經文，這經文是相當的明白。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

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

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 

這一段是六祖惠能大師，特別解釋於「無念」為宗，這個無念在上面的解釋。無念

在很多的經典裡面都有講到，這個無念並不是我們人無知無覺，沒有辦法運作，沒有辦

法去思想。其實人能夠思想的這個動作，是人類跟所有動物的差異之處，它是很珍貴的，

所以並不是否認人能思能想；而是我們思想的時候，是不是錯誤的方向？如果我們沒有

妄念，也就是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我們修行的第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所謂的無念，講的是意識未存世俗的憶念分別，而符，符就是符合的

符，而符於真如之念。也就是所謂無念，是沒有雜亂的，錯誤顛倒的那種思想；然後這

個意識它不是所謂我們眼耳鼻舌身意之後，存取與我有關，而強烈執著的意識。這個地

方是世俗的憶想，去追憶，然後一種顛倒的想念、分別這些，沒有這些，而是完全的符

合於真如之念，這個就是八正道裡面的正念，也就是在禪宗裡面稱為無念。 

那在其他的經論裡面有談到：「覺諸相空，心自無念」。覺諸相空就是看到所有一切

的時候，修行是為了得無上正等正覺，並不是修行是為了變成一隻呆頭鵝，所以覺諸相

達空的道理。但是在緣起的時候，能不能明白？是明白，明白物物當中因緣法，色法是

因緣法。「心自無念」，那這個內心呢？它就是覺諸相空，然後吻合於清淨的真如，是清

淨來瞭解一切；「念起即覺」，念起，這個念它是妄念，妄念有起的時候，我們即可以迴

光返照，然後「背塵合覺」，馬上可以覺悟。「覺之即無」，當我瞭解了之後，就不需要

在這上面，一直去揣測。這個是運作上面，其實每個人慢慢就會懂。這個佛經在講的，

就是我們整個人，他的思想行為，他在生活面的一種事實。 

「此即修行之妙法，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所以我們修行裡面，你完整

的修了好多好多的六度，你十善，你修了什麼什麼的這些功德事業，這些其實基本上要

以「無念」為宗，它為它的宗旨，是要達到清淨真如的正念。所以禪宗用無念，在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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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裡面用的就是正念，講的是同一回事。所以無念也就是體現真如本性，稱之為無念。 

那我們再來瞭解，這裡面講的無念是怎麼樣的一個運作法。譬如我現在手上拿一個

東西，譬如現在我手上拿一個東西，那我們一般來講說，這是什麼東西？譬如說，哪位

師兄，哪位師姐，這個東西給你。那我們其實不明白的時候，我們先瞭解我們每個人的

第一念，當你不明白這個人要給我什麼東西，你是不是無明？我不明白。那無明的時候，

你如果有是非，有是非心，就是本來對於世界是抗拒的，對於所有一切是懷疑的，那你

的習性使然，你不明白就不明白，然後可能就想，不用給我什麼，你這個人要給我的，

也沒什麼好物品，這個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是用你的主見在抗拒世界。那事實上你

不明白，它是可以沒有思想的。無明不一定起惑就直接去造業。 

譬如說：無明，我要給妳這個東西，張師姐這個給妳。那妳心想什麼東西啊？什麼

東西？什麼？是不是起了一個惑，那這個惑不恐怖，其實是無明起惑沒有造業。如果妳

造業說：「什麼東西啊？快啦！我沒有時間，快點。」這個是不是妳為了要有自己後面

的一個假設的行為？所以妳把它解釋為這個我可能不需要，然後我不想要，這個也是一

種內心的運作。 

那如果說你無明起惑，「什麼東西啊？」這個時候心裡是平靜的，是不是我們一般，

然後認知？眼睛看了，喔！黑色的，什麼啊？時鐘嗎？或是手機嗎？譬如說是這樣的一

個東西。是手機嗎！獎品嗎？還是要我修理東西？這個東西是不是這樣的一連串的想

法？他可能有好幾個念，一、什麼？我不知道，然後一二三四。但是這裡面是不是都是

在對外界的一個接觸點？那這個接觸點，內心是平靜的，你平靜在接受這些訊息。 

然後我反過來說，我們一人發一個計數器，一人發一個計時器，可以好好用功，可

以讓你在早晨晨起，這有多種功能，鬧鐘、計數器、計時器等等這個。然後你是不是就

了知了？那你了知了的時候，你剛剛在問說：什麼啊？什麼東西呢？要給我什麼東西？

這一些訊息，就是這一些想要知道，想要知道，然後知道，原來它是個多功能的計數器、 

計時器等等這些，是不是瞭解了？瞭解之後，是不是就不再有這上面的這些發動的這些

念？是不是就無念？是不是念就沒有了？你就不會針對於要給你這個東西的這個上

面，啟發一個問題，啟發內心的思惟。這樣子的時候，你認知、接受、使用，那這上面，

是不是完全沒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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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沒有是非，當你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你可能看這個品牌這個東西我要與不要，

我需不需要。那我需不需要是不是也在沒有是非中？實相裡是因為你自己家裡，也已經

有了一個一模一樣功能的東西，不一定是同品牌，但是這個功能，所以你沒有是非，也

不是抗拒，也不是比較，那這是分別之智慧。當這個分別智慧起來，就是是不是剛剛從

無明而覺？而覺的時候是沒有是非，那說：謝謝！我有了，這個跟其他的人結緣，我已

經有了。那是不是就結束？那這個結束呢？是不是契入真如？覺性嘛！然後契入實相，

有即可嘛。 

那如果說你再解釋很多，「這個，我家裡那個差不多，那個，這個好像比較好，這

個比較貴。要不然，好好好好好」，這個時候是不是加上，加諸自己的喜好？那如果這

個喜好，這個喜好，產生了一些心裡的歡喜，「不錯喔！這個單位，來這裡結緣的還不

錯，再來跟他要一個給我的同修」。這個時候是不是起了第二第三第四好多的念？那這

個有沒有必要？看你自己有沒有必要。 

但事實上生命在運作的時候，就是單一，一個狀況一個狀況之下，它就圓滿、圓滿、

圓滿，落幕、落幕、落幕，覺也覺了，念起是正確的、清淨的，分別它的一些覺。對不

對？然後瞭解了，也跟家裡自己所擁有的比對，有分別的智慧之後，是不是無念？因為

沒有，然後有這個，回去了就可以使用，或是家裡有了就不用再有。像這些就是所謂我

們在運作的時候，「心自無念 念起即覺」，我瞭解了，原來是一個計數器，多功能的。 

所以我們任何的修行，最後就要達到於朗朗清淨，每一個狀況是在生活面的點點滴

滴，你都可以看到你本身在運作的時候，你本身能不能夠從迷惑的開始一直到正念？正

念，然後覺悟它，覺悟它之後完全都放下，內心不再殘留。這個是不是「內外明徹」？

這樣子瞭解？ 

那這個經文裡面講的善知識，如果我們用智慧來觀照，觀照不管是裡面外面，都可

以看得很透徹。「識自本心」，就識得自己的本心，這個是不是就在講我們「智慧觀照」？

不思善不思惡，「張師姐這要給妳」，然後妳就不思善不思惡，沒有去想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也沒有什麼煩惱相，然後就看到我不需要等等，這件事是不是完了？是不是當體即

空？就這樣子，哪有什麼不能運作的？ 

「若識本心，即本解脫」，如果我們識得自己本心，就是這所有的運作裡面沒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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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善惡夾雜，而且有分別的智慧，那麼這件事也就做完了。本來不瞭解，拉上線，現在

結束了，是不是你就走上回家的路？那就這樣子。「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如果在

在在處處，所有的一切現前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即刻圓滿，而內心無所執著，是不是就

是般若三昧？也就是智慧的展現，是一種安定的，有定的功夫的一種行住坐臥間的圓滿

的一種相狀，這個就是叫無念。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到一切的萬法，不管

是物質的、精神的、解釋的、道理的、有為的、無為的這一些呢？心都不會被它染汙而

起貪著，也就叫做無念。用，如果說用這個覺性，我們覺性普遍的使用在所有的一切處，

那也不會執著在任何一個處所，也不會執著在一個物相，也不會執著在一個人，或是一

件的事情的變化裡面，那內心沒有這些。 

「但淨本心」，只要用清淨的我們那個清淨的覺性，那個清淨的自性，這樣在使用，

「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

脫，名無念行。」這個地方我們就來瞭解一下，所謂世尊講這麼多這麼多。我們從迷，

那可以看到自己的清淨，從迷而轉悟，這所有的佛法都是要告訴我們，最終發現我們本

有的佛性。那每個人如何去看到他自性清淨的這一塊？ 

那我們人在哪裡作為？其實就像上一堂、上一次的課程，我們講，人你沒有第二個

東西在跟世界接觸，就是六根，就是六根。那六根是不是要跟這個色法世界接軌的時候，

那第一個接觸點的時候，是不是外六塵？內六根，外六塵。那六根跟六塵接觸點的時候，

是不是產生一個了別認知的功能？這個了別認知的功能接軌起來的時候，裡面會展現出

作用來。如果我們用清淨的，清淨的了別的這個功能，也就是六根門上不被六塵這些染

著，而是不是可以大用，可以機用？ 

那這個地方我們六根對六塵，眼對色不是有個這個眼識嗎？那這個一樣，眼耳鼻舌

身意都還是每一個都有識，這個識是用清淨的，這個清淨的。所以就是把這個原來雜染

的，我們可能雜染的識，而轉為無雜無染，無雜無染。譬如說我們眼對色，是不是就會

有眼識在裡面？然後眼識所了別出來的，了別之後就完成了一種解讀。那這個解讀呢？

就是一法嘛！這是萬法中的法嘛！對不對？那這個法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

法？解釋出來是不是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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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清淨，是不是前面講的「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如果我們清淨解讀它，

而瞭解不執著，但是了別它，這是一種運作啊！是不是六識從這個六根對六塵的時候，

可以展現出作用？但這個內心呢？它不是執著有東西在，它是一個了別，所以來去自

由，在一切時一切處中，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 

那我們人說實在要修就是修這個現前一念，不管三藏十二部，不管古德說多少，都

是要教導我們六根對六塵的時候，現前結構的這一念。我們是不是所有一切，就結構這

一念嘛？現在有一陣，一個強烈的味道，從這個窗外飄進來。這個飄進來，你是不是會

有覺受？這個覺跟這個受，如果你是正等正覺，清淨受，那是不是就是般若三昧？ 

現在有一陣味道飄進來，你這個鼻根能不能用？能用。因為這個鼻觸到這個外境裡

面的味道，色聲香，這香塵，然後這個香塵觸的時候，是不是會解讀這個什麼？「嗯，

瓦斯味」，譬如是瓦斯的味道，瓦斯味，是不是就是一個正確的覺？這沒有問題啊！這

個瓦斯並沒有是非，你的鼻子的功能也沒有是非，那你的功能也能展現，也是沒有是非。 

那你如果說瓦斯的味道，然後馬上起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瞋恚，是在做什麼？那瓦斯

怎麼沒有關？第一、討厭，第二、好大的恐慌，是不是有人？就開始聯想很多。或是說 

啊！瓦斯漏了很危險，趕快所有的火，可能燃燒的這種源，電燈也不能開，火不能點等

等的這些，這些是不是有反應的動作？那這些反應動作，裡面有沒有加上討厭跟恐怖這

樣而已。 

如果你有加討厭跟恐怖，是不是有染有雜？你如果說瓦斯味，然後不要動，趕快循

著該有的路徑去尋找，是冷靜的，是冷靜的，內心沒是非，但是是不是有我們正常的大

機大用的這種反應？趕快循著去看看看。誒！有瓦斯味，結果這瓦斯味愈來愈淡，愈來

愈淡，就飄散了，就不見了，就表示剛剛有個人，可能動了爐火，然後沒有一次點燃，

那這些是不是內心恢復為平靜？ 

那如果你內心，這個瓦斯味，就走到一樓，看到某一個人他在炊煮東西，然後這個

瓦斯味很濃，這個時候爐火開或沒開，當然會視情況而定。然後你就開始謾罵。就謾罵

說：「你是頭殼壞掉還是鼻子壞掉？你都沒有聞到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瓦斯沒有點

燃，那是很危險的。」可能就是用一種驚恐驚慌這種責備的口吻，那這個以後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你這個太危險了，所有的人都被你毒死都不知道，可能就產生了好多好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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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的言詞，幾近恐嚇排斥。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的心，這個時候對這個人產生了意見，可能等一下碰到哪一個人的時候

就跟他講：「以後不能讓這個人進廚房，哪一天都被他害死都不知道」，這個就創造無限。

如果說我們心中是無是非的，無是非的，就是我們這個根塵識是不是可以大機大用？

誒！走走走，走到樓下，喔！已經看到有人在爐火上做炊食的動作，但是這個味道已經

淡化，你說：「你剛剛開瓦斯一定不小心，下次要小心一點，這個瓦斯可能點火器有問

題了，那以後要小心，因為那個味道，如果沒有即時發現是相當危險的。」譬如這個樣

子，是不是沒是非？那是不是隨即有智慧之行？那是不是般若三昧？ 

在定中有智慧行，然後自在了脫。他也知道，你也知道，這一切沒有是非，那是不

是無念？這就叫無念行。所以有些時候我們把經典看得非常的困難，其實在生活裡面，

修行就是在所有一切裡面，點點滴滴裡面運作；它並不是一個很奇怪的語言，讓你無法

著手去修行。 

即是法縛  即名邊見 

那如果說我們誤解了，誤解了無念是什麼意思，「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

縛，即名邊見。」倘若呢？在一切當下，我們百物不識，就什麼東西，我就捏死自己的

念頭，我什麼東西都不要認知，我都不要想，不要看，不要動念，我什麼都不會了，不

能思、不能想，就是一心一意要讓我這個思緒斷絕，那這種的情況，其實還是被法給繫

縛住，叫法縛。因為他無法發展大機用，這個叫邊見。邊見就是有無兩邊。那你無念，

你執著於說，我所有一切，我都變成不會了，這叫邊見。 

那這個上面修行，有的人會有一個錯亂的以為，以前太聰明了，什麼事都想很多。

那現在呢？就變成過度的愚笨，什麼？啊！喔！然後我不知道，我不會，我也不要知道，

我也不要會，就要讓自己歸類到這樣的無知的狀態，其實也是執著於一個無。法縛的意

思是對於佛所教誨的東西執著不捨，也就是佛所教的，我們要發善心，我們要幫助他人，

我們要行十善，這種東西就是放在心裡，不能夠捨棄它，那就不能達到解脫。 

我們會想，佛教導我們因緣因果，是要教導我們看懂在時間的長河，就遷流裡面，

我要看到你錯誤的造作之後，可能爾後有負擔，就有副作用，你爾後要承受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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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因為你傷害，已經造成了某種傷害，是為了要指導我們現在的身口意正確。那有

的人就變成說，用一種恐怖害怕因果，於是對的不能做不敢做，那壞的呢？當然也不做，

那讓自己就是完全不動的狀態，那種是被法所束縛。 

那有的是說十善法，唉呀！我就是一定要做好事，我如果沒有做好事，我會良心不

安，那這個我怕我會下地獄，我不可以，所以他就強迫自己去行善。可是行善的過程，

其實心裡只是為了達到某種教條而去做。內心呢？這個善變成壓力，或是善變成狂喜，

那就是有一種得失心嘛！得失心。那這個佛的法原來是最高最尊貴的真理，那如果說我

們的心執著在這上面黏縛，這個黏縛著，然後滯礙，滯礙沒有辦法得自由自在，這個就

叫法縛，就是被法給束縛。會不會有這種過程？有，有，這個就是修行，他沒有辦法有

一種自在，他沒有辦法放下，沒有辦法放下。 

那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面，難免會有一個時間點。一件事情的完成，它需要有

跨越一些時間，可是這裡面不能有過高的期待心。譬如說你要輔導，你要輔導某一個人

去從事某一些事情，你要教導他。要教導他，你有所謂開始初介紹應該要如何做，中間

帶引與他同行，同行這個事情怎麼做，到慢慢的讓他獨立，獨自來運作，到最後你放心

交給他去做，這中間是不是跨越好幾個階段？ 

那我們在這個開始的時候，有的人會做一個智慧的評估，評估這個人的根器、資質，

那我可以教導他到什麼程度，於是你會設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課程，

甚至於會對他有所要求，然後甚至於自己會起很大的憂慮，「我看這不是一塊料，這如

果三年四個月你要作老師傅，要教這個徒弟，你會覺得收這個徒弟真沒有用，四期教不

了」，這個時候心中產生了好多的憂慮。 

然後譬如教他的東西，不相應於他的根器，而心中有一些起了一些執著，然後覺得

怎麼辦，他怎麼樣？對不起我；我怎麼樣？對不起我自己。沒有辦法隨順，在這個一切

裡面，隨順那個因緣，而每天每一個狀態都能夠安住。你盡量的教導，你也不期待他，

但是他受到了鼓舞跟開發，他就自然會去學。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對於指導，在一個指導者的角度，你會給學生壓力；那有些時候 

學生會讓老師感到壓力，感到壓力。要不就有的學生過強，他問的問題，這跳層的問，

那老師招架不住；那有的是學生這個沒有辦法扶得起來，他的資質差很多。這種都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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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內心若有若無的罣礙，像這種東西還是叫法縛。這個時候就要般若三昧自在去看

他，這個就是什麼樣？教導者他沒有完全瞭解眾生的根器，學生的根器，而納受者他這

上面也強過高過，這個過度的艱深，像這種諸法都是一樣，相應，就是在講這個相應。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平靜的去看他，譬如是在一個學習的狀態之下，他的成績單其實

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我們不設時間點，像佛學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的。像學佛這

件事情，就是他的成績單不是老師考試，是學生在生活面裡自己來自己考自己的，他的

答案不是老師給的，因為能夠悟得真理等等的這些，是學生自己去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九九九九，最後他的契機自我完成。 

所以佛不度任何一個人。對不對？像這種呢？佛看眾生輪迴，但是祂內心就沒有法

縛。那我們如果有這樣子的狀態，這種批判式的，這種有跟無，可與不可，而來讓自己

不得自在解脫，也就是有法縛。接下來的這一段我們來瞭解。 

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

位。 

他說善知識，他繼續講，如果能夠悟得這個無念法的人，那麼在「萬法盡通」，在

一切的萬法裡面，全部都可以通達，都融會貫通，不會有問題；那如果悟得這個無念法

的人，也就是能夠見到諸佛的境界；可以悟得無念法的這個人，也就是到了佛的地位。

這個說起來好簡單，那我們總是有時候有念，有時候無念，念念、念念在轉承中。所以

有些時候道理「理可頓悟，事須漸修」。因為我們很多習氣，很多與自己有關的時候，

又起念了；與自己無關的時候，還能夠把持得住那個清淨，所以要不斷不斷的練習。 

這講一個小小的公案，也就是在禪師的一些記錄裡面，它有談到，這個是經典裡面

的一段。在過去呢？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在過去在經典裡面有記

錄，在西國，也就是當時世尊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異見王，他就問婆羅提尊者，他說：

何者是佛？什麼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那這個尊者回答他，如果你能夠徹見本性

就是佛。 

然後這個王，異見王，王曰：「師見性否？」他就反問，反問這個婆羅提尊者，他

說：請問老師，你見性了嗎？尊者曰：「我見佛性。」他就回答他，我有看到我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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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王他就問，王曰：「性在何處？」那性在哪裡？你有看到，那你能告訴我嗎？然後

這個尊者曰：「性在作用。」然後性是在作用的，它不是可以拿出來的東西，自性拿不

出來，他說自性是在作用裡，你才會知道這是一個覺性，這是一個自性。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他說自性就在作用間，然後是在什麼樣的作用？

那我現在我為什麼看不到，我感覺不到？因為不是說佛性大家都有嗎？那你看到了，可

是我也有作用，我怎麼都感覺不到我有佛性。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他說，

這個尊者就跟他講，你現在不是就在作用了嗎？因為他在問他問題，你現在不就是在作

用了？那王自不見，你為什麼自己不看見，你有這個佛性的作用？ 

同學！你現在有沒有佛性的作用？有沒有？沒有不行，你在看我啊！你有沒有作

用？有啊！你現在是不是清淨，是不是清淨？不清淨不行啊！你現在有沒有在笑？你這

個笑有沒有雜染？沒有啊！因為你笑就是很自然的嘛，那笑完了是不是就沒有了？還會

現在溫存我剛剛笑那一聲太大聲，會這樣嗎？不會。這樣知道嗎？ 

那他說：「今現作用，王自不見」。這個王就覺得很奇怪，他就說：「於我有否？」

我有嗎？我有嗎？尊者就回答他，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

見。」王啊！你如果有在任何的作用的時候，沒有不是的，你佛性、你的覺性都一直在

用，你沒有不是的；那王若不用，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用，「體亦難見」，你這個本體，那

個佛性拿不出來的，你沒有辦法說它存在哪裡。那這個王還是有點不大清楚，所以呢？ 

王曰：「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王就問他說，那如果你一直在講，用的時候就是， 

用的時候就是，那請問在哪幾個地方出現？你也舉個例子給我聽，這樣。尊者曰，尊者

就回答他：「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如果在出現的時候，這是舉例大約，他說當有其

八，有八個地方你可以很明確，它是出現在作用。然後王曰：「 八處佛性，當為我說。」

這八處可以把佛性展現出來，你為我來解釋吧！ 

尊者就回答：「在胎曰生」，入胎的時候，在胎裡面，以現象來講，它是不是入？是

不是在生裡面？在胎曰生。「處世曰人」，如果是你現在在世間，你已經呱呱墜地了，你

就是人。「在眼曰見」，你在眼睛的作用裡面，剛剛你佛性有沒有用？有沒有？再回答一

次，有啊！你那覺性有沒有在用？是不是清淨在大用？是不是清淨在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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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講同學這什麼顏色？黃色。你的分別智有沒有在？有啊！這什麼顏色？「這

麼簡單也在問我！」這樣就是不清淨。那你如果說「紅色」，你的分別智有沒有？覺性

有沒有用？眼睛有沒有用？什麼都有用嘛！是不是清淨？然後放下，兩個都無念，繼續

經文。對不對？那如果說剛剛這個，「那哪需要比？紅色誰不知道？」這個覺性有沒有

用？有，加了是非，就這樣。那我們要學就學什麼？學「無念行」，就是學清淨的用而

沒有是非，然後最後裡面沒有殘留，這是當體空。這樣瞭解？這個是在解釋這個。 

他說：「在耳曰聞，在鼻辨香」，能分辨這個味道，這個香不一定講香味。「在舌談

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腳的話，你是不是就可以走、就可以跑、可以跳？「遍

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在遍一切處，那你在所有一切裡面，亦可全開放，亦可

無作用，收攝納受在一微塵當中。「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知道了，這知

道這個覺性，就是在講這個佛性；不認識的人以為我有一個什麼東西，住在我裡面叫做

精魂，叫做我的靈魂。這樣，這樣的意思。那「王聞是言，心即開悟。」這個王聽到了，

聽到了這個婆羅提尊者講說之後，就心開意解，心即開悟。 

同學開悟了嗎？剛剛悟一點點，原來我眼睛有在看，是有在用。但是這個悟，就是

很多很多我們不瞭解，而了然於心，開始懂；這個不是所謂那種徹悟的那種證悟，這是

不是懂？那回去六根門上好修行。會了嗎？會！ 

這個地方就講說，如果能夠這樣子，是不是「萬法盡通」？那「至佛地位」，也就

是到了佛的地位。這個是在講悟得無念法者，如果我們能悟得，所有的一切悟得，當下

在在處處是不是自由自在？那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迷惑，也就是到了佛的地位。當然這個

在真正成佛，還有一些就是事相上要完全的，完全的了然，沒有雜思雜想，所有一切看

得明白，這個還有一段功夫，後面再說，接下來的下一段。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

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

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

性。 

這一段是六祖惠能大師特別交代，他交代，他說善知識，後代，你們現在都瞭解了，

那後代，如果有得到我所傳授的這種頓教法門的這種人，那你對於這個法門，要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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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要跟有同樣的見解，就是同樣的根器，上一樣的內

容，而瞭解心性運作，要跟有同樣見解的人，行為上、修持方法都相同的同參道友，共

同要發願，共同發願，而且要接受與持守。 

我們要知道這個法門，我們今天相應，所以你才繼續聽得下去，那這是不是同見同

行？我們現在坐在這裡是同見，回去有沒有同行？那就看每個人。那如果有的話，我們

大家都是要共同發願說，這是一個心地法門，這是最中心的法門。 

「如事佛故」，就如同承事供養侍奉佛一樣。就是在這個彼此之間的修行，你要清

淨心來看一切的時候，那知道這個就是一種指導嘛！那你來看這個傳法的人如事佛。那

如果對於眾生，如我們一起在修行佛道的人一樣承事供養。 

「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如果可以如此的保持，終身都一致，而不會半途而

廢，一定能夠入聖位。這個話講得很肯定，事實是如此，如果可以無間修，你終身都可

以把握自己這個心地法門，不會這個中途就放野了，放野了，讓自己隨便跑到哪兒去都

不知道了，這樣子的話，你定能入聖位，終究能夠轉凡為聖。那很多人就是在這上面，

不願意自己用清淨找到自己，把它往內看，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