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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5》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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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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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但是大家要記得，大家要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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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傳授出去。你不要說每個人，我今天知道，很受用，這個人跟我不同的修行法門，

這個沒有辦法聽到心法，算了，算了，算了，我們自受用，這樣就不對了。他說：「然

須傳授」，那歷代祖師從上以來，就是歷代祖師代代相傳，都是默傳分付。默傳分付，

我們瞭解一下，禪宗是講不立文字，它的傳承，因為你說什麼他都可能執著，所以他不

立文字。那囑付弟子，你不能夠匿其正法，你不能夠把這個正法隱晦下來，你不可以，

你要弘揚。如果你沒有辦法弘揚的話，表示你悟得不夠透徹，就是悟得不夠透徹。 

那這個默傳分付，是以心印心。這個歷代祖師都是代代相傳，都以心印心，他不是

偷偷的傳。很多人以為說這個默傳分付就是偷偷的傳，「師父有沒有教你哪個竅門？你

有什麼法？」其實他是公然的說，用種種的方法讓你知解；可是在相對的，就是彼此相

處的時候，這個師父教導弟子的時候，是用種種種種的方便，使對方去獲得。就像我們

以前的課程，都講了很多公案。 

那你一般來講，你這個心法做得差不多了，你都能夠把握，把握，不以這個是非善

惡之見來看一切的事。那如果你這個功夫，根器其實是不錯，可是就是有那麼一點，還

沒有真的徹底，徹底清淨的時候，這個禪師是不是使用很多很奇特的那種辦法，讓你去

獲得？因為你已經習慣，會迴光返照了。你已經習慣，剎那這個心好像跑出去，可是很

快就會迴光返照，這樣功夫就有做了。 

那有的人是跑出去之後，是非就很多，都回不來，沒有辦法，心回不了家。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這上面功夫做得，就是心跑掉的時候，即刻就會想我現在有是非，我現在有

雜思雜想，我內心有善惡分別的那種氣習跑出來了，那種微細的那種東西出來。這個時

候在想，這件事是我已經起知見了，你會做這樣迴光返照的人，契機到了，這個師父他

就會用種種種種的方法，讓你頓時這個東西丟掉。 

所以古德裡面他有德山棒，德山禪師，上次不是介紹德山禪師嗎？德山他就有這個

棒；然後臨濟喝，臨濟宗它就會大聲的給你喝，讓你頓時之間，這個心王心所脫落。雲

門餅、趙州茶，這個都是他們傳法的一種特殊的作用。 

這個地方講「不得匿其正法」，不可以把正法隱匿起來。「若不同見同行」，如果不

是同樣的見解，同樣的學習模式，也沒有辦法一起在修行，在修行的法門上不相同的話，

而他是怎麼樣？「在別法中，不得傳付」，而是在不同法門中，已經深入得力了，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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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法門上已經使用得上手了，這個時候因為我們的認識上面不一致，使用的法門，這

個頓悟的法門上面的使用、練習，這個方法不同，這個時候這些人，你就不要傳付給他

這樣的頓教法門。 

為什麼呢？「損彼前人」，因為這樣會損害他，以及教授他的前人。因為他這個法

門要扭轉過來不容易，他扭轉過來思惟模式跟那使用方式不容易。他又想說：「你這個

才對，那我以前老師教我都錯的嗎？」其實不是，我們每個人有幼稚園、小學、中學、

高中、大學，甚至於碩士、博士，它是不是有個路徑？那你已經到了這個過程，他還沒

有過來，他還沒有走到這裡，你就先不要讓他跳嘛！他先習慣，然後到某一個時候，他

已經開始在思惟他本身，他思惟他本身的時候，這個時候這個法門就銜接到了，這是內

心的，這是中心的東西。 

所以如果他的這個時候不同見，也沒有辦法一起修行的話，就不要傳付給他這個佛

法，這樣的辦法，「損彼前人，究竟無益」，終究不會有什麼益處，除非，除非我們是同

見同行。「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如果你沒有瞭解這一點，然後給他這個法門，他會

覺得你們那個禪宗，還是你們在講那些很邪慢。 

譬如我們上次不是看很多禪師嗎？他會講很奇怪的話去刺激他，然後會覺得說「那

什麼話？那個是人嗎？人家千里迢迢去拜訪他，然後要個蠟燭，我們才要去接而已，就

趕快把它吹熄滅，那個蠟燭、燈籠，到底要不要給人？」這樣知道意思嗎？他就會起了

很多很多的是非，他沒有辦法去悟到說，這個禪師是要讓他在根塵相對的時候脫落，然

後對於外面的境界，外面的黑暗不恐懼。對不對？ 

所以這個上面，「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沒有在這個根器上面相應的人，不知道

的人，不瞭解而妄其誹謗的言詞。那這個會造成什麼？以致於他造了口業。他也會四處

去傳說：「那裡不要去，那裡的人都奇奇怪怪的，要給人什麼，又不給人家，供養他餅，

又退一個給我吃，啊！都不知道到底怎麼了？去到那裡，不是罵我們，就是打我們。」

這樣知道意思嗎？是不是會造很多口業？所以呢？自己不信以外，還會阻撓，還會造口

業去說，阻礙他人也沒有辦法學習。致使像這樣子一種頓悟法門，要開悟見性的這種，

就不再有了，最後「斷佛種性」，很多人沒有辦法因此而得到啟發。這個上面是六祖惠

能大師在〈般若第二品〉的一個比較後段的一個解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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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

亦無有益。 

他說，大眾，善知識，我有一首無相頌，也就是後面我們等一下會讀的，在座各位

都應該要念誦它，也就要記得，你要好好照這樣去修，不管你的身分是在家人還是出家

人，就要照著這個無相頌的內容去修持。那你如果不依憑這樣去修，只是這樣背起來，

背起來，背起來，這樣沒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來瞭解，這裡面講的在家出家，要依照這個無相頌的內容修行。大眾就是在

家人，這個在家人就是講的有成家立業，過著家庭的生活而自營生計，就是自己要去賺

取所有生活必須的東西。那「家」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世俗之家，第二種是三界牢獄

之家。那世俗之家要出比較容易，是不是出世俗之家比較容易？你可以去修行，像我們

就是出世俗之家。出三界牢獄之家，就沒那麼容易，三界牢獄就是五欲六塵。那身出家

指的是出世俗之家，心出家是指出三界牢獄之家。那同學是不是在家人？是囉。 

那在《大智度論》裡面有講：「在家的菩薩，如果福德因緣殊勝，而且有大財富」，

其實知足啦！知足就是內心就不覺得有不足，而有大財富，「復知罪福」，你也知道什麼

是造罪，那什麼是福，「兼能悲憫眾生」，也瞭解，真的慈悲心有發展出來，「則其求佛

道，宜先行布施。」那麼在修行佛道的時候，就要先能夠讓你對於這個色法能夠出離，

所以要先行布施。 

「次第隨因緣行諸波羅蜜。」那次第呢？因為在家人，他的戒總是有一些所謂自己

能接受的範圍，你的身分不同而不同，所以「次第隨因緣，來行諸波羅蜜」，慢慢修行，

這就是在家菩薩。那在家人到底自己對於這個精神層次跟物質層次，都有每個人的標

準。那這個標準，有的時候要有一些自我的勇氣去挑戰，因為我們在習慣有的時候，就

會設定於它的使用模式；那如果你習慣了沒有，你也會設定於你簡易的生活。那有，然

後之後變成沒有，就非常的不習慣，就很不習慣。 

這種就是每個人自己去檢覈自己內心，對於物的依賴性，那種仰賴。如果你有的東

西三年都沒有穿過，那個就可以布施出去的衣服了。對不對？講三個月，然後春夏秋冬

還沒輪到，對不對？那你如果有的東西，六個月就會忘記它，表示那個就是你家多餘的

東西。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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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有人家裡光果汁機就五、六個，我有沒有說過火了？沒過火啊！鍋子一、二

十種，真的，大小鍋嘛！是嗎？然後衣服、鞋襪，就非常非常的豐富，款式、色澤，有

的鞋子鞋櫃，永遠都還要再一個新的來裝新鞋，那這些都會讓你在家的生活，仰賴物質，

就愈來愈仰賴它。那這個奢侈的情形，你也可以不覺得自己很奢侈，自己賺給自己用，

好像覺得很合理，沒有人會在乎你奢不奢侈跟合不合理，只是你的束縛愈來愈多，這樣

子啊！ 

那出家呢？出家是什麼意思？出家是指出離家庭生活，專心修沙門之淨行，以出家

乃遠離世俗之塵，故稱為出塵。這個出家在《維摩詰經》裡面講，身不出家心出家，那

麼就是精神層次能夠脫離，出三界牢獄之家。那身不出家的話，終究因緣有圓滿的時候，

或是你以什麼樣的這個狀態來修行。 

譬如：出家一定有出家的限制，他有什麼疾病是不能出家的，有這個所謂的債務也

不能出家，那歲數達到某種年齡，他沒有辦法再做就是幫助饒益眾生的事，而且可能造

成僧團的一些負擔，這個也不能出家。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管自己這生理的條件如何，

但是我們畢竟要真的畢竟成佛，就是要出離三界牢獄之家。這個地方說在家或出家，都

應該要這樣修行。那個無相頌。無相頌就是心地無相的一個頌，對於一切相，要離一切

相，也就是無相。 

這個「無相」我們來瞭解一下，這個無相就是沒有形象的執著的意思。在《大寶積

經》第五卷裡面講：「一切諸法，本性皆空」，大家知道了嘛，生滅生滅的色法是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心呢？也是無常的。「一切諸法，自性無性」，那我們有的東西呢？會看到

它的作用，那會想說，這就是它的這個自性，其實它也是因緣法的一種，暫時存續的狀

態。 

「若空無性，彼則一相，所謂無相。」那如果說我們瞭解所有物，物質界的，都是

畢竟是因緣有，短暫時間，事實上它是畢竟空，因緣結構。所以是不是所有一切都一樣？

當一切都一樣的時候，你還有什麼特別要執著的？沒有什麼特別好執著，這個就是無

相。「以無相故，彼得清淨。」那如果說你能夠瞭解這個道理，心中也不執著這些，那

心當然就清淨了。「若空無性，彼即不可以相表示。」這就是無相的道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這個無相頌，這個無相頌，其實是相當相當精彩，當然文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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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那我們來唸一段，然後試著大家一起來瞭解。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闇宅中，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我們先唸這一段，這一段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在說，「說通及心通」，都要把這個佛法

能夠契理契機，把它說得明白，合乎理，讓人家能懂。那自己呢？自己在這個心地法門

呢？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證悟自己清淨的本性，這個兩個要一併，那這樣的話，這個人

他的智慧，就如日一樣處在虛空中，無所不遍照、不清楚。 

這個說通，也就是向大家說佛法，能夠通達無礙，亦即致力於化導眾生的化他門，

向下門，就向下要悟得清淨覺性之後，那向下轉，下門，與宗通兩個都是聲聞跟緣覺菩

薩，他的一種通相，就是都一定要達到這個水平。 

那我們說說通，說通，說佛法能夠契機契理，說得合乎，合乎根器，能懂。聽起來

好像也不怎麼難嘛！那說實在，說的時候才知道。說的時候才知道，你讀的時候都覺得

不難，因為它現在你眼前，然後你可能有很多參考資料，這個上面你到底能不能融會貫

通而說？這個讀資料的時候都覺得不難，那上臺的時候才知道難與不難。功課可以準

備，可是說的時候有沒有心虛？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懂得？還是只是藉由古大德的一些

註釋，來把它說出來，這上面就涉及到心通。 

所謂的禪宗，禪宗在講通達堂奧之宗旨，稱為宗通。那這裡講心通，其實就是宗通

的意思。所謂的宗通，就是自身能了悟宗旨，也就見性。那見性在禪宗裡面，它用的就

是宗通。能夠面對大眾，自己在說法教化的時候，稱為說通。對不對？剛剛說通。那所

以呢？真正要當一個好老師，明智的好的老師，要宗說俱通，宗說俱通。這一句話意思

就是自覺，所以能覺他，要向上。向上就是自己在學的時候，向上門，發菩提心，東方，

然後慢慢轉南、西，證得解脫，然後一直回到北，回到中，這叫向上門，學習開發的狀

態。向下門，向下門就是你證悟之後，你開始度化眾生，再走一次，再走東方，再走一

次，這叫向下門。你是站在悟者，覺悟的方所，所以是以清淨的覺性而覺他，這叫向下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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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一般行解相應，意思就是向上跟向下。我們在解的時候，解跟行，解行合一

在悟的過程叫向上。那我們證得清淨佛性，安住本位的時候，為人師，這樣向下，這個

時候必須宗通、說通兩面兼具，這才辦得到，這才辦得到的。就像上次我們有很多公案，

不是有一個夾山禪師嗎？那上次也有講到那個禪師，揹了他的《金剛疏鈔》、《青龍疏

鈔》，那個狀態之下，開始都是只是說通，他內心的煩惱相還在，他較量是非，對不對？

到後來被點撥而開悟之後，那就是真的說通跟心通。 

在《楞伽經》卷三裡面，佛告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

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楞伽經》卷三它有講，佛跟大慧講說，所謂的宗通，

宗通就是你自己得勝進相，你自己已經出凡入聖，第一義諦證得了，你所有這個語言文

字相都不會執著，你也不會有妄想分別，是趣盡無漏道，是自覺之相。「遠離一切虛妄

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所以你可以遠離這些，可以降伏發揮的作用。 

「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所以這個自覺之後，就能夠展現佛法的光芒、

智慧的光芒，而這樣來表達，讓眾生得饒益。藉由聽聞。那藉由聞思修，這樣子叫宗通

相。所以說「宗通也就是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

如應說法，令得度脫。」這個就是說通相。所以說通相就是你宗通之後，那對於三藏十

二部都能融會貫通，然後用隨順眾生方便的語言來說法，用種種辦法，令他去契入他的

佛性。 

那這個語言，法無定法，不要在語言文字上有太多的黏縛的現象。譬如你今天要去

菜市場，度一個根器不錯的一個賣菜的種菜的老者，你不要去到那裡跟他說：「《楞伽經》

云，那《楞嚴經》云，煩惱闇宅中，常須生慧日」，不用這樣。你去到那裡一定要跟他

講：「今天天氣不錯，你的菜有收成嗎？智慧如我們的太陽，我們毎天在看我們的煩惱，

我們就是要用清水來把它洗淨」，譬如他的語言就是要變化。這樣知道意思？這個法無

定法，語言文字都是方便，你的名字是方便，這個是任何的一個，這個就是假名，這個

語言文字都是方便。如果在這上面沒有辦法跳脫，那總是不能夠真正相應於眾生而度化。 

在《宗鏡錄》裡面，它有引用《法華經》的語詞，它說：「能說通而不能宗通者，

猶如烏雲遮於日上。」會說，事實上又不是悟的，你只是會說，那你又不是真的體得清

淨自性，這個如烏雲遮於日上，就像太陽，其實是有烏雲遮住的。你可以說，那個月那

個日有什麼光芒，那個只是用假名來形容，那不是自己真的體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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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宗通，亦能說通，即如日之處於虛空」。如果宗通跟說通，這兩個它是一體

兩面，其實它是一不是二。「而一無所蔽」，就是它就不會有障蔽，不會有不能瞭解明白

表示的時候。所以「宗通與說通，具有極密切的關係，說通之中，必定以宗通為其本據」，

所以要說說通的時候，必須要以宗通，就是你真的是什麼？徹悟，你徹悟才能真的達說

通，那是以這個悟來作為基礎，所以必定以宗通為其本據。 

「乃能巧藉語言文字，來宣演一己所證悟之佛語禪心，故宗通多用於自己修行之情

形，說通則用於開示他人之情形。」所以這個宗通，自己在修的時候，是不是要瞭解心

地法門？三藏十二部是不是都是拿來要修行的？那說通的時候，就是你悟得之後，隨自

己清淨佛性中流出的任何的語言文字，來幫助眾生，相應而說。這個就是說通跟宗通的

關係。 

這個地方講到「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再講，解道者，

行住坐臥，無非是道，這個是解道的時候。你今天說我要修行，我們是不是講平常心是

道？平常心是道。所謂有道，我們是不是苦集滅道？道是為了什麼？滅苦嘛！所以我們

道在哪裡？平常心，行住坐臥之間，無非是道，是不是都可以修的？就是可以修的處所，

它的辦法，就在所有的一切當中。 

你不要以為學佛之後，要去哪裡證得佛性，你要去哪裡開悟？你不用跑到深山去，

你也不用跑到海裡去，你不用假設一個很奇怪的環境，然後到他方世界去等等。你要知

道真正在悟的，就是你每一個當下，這現前一念。悟開之後，這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佛

國淨土，所有的佛國度隨你遨遊，隨念即至。對不對？那我們辦不到，當然可以次第性

的，我先去當佛的弟子，繼續接受什麼？宗通，對不對？繼續接受宗通。 

那我們如果懂得這個辦法，佛教導給我們的辦法，我們是不是當行住坐臥之間，就

應該進入修行？那這個見性法，這個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如果說悟開的人，

所有一切萬法，都是可以幫助眾生的法，它的假名是法，心中無相而不著法。對不對？

所以這個見性的法門要在哪裡用？回去就可以用，任何時刻，這個就是一種修行。 

「出世破邪宗」，這個出世，這個出世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出世知道吧？見性，也

就超越世俗，出離世塵的意思。那如果呢？我們能夠這樣子的狀態，不以見性為宗，就

叫邪宗。那如果你能夠超越世俗，出離世塵，這樣就能夠破除，破除你在不正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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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地方的一些邪思邪想。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要瞭解一下，我們每個人都有清淨的佛性，每個人的智慧都跟佛

一樣。我們最常知道的就是，這個故事是大家都會舉的，就是說佛當時的弟子，好多有

好聰明的，也有修行已經達到差不多差不多的，舍利弗、目犍連，那不出一個禮拜，半

個月，一個月，都開悟了，都證羅漢果了。對不對？ 

有一個弟子叫周利槃陀伽，周利槃陀伽，就是這記憶帶不好，四句偈呢？佛今天要

開示個四句偈，唸第一句，第二句就忘記了，別人如果幫他提示第二句，第二句唸得出

來，第一句又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反正就是老是記不起來。這個時候他自己就起了小小

的慚愧懺悔，好生煩惱。他有一個兄弟，一起是皈依佛陀為弟子的，這個兄弟資質就比

較好，比較善記憶。 

這個周利槃陀伽老是記不得，佛陀就叫他從心地法門去著手，叫他做最簡單的工

作，就清理這個僧眾的鞋子，那不是有一些課程嗎？然後他就看僧眾的鞋子，灰塵撢一

撢，洗一洗，拍一拍，然後掃地。那只要他任何起心動念，他都去觀照它，讓自己恢復

到清淨，所以掃地掃地掃心地，邊掃地就邊觀照。你不要在掃地說，今天灰塵怎麼那麼

厚？怎麼這裡一坨狗屎沒有人掃？譬如，這種都是個念頭嘛！一到秋天掃落葉，然後看

著樹，唉呀！樹啊！這顆樹真麻煩，你一到秋天就脫光光，那這個我都掃得很累。春天

呢？又換了新衣裳，這個就念頭太多。對不對？ 

然後他在這個掃地掃地，掃心地，你看，智慧這個東西不是外來的。那話說周利槃

陀伽就這樣用功用功，心地法門，讓他乾乾淨淨，一塵不染，隨起觀照，就不用再記，

不用再背誦佛所說的偈子，他開悟了。這個開悟呢？僧團有個規定，到現在我們這僧團 

還是有規定，就比丘尼僧團，半月半月誦戒，那要請比丘半月來教誡，就是來給我們精

神訓話，來做一些指導，說法的指導。那當時不是有大愛道比丘尼嗎？摩訶波闍波提，

她就是佛的姨母，跟釋族女五百人，成立一個尼師的僧團。 

那尼師的僧團跟比丘的僧團是分開住的，那半月就要請人家來教誡。那一天就輪到

周利槃陀伽，因為他開悟了，可以教誡。要不就戒臘要幾十年以上，他能夠這所有的比

丘、比丘尼戒都融會貫通，都能誦持，知道開遮持犯，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應該

要怎麼處理，這樣才能夠處理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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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那天就派周利槃陀伽去尼師團裡面，比丘尼僧團裡面去教誡，大家都知道這周

利槃陀伽就腦筋不好，什麼都記不住，看起來就傻傻的，過去是這樣。他那天去教誡，

教戒，大家心想今天怎麼派這個來？登大座，就不一樣了，有問必答，還可以自然流出

佛法，我們應該怎麼修行，侃侃而談。難道他吃了世尊的口水嗎？不是，是因為如日處

虛空。這智慧是自己的，這智慧是自己的，它不是外來的東西，它不是我去哪裡，撿個

什麼東西，然後現在我們手機裡面，可以裝一個資料卡，萬國語言的字典，裝一個卡，

這個不能裝卡的，因為他是無卡的，只要無卡，智慧就現前。 

所以你看周利槃陀伽就自然展現，是不是給大家很大的一個鼓勵？對不對？在座很

多人可能覺得我記憶不佳，記憶力不好，又總持，總持不是記得那個四句偈，背那些歌

頌那些，那些是在解門的時候需要。可是你在真正能總持而修持的時候，是在你體性上，

是在你體性上，而六根，六根門上能夠清淨的行住坐臥之間。 

所以說《傳心法要》裡面有講，當我們智慧現前，如日處虛空。它說：「爾但離卻

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的事。」意思說這就是省

力的事，那沒有什麼好困難的。「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到那個時候你也不用說我要依

靠哪裡，我要自己安住在哪裡，我有哪裡還不自由，他都沒有。「即是行諸佛行，便是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爾清淨法身，名阿耨菩提。」這個就是這樣，所以要能夠超越

世俗，這個地方在破邪宗，自然就這樣子。 

「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這個頓、漸二教，我們

講這個頓，是不依次第，這個不依次第，很快速的達到覺悟的教法，稱為頓教。那如果

是依次第、順序，慢慢慢慢的這樣演練學習，經長時間修行而覺悟，稱為漸教。 

這個地方就是心地法門會不會用，所有一切，我們是不是會有漸在前面？一定會

有，我們聞思修也是漸修，因為我們有些知見，沒有辦法釐清，有一些不懂得自己的習

氣，所以任由自己為所欲為。這個時候你如果習氣沒改，縱使你理可頓悟，頓悟之後，

你還是一樣要悟後起修。你要在每一個當下，慢慢慢慢把身口意潔亮，那才能夠，有運

作，錯了，迴光返照，而無念不著相，這個身口裡外是合應的。這在前面的好幾堂課以

前都有講過。 

那這個法，對於佛法這個東西，它本身沒有頓漸，是不是相應？你如果會延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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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延展。譬如說現在善惡，什麼叫善？什麼是惡？這是因為我們行為錯亂嘛！然後會

有苦報，所以世尊才講，這是因為我們的果的狀態，類推前面；類推前面，你現在為什

麼會處在這樣子不堪痛苦當中？是因為你過去造善惡，傷害別人，然後自己異熟，在什

麼時候，未來的什麼時候，有苦的果報，這樣子那個狀態叫惡。是不是類推回去前面？ 

所以為了告訴我們，所以用善惡來分。那我們就會知道，從過去到現在我所處的果，

過去有善有惡，我現在有苦跟樂，苦果跟樂果，就是適意的跟違逆的這樣子。那這個狀

態要引向未來的時候，我們知道，原來我不應該在惡法上面。對不對？那我們不應該在

惡法上面，有造作十惡法，所以我要行十善法。可是等到你瞭解十善法，又執著十善法，

又害怕十惡法的時候，這個地方你就是本身，本身思惟上會去延伸。 

如果利根器的他就會知道，就頓教的他就會知道，我現在內心執著善惡的這個概念

是不對的，我應該是在整個行住坐臥裡面，我是純善不惡，但我的念頭是不思善不思惡，

對外是不思善不思惡，對內是防非止惡，然後達於善而不著善。那是不是體性？所以自

己會延展。 

那你說我在學習善惡法的過程，是不是叫漸？是，可是如果你的根器很利，利根器

的話，你自然會把善惡法，從過去連結到現在，而瞭解於未來，你整個可以跨三世，而

不再恐怖顛倒。對於過去的善惡，現在的果或未來可能的果，我有勇氣承擔，我用慚愧

懺悔，白淨法。那白淨法之後，我心還是放下嘛！對不對？現在所做呢？這個因果不爽，

我也不會有所得心，會預期倒果為因，我要什麼樣的果，所以我現在要做什麼？這個一

定是人天報而已。 

你就安住在這個清淨，所以法個別來講，它沒有頓漸，是相應你狀況而說給你聽。

所以世尊有沒有說善惡法？有，是說給你現在聽，還是說給你未來聽？說給你現在聽，

是為了解決過去的問題，還是未來的問題？都有，對不對？對於解決現在的問題，你會

心情平靜，甘心忍受。而未來的呢？是不是要提昇無為？祂不是在故意講有為，其實祂

最終是，是不是要達到無為、無漏？所以這個法本身是沒有頓漸，是看納受者你能不能

延伸，你能不能覺悟，這樣子。 

法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因為你迷跟悟，有的外面的塵垢太重了，所以要慢慢慢慢

的這樣子洗滌。「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這個見性法門，不到那個根器的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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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夠真的瞭解，可是有沒有機會瞭解？當然有。同學我們第一次來聽的時候，我記得

第一次滿堂，中間還擺椅子，這裡三排，這邊三排，這邊三排，後面都椅子滿滿的，隔

壁 B 教室也滿滿的。第二節課，砍一半，有的聽不懂，所以不是那些人是愚人，不是這

樣說，是說他還沒有準備好，他可能還有一點點時間去瞭解。整個佛法的全面到最後，

是在成佛，無上正等正覺。所以那些人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五個月，那半年、

一年之後。 

愚人跟聰明的人，其實無相可考，這也是無形的。對不對？你說，唉呀！原來我坐

在這裡，我就不是愚人，那也不一定，你聽一聽回去也不會用，那也是勇敢的坐，不勇

敢的修，那也沒有用。對不對？這個是說到底什麼是什麼，我們要是能了悉，能夠實用

操作，那就是成佛是自己的事，沒有人可以替自己開悟。記得！沒有人可以替自己開悟，

沒有人可以替自己成佛。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闇宅中，常須生慧日」。別說的話，所有的佛法

你開演出來，好多好多種的語言，其實都是最後匯歸，就是要契理，單就悟入自性，這

麼一件事情而已，其實就單這麼一件事情。 

三祖僧璨《信心銘》裡面有講，他說：「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二這個數字，這個辦法是從一開衍出來的，那當然就是一直會開衍，「你就不懂，

我只好再繼續說，我又繼續說，說到你明白為止。」對不對？「一亦莫守」，這個真實

的理體，這個道理，無生滅、無為、清淨這個東西，你也不能執著在裡面。「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如果你沒有在現前一念，這個一直產生生滅，既然有了一個覺受，喜歡等

等是不是就生了？生了一個五蘊，生了一念，那當然它就有滅。那如果你這個沒有，一

直安住在清淨真如當中，「萬法無咎」，所有的一切，它根本都不是問題，這個就是在解

釋這個「合理還歸一」。 

那我們如果身處在煩惱的闇宅中，這是煩惱，而讓你自己一直陷在裡面，「常須生

慧日」，你要有這樣的辦法，迴光返照，找到自己的清淨，你就要，這譬喻，譬喻慧日，

是譬喻佛的智慧。那我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我這個煩惱是假的，我這個煩惱是幻覺，我

這個煩惱是不實在的。 

自性本清淨，眾生常住涅槃，我現在有這些煩惱，你再怎麼煩惱，世界不會因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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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六祖壇經 2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改變。如果家眷有人生病，醫生給他判別，生了一個什麼樣的病，時間還有多長，你就

好煩惱好煩惱，你多煩惱一些，那個東西也不會不見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理性，就

是狀況，因緣嘛，你就是必須接受，去治療或怎麼樣去接受它。 

所以如果我住在這煩惱的闇宅，讓那個渾沌不明，常須生慧日，就必須知道自性本

清淨，那我內心沒有這些恐怖顛倒，沒有那些煩惱，這些我還是可以很智慧的處理很多

事，甚至於可以溝通，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