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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8》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如果你能瞭解這個清淨

的覺性遍一切處，清淨的，這個就是法身，它也沒有生滅問題，這因緣起，因緣滅，因

緣起，因緣滅，緣起緣起，法界緣起，因緣和合，它沒有生滅，可是你心啟動了那個，

有了有了，怎麼怎麼，就是生，就有生就會有滅。那如果你瞭解，何有依託？ 

「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然而眾生就在這裡

面生了很多的妄想跟執著。「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習以性成，這習性，

習氣養成，所以就是在喜怒哀樂裡面。有的人每天就要追逐那個喜樂，有的人每天就是

要感受一下自己那種悠悠的，悠悠的詩詞歌賦的那種情懷。微細流注，就是這樣子不斷

的在這裡面澎湃洶湧，或是悠悠的思念這樣。 

但那些情緒裡面，真理雖然頓達，有的時候我都瞭解這個道理了，我悟開了，我瞭

解了，理可頓悟，「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但是這個情緒、這習氣很不容易

一下就馬上除掉。「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

諸佛力用。」他這講很實在。所以我們修行，你道理懂了，有一天你突然知道，瞥見空

性，「須常觀察」，你還要知道你的習氣，喜歡、喜怒哀樂，造作、兩舌、建立這個知見

等等這些，道理都知道，可是你還在不斷造作；所以要「損之又損」，如風頓止，到最

後真的無明破除，桶底脫落，如這個風真的停止了，不再動搖，波浪就自然沒有了。 

那我們大家都以為「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你以為修一生一世，就可以

如同佛，早著，早咧！那我們常常有體悟了，有做一些利益大眾的事，就等同是佛，不

是！因為我們的生命裡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習氣使然，它很多過去的結構。有的人

開悟，悟自己的事，與眾生無關。自己的業障能不能圓滿，我們管不著；自己有沒有報

障？盡未來際當中有沒有報障，我們不可多言。但是不管你怎麼樣，絕對不可自許為佛，

跟佛差很多，這才不會貢高我慢。對不對？ 

所以「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所以說來說去，我們要知道清淨的自性，

這些東西未曾生死，所以空寂為自體，那你不要認這個色身，外界的這些一切，在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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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要知道自己這清淨的

靈靈不昧這個自心，不要在追妄念上面，在妄念上面在追逐，在言語，在造謠生非，在

啟動。那很多很多現況中，我們社會是不是輿論？只要有一個選舉的時候，這些話真的

假的都聽不懂。是不是？是不是這樣子？只要有一個人，有這個風吹草動的，一點點什

麼事情之後，可能都會可以編排一齣很偉大的連續劇，連續好幾個月都在討論它，這些

對學佛的人來講，不要呼應，不要呼應。 

那剛剛講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個大家自己好好去瞭解，佛法是要處

理你生命裡所有的一切瓶頸，如果說這上面沒有任何的作用力，那麼這個佛法就是沒有

意義的東西。它不是天外天的，也不是所謂非實用的語言文字，它是世尊如何從人的角

度去修行證明。證明之後，把這個辦法說出來，其實它就是公式，你照這樣去使用，最

後你就能得到那個答案，那個解脫自在。 

那如果我們只是來讀，背背這個公式，這個都知道，而沒有來體解來使用它，「離

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謂這個龜毛兔角，這是沒有的東西，有名而無實。我們有

時候常說，你這個人很龜毛，那個已經把這個龜毛，意思又轉變成很小氣，還是做事很

挑剔，其實它最早的意思，龜毛跟兔角是沒有。龜有毛嗎？兔有角嗎？所以愚痴的人才

以為兔子那兩個耳朵是角，以影子上來說。對不對？所以意思是錯謬的以為。那如果你

離開世間，你生活的當下，而要去證菩提，行菩薩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同學來上這個課，重複再重複，其實無外乎就是鼓勵大家，反觀你每一個起心動念， 

現前的這一念。那行為舉止當中，莫忘，莫忘禪宗不是沒有戒，禪宗是有戒的。像以前

禪宗的話，這個禪師他自己是以身作則的，他在生活面是很簡單的。行住坐臥，每天都

要上堂，都要開示。然後挑水，都知道嘛！然後大家輪執，伙頭，這些佛門的專有名詞， 

就不講了，就是如何的輪執，如何來服務大眾。它不是沒有戒的，是有的，不要以為禪

門就沒有戒，禪門是不被戒綁死，它不講硬，就是很硬的這種，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每個人的身口意，一定要自己規範好。 

那以前的禪宗、禪門來講，它有一些就是每個人如何禪修是比較安靜的。它並不是

說現在的禪，有的禪法以為禪法是拿來討論的。以前呢？要去小參一番，去方丈和尚那

邊，要去請問佛法，一進去你只是在探索那世間有的沒的，自己功夫沒做，最後那個疑

惑沒破；有一些東西自己功夫不做，每天就在問問問，那禪師是不給你回答的，一個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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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一棒就給你打出門去。佛法不是拿來，只是討論討論的，那有的東西是要自己消化， 

自己學著做，功夫要自己做。對不對？ 

我們人是活在這個世界當中，所以你要體悟、證解脫，當然也就在你生命的在在處

處，每一個當下裡面去體解，這個就是生命的全部，也就是你現場是你證悟的地方，同

時它也是你輪迴不斷的地方，就在你這一心當中，如何去體解大道，如何去看到自己的

清淨自性。最後一段的無相頌，其實大家也已經很明白，因為這個是在前面的〈般若第

二〉整品的這個總說，我們來瞭解這一段。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這一段最主要在重申「正見名出世」。所謂何謂正？何謂邪？在多次的經文裡面，

大家已經瞭解，毫無罣礙，無為而不造作，內心安住清淨當中，這就叫做出世。那如果

在生滅生滅當中，人無非就是在一種意識的結構，行住坐臥，不斷不斷的在讓這個世間，

這個輪迴的世路，不斷的延展下去，這樣子，總是眾生還是眾生。 

「邪正盡打却」，講的是我們要善惡之間，邪正這種對立的想法，不再分辨它，這

是一個提昇出來的無善惡的分辨，對一切的法，清淨、以無漏心來體解它。所以如果能

這樣的話，「菩提性宛然」，每個人的菩提自性，很自然的就能顯現出來。這個宛然也就

是很分明顯然可見的意思。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這個無相頌呢？就是頓教，就是你要學習自性開發

的中心的這種教法，這個也叫大法船，也就是能夠帶引我們從迷的此岸，能夠達悟的彼

岸。這一句「迷聞經累劫，輪迴千百世，悟則剎那間。」這個悟到自己的清淨覺性，其

實說這個剎那，還說長了的，事實上在一念之間而已。 

這個大珠和尚他在開示的時候所說的一段話，這是有個學人他就請問大珠和尚非常

多的問題。這個大珠和尚，他簡略的回答。他說：「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

真正的清淨覺性，它無邊無際，它也沒有所謂我們眾生起心動念，這樣有為的運作，所

以它不是在意識間的東西。 

「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這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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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我們凡夫很容易自我檢覈，我們不用看這個來看別人，我們這個看自己這個頓悟入道

要門，我們有沒有已在門前？我們踏進了這個門了沒有？檢覈自己。「嗜欲深者機淺」，

如果我們的六根對六塵，在五欲雜染裡面，深深的埋在裡面，出不來，這種人呢？基淺， 

這個根基很淺薄，距離真正要頓悟，還差得遠。 

「是非交爭者未通」，有的人一天到晚，只在爭個你是我非，心中永遠有對與錯，

對與錯在心中，不斷的盤旋做分別，於是五蘊浮動不已，內心總有多般的情緒。所以如

果你在是非是非，在內心有個天人交戰，我對嗎？他對嗎？有一個氣氛，這種人未通，

他不可能通達的。他在這裡所有自己該整理的，回歸清淨自性的這個功課都還沒有做，

都還沒有做到家，這個要頓悟的入門還遠著呢。 

「觸境生心者少定」，觸，我們六根對六塵，就根對外境這樣一接觸點，一交集碰

到的時候，馬上就產生很多不一樣的念頭，產生了某一種感受，產生了某一些你要的，

不想要的這些東西，這種人少定，他定的功夫其實是談不上的。修為裡面，戒是讓你身

口，表達於外，活在世間中能夠不錯謬，而真正內心的東西呢？能不能清淨？自淨其意， 

無雜思雜想。如果你觸境馬上生心，這個人的定功夫，都沒有一撇，世間的定都沒有，

更何況出世間的定，無漏大定，才能證得。所以只要觸境就生心，這種人少定。 

我們一般來看凡夫生活面，只要有一個東西，馬上，我覺得很好，我很喜歡，你覺

得如何？每天都覺啊覺啊覺，都覺錯了，然後得啊得啊得，都得輪迴之果之因。所以很

多人每天都愛覺得，我覺得好吃，你覺得如何？我自己輪迴，你跟我一起輪迴，邀請函

每天在發送，這個就叫觸境生心，這個少定。這個定，以定學來講，就是過跟不及，就

這兩種形態。 

「寂寞忘機者慧沈」，這個就在講「過」，剛剛那一句「觸境生心者少定」，就在講

「不及」。寂寞忘機者慧沈，有的人呢？定，我先切掉我六根對六塵的這種攀緣附會，

所以呢？我收回來，收回來於是按壓住，按壓住自己根門上的機用，這個時候讓自己進

入寂靜當中不思不想，這就在前面講的，這種是黑洞，這不是叫無念，這種是寂寞忘機，

他已經沒有這個能力再發展，慧沈，他的智慧沈在底下，不可能開啟。是不是這就是過？

前面就是不及。所以修行會不會開悟，就是這樣。 

「凡夫」不及，「二乘人」過。那如何在這上面調整？能夠在所有一切裡面，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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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世間的定，一直到出世間的無漏的大定，在這裡面的機用跟他的體會，就是所謂凡

聖之間。 

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 

  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 

   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 

很容易就一目了然。「傲物高心者我壯」，看到什麼都是自我為尊，自是他非，把別

人看得很低很低很賤，不管物，不管人，心色上面都是在標自己一個高的位階，這個我

壯 意思就是這個「我」很大。 

「執空執有者皆愚」，不管你是落入所謂空，一切都是空，我也不執著，這種是執

空，事實上是執有。那有的就是執著這個有，世間萬象本有，怎麼是空？不懂它的道理，

在生滅上面，不懂這是因緣法，以為生命是可以無限的延展下去，以為自己的這個我是

可掌控的，這種執空執有皆愚，都是愚痴的凡夫。 

「尋文取證者益滯」，有的就落入經藏當中，在所謂的經文，在所謂的體解上面，

依文解義，或者感受。有些時候我們讀多了，還以為這個就是我的境界，自己略有分毫

的體會的時候，就會把自己膨脹得很高，以為自己就是瞭解，是有相似的那麼一點丁，

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有些時候會依尋文取證，益滯，這容易停擺停留在那樣子的小小

體會的狀況裡。 

有些時候修行，你如果好好的願意照著世尊，所有大德教導我們的這些指導的原則

辦法，這樣去修身養性，這樣去迴光返照，確實會有一些宗教的體悟，但是那個只是小

小的兩燭光、五燭光的智慧。就像我們前面經文知道，要比擬於慧日，路途還很遙遠。

可能靈光乍現，就那麼懂得一點點，而要談到融會貫通，在所有的一切，上窮碧落下黃

泉，心包太虛，這些都還待不斷的淬鍊，不斷的開發。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但在這

裡面呢？是不是能夠無限的，沒有阻撓的發展出來，這個就是功夫。 

上一次我們知道，有講到理可頓悟，事須漸修，眾生是帶著煩惱習氣的，而這個習

氣未斷，是不能成佛的。「苦行求佛者俱迷」，有的就用嚴苛的辦法，來規範自己，這只

是一個相狀上的學佛的樣子，但以為這樣就能夠達到成佛嗎？如果沒有在真正清淨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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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去做開發，去潔亮它，這些還不過就是樣子而已。 

「離心求佛者外道」，有的講說這個佛是不可思不可議，自性清淨不是思議中可得，

所以我就完全無心，我不思不索，拿這樣來求佛，對不起，這叫外道，這個是沒有辦法

真正達於我們自性清淨的本源。「執心是佛者為魔」，有的人呢？讀了經論裡面講，即心

即佛，然後執著這個心是可作佛的，我的清淨所有的一切，只有我這個心，三界唯心，

所以這個心所怎麼樣現前的，這個就是佛，這是佛魔不分，這不是佛，這是魔。因為這

個時候的心，講的是意識形態現前的相，這個並非是佛。 

這個要到你瞭解到身心當中，所有萬象現，當體空。在這個裡面，一絲毫的執，一

絲毫的相，其為實相，非為個別執相所成就之相，乃是佛。今天世尊在娑婆世間示現八

相成道成佛，過程告訴我們非常多的法門，我們依此而修行它。所以在娑婆世間所講的

各種心念，它的變化情形，就心法；還有講所有的境界，這是有跡可循的，世尊講說的

法要當中。但是最後世尊衪在講自性的清淨，是不執任何一法，連相也都破除，但是不

否認世間的所有因緣結構。 

今天如果世尊是到色界去為眾生說法的時候，那麼這個相又是什麼相？衪所使用

的，既非於語言文字，我們娑婆欲界眾生所能夠理解的這種相狀，衪所說的法或許不盡

然是描述，是聲音，而是某一種我們不可能領會的另外一番說法模式，所以在每一界，

每一界，都有他相應的法。 

那我們娑婆的眾生，五蘊，這個內心的唯識，這個心思縝密，連貫念念念念當中，

都有他所著的境界，所著的相狀。如果我們執心，執著於內心產生的這些境界，這些相

狀就是佛，其實這個就是魔。當然這個是《頓悟入道要門》在講，你入門之前，有這些

種種，就可從此來檢覈。這裡面呢？還有一段跟大家做參考。 

後段的這個是慈受禪師，他在小參的時候警示大眾，他跟大眾講：「此心清淨，猶

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體。」這個地方的舉心動念，知道什麼意思？

講的是妄念、雜念、執著之念。舉心動念，全乖法體，也就是理體它本住寂然當中，但

眾生就是如此，在所有一切裡面 就是舉心動念，所以就已經創造了某一種相狀，其實

只要迴光返照，回到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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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我們就一路，一路邪、執、迷，這樣一

路走下去。所以其實你只要起心動念，很容易察覺，回去要練習看看。你只是唉喲！怎

麼會這樣？內心已經有一種情緖，有一種不悅，有一種感觸出來的時候，你就知道全乖

法體，退回來，不要繼續讓自己這樣混，這樣走下去。退回來，你只要退回來，為什麼

要起這種情緖呢？這個是不對的，為什麼不能用清淨心來覺受於所有一切，來看待？所

以呢？應該退回來，但是凡夫只是不肯退步，他就是不肯。有一個情緒來，你怎麼這樣？

就馬上加強，對立、詢問、指責，這個就是造作萬端。 

「纔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不管你走到第幾個步驟，第幾個念頭，只要你

把它放下了，便能得安樂，就是不肯，這就是習氣，這就是習氣。「大都是無始劫來慣

習成了也」，這個都是無始劫來，習慣性的要表達一個「我」的位置，要來指責外界的

所有的不是。這樣很瞭解？我們上次已經讀很多了，這個〈般若品〉今天是做一個結成，

結語的地方。 

「古人學道，先打當貪瞋癡」，因為我們是凡夫，所以古人講，學道先要怎麼？自

己觀察自己的貪瞋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覷

著，忘得利名，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這個是跟同學補述。所以這

裡面我們要看得懂，門前跟門後，過了這個檻跟沒過這個檻，他是不大一樣的。過了檻，

名與利，似有而無；未過門檻，只能忘得名利，甘得淡薄。過了這個檻，淡與薄也自不

存在。這樣聽懂？所以大家在這上面，我們在什麼樣的位置要懂得，所以道念自然濃厚。 

如果好好這樣修的話，接近，接近了，靠近了，那自然功夫純熟，契機到了，就在

自己能夠「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說了這個無相頌之後，當然最後的結尾這一段。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

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所以這個時候惠能大師他又說，我今天在這個大梵寺，說這個無相頌，根據這個內

容去修行的話，這個是頓教，那也不過就是普遍希望祈願十方法界一切的眾生，聽到這

個無相頌之後，當下都能夠迴光返照，能夠見性成佛。 

在那個時候，這個韋刺史，他講韋使君，這個韋刺史跟他一起在法會上的官僚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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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家眾跟出家眾等等的這些大眾，聽聞了大師所說的這一番話之後，「無不省悟」，

沒有一個不反觀自心，原來修行就在這個地方，懂了、清楚了、明白了，以後不要心外

求法，所以無不省悟，都懂得自我省悟，這個辦法要經過練習，這個要經過練習。 

「一時作禮，皆歎善哉！」在那個時候，因為法會結束了，大眾就起來，一起向六

祖大師頂禮，而且同時都很讚歎，喔！善哉！真好！真不得了的好！「何期嶺南有佛出

世」？誰料想得到，嶺南這個聽起來蠻荒之地，未開發之地，還真的有佛出世。佛性不

分南北，也不在你的身分貴賤，不在書讀得多與少。 

上次我們不是有讀了個公案嗎？這個德山禪師到龍潭，在路邊賣點心的老婆婆，都

有辦法給他對上一段。是不是？在座的老婆婆妳們可好？不老的，可像德山禪師那樣利

根器，好多修行人都會自我懷疑，我要到什麼時候，忙到什麼時候？有些時候在世間事 

世間路上面，期待的到哪一天，自己有那麼個一點丁的空閒，好好整理心性；然後等到

老到自己認為有空閒的時候，卻是身體髮膚已經老邁了，心思也無法真正提起正念，看

著電視，就讓電視來麻醉自我，然後想到自己的前塵往事，又造作萬端。喔！真不知道

如何是好？所以許一個自己的未來，然後在現在拼命的造作，不肯好好的在你開始聽聞

佛法的時候，就把握那個機會，慢慢去釐清身心的問題，總是等到很老很老的時候慨嘆，

要是知道早點學佛也不錯，我們現在沒用了。 

這話說有一個老師父，年齡八十幾，那他呢？很想用功，有一天他就慨嘆，他說我

現在八十幾歲，我都不要睡，我都不要工作，我所有的時間都拿來讀大藏經，我也來不

及讀。他所說是實話。對不對？我都不要吃，都不要如廁，不要動，我就在那裡禪修，

也不一定會開悟，因為我會打瞌睡。他好無奈，他也好希望佛祖，能有一滴的那種靈驗

萬分的法水，一滴清涼，能夠當下開悟。他這個老者，他就講得很實在。我們不要等到

那麼老，我們可能沒辦法活到八十幾歲吧？我們不要等到那麼老，在空中的遊魂，來慨

嘆以前的不修。是不是？ 

總說這個〈般若第二〉，無非六祖惠能大師要告訴我們，自性清淨要在哪裡著手，

那要自己的這些妄，這些妄想雜念要如何息，要如何破，要如何離，而清淨的覺性能現

前。今天我們這個〈般若第二〉就解釋到這裡，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入第三品。那第三品，

今天這堂課是講歷史故事小說，所以不會很艱深，是很輕鬆的，這個〈疑問第三〉，我

們先來瞭解一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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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28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疑問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

「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

問，吾當為說。」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 

  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

達磨言：『實無功德。』」 

這一段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這有一天，當然這個韋刺史，一定是當地的顯

要，高官顯要，所以都他帶頭，帶頭來請法。有一天這個韋刺史，他就發起了為這個六

祖惠能大師設大會齋。所謂的大會齋，就是大施會，無遮會齋僧的意思。那最主要是廣

設齋食，以供養僧眾跟諸佛、菩薩、人、天、神、鬼等大法會。 

那齋僧呢？我們現在就先瞭解一下齋僧。這個齋僧在我國唐代齋僧法會非常的盛

行，歷史上有好幾個記載。在大歷七年，也就是我們講西元（公元）的七百七十二年，

貞元年間七百八十五到八百零五年當中，還有咸通十二年，西元八百七十一年，這幾個

時段裡面，都舉行過萬僧齋；就是每次供僧，就是供萬人以上，那場子之大，都是由皇

帝發起的。 

那這個時候，就因為它很盛行，在唐朝有很多外國的留學生來中國留學，這樣講比

較容易，就是絲路也好，日本、哪裡也都來，因為那時候唐朝非常的，國家非常的強盛，

都來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學還有佛法。所以在那個時候的中國是這樣以外，在印度跟日本

也都一樣很盛行這種齋會。這個所謂的齋僧呢？最主要就是設齋食來供養六祖惠能大

師。 

那所謂齋僧，大家都在講說這個齋僧功德，這個功德大或功德小，在經典裡它是這

樣說：「它說齋僧的功德大或功德小，是主要看受供的這個僧侶，他們的善惡跟他們持

戒與否，他本身的修行的果位階次，這樣而有所不同。」所以為什麼就會有齋僧，像我

們這裡也是一樣，都有供僧嘛！就是齋僧。 

那齋僧最早最早，會施設這個齋僧，最早的原意，是要表明信心，也就是我對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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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我赤誠的皈依三寶，我皈依，然後我願意學佛，護持，這樣的表心跡。那後來

齋僧呢？漸漸就加入了某一些不一樣的意思，融入了祝賀，譬如某某大德生日了，或是

哪個寺，說落成是世間言語，也就是某個寺或是某個什麼大的事件，大家來祝賀；還有

為了報恩，有的人是為了父母，或是什麼特別的原因，所以為了報恩來供僧。所以近代

就加入了這些意涵。 

另外還有一種叫追善，追善的目的，就是某人圓寂了，或是父母親，或是眷屬有人

往生了，那麼有齋僧來為他積功累德，所以讓這個齋僧的意義擴大了，而且更普遍化。

當然我們現在還有一種，就是為了消災解厄這種目的，所以這樣大致瞭解齋僧。 

那我們在這裡面繼續瞭解，這個齋訖，就是大會齋，大會齋就是設齋飯供養六祖惠

能大師，當然不止是六祖惠能大師一人，這裡面一定包括僧俗二眾。大家吃完齋飯之後，

這個韋刺史就再請大師，六祖惠能大師陞座，就登法座來說法。這個時候呢？「同官僚

士庶，肅容再拜」，這個韋刺史因為請大師陞座說法，所以一起為官的這些人，一起整

肅儀容，很恭敬很嚴謹的再禮拜，再請這個大師來說法。 

然後他就提問，他說：「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弟子我等聽聞和尚您為我

們開示這麼多，前面最早是在講他的緣起〈行由〉，後來就講到〈般若〉，所以我聽和尚

說法，實在感受到大師您所說甚深的般若自性這個法要，指出來原來我有這個東西，而

且辦法很明確，今天不用繞個山山水水，繞個多遠的地方去尋求佛法，你已經直接點明 

告訴我怎麼辦，真是不可思議，這是很微妙的法。所以呢？我瞭解了，弟子今天還有一

點點小小的疑惑，願和尚您大慈悲，特別來為我們解說。 

師曰，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說：「有疑即問，吾當為說。」有問題就提出來，我一

定是為你來解說的。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和尚您所說的，

是不是就是達磨大師他所說的心法、法要，是不是就是這個？因為當時禪宗在中國是非

常的盛行，這最早的開堂的時候我們就介紹過，所以他說，是不是就是指這個？ 

師曰：「是。」沒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