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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9》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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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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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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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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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曰：「是。」沒錯。你放心，我沒有說錯，這樣的意思。「公曰」，這個韋刺史又

問：「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達磨祖師他最早來中國的時候，有跟梁武帝見面，要度

化梁武帝。梁武帝就問他，「朕一生」，梁武帝自說，他自己說，我這個一生都在「造寺」，

建了好多好多的寺，當時梁武帝的首都裡面的寺有七百餘所，很多呢？不過比起來，我

們現在臺灣更多，我們現在上千，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是所謂的茅棚，小小的，當時是寺，

當時真的寺，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度僧」，當時因為這個法，這個都在宣揚，所以當時的寺有七百餘所，然後僧尼

都在弘揚佛法，講經說法很普遍，聽經聞法更普遍，常常聚集聚眾有萬人以上。所以他

說當時他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祖師很簡單的一句：「實無功德」。這一句真的有得

參，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來瞭解，瞭解這個梁武帝到底他是不是有功德？我們總是會想什麼叫功

德？功德是在自己的心，還是在實相中？還是在別人的受益裡面？這個就統合起功德到

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我們以自己的自性開發來講，能夠產生作用，自性的清淨能夠

產生作用，是以「德」來做功，是不是內心的內德具足之後，你才展現作用？這是以自

己本身出發點來說。所以當你證得清淨自性的時候，也就是你可以真正實相中利益眾生

的功德之基礎。那我們所謂的功德，都在講真實的對於眾生有所饒益，眾生實質受到這

個好處，或是得以減免災難，或是開發法身慧命，能夠畢竟成佛而不再輪迴，那在這樣

完成的狀態，這個功德是屬於眾生得到利益這樣的一個解釋。對不對？ 

那我們常常講，你做了多少功德，以主體自己本身，以主體有這個概念，我要做饒

益眾生之事，眾生可以因這樣的幫助，物質的、精神的而得到提昇，我要做這樣子的一

件事，而稱之為功德。那麼以主體來說這個，這個就不叫功德，因為這只是在緣起法裡

面而已，這只是在緣起法裡面。對不對？ 

那我們在評估實相中，又什麼叫功德？它就是在所有的生滅法裡面，圓滿的在相應

的所有一切裡面完成，而眾生在這個因緣裡體解、突破，你也在這個地方圓滿了你的果

報也好，結構也好，所以雙方在這裡，實相中回到寂靜，這樣是所謂真實的功德。所以

我們常常以主角來講，什麼功德；以客觀來講，他很有功德。其實這一些功德，還是叫

做名詞，代名詞而已，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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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瞭解，梁武帝跟達磨祖師的這個公案，真的這個公案實在是太妙

了，如果那一天達磨祖師真的把梁武帝度起來之後，這個公案就沒有這麼精彩，大家就

無法去分辨福德跟功德的差異。歷史留了這個公案，這個達磨祖師甩頭就走，去嵩山少

林寺面壁，然後當個叫壁觀婆羅門，從此聲名大噪。對不對？這裡面還藉由這個皇帝跟

他的一番對話，所以不管梁武帝有沒有功德，但這個對話的不圓滿，還真是大功德一件，

讓很多人有一個比對的，比對的腳本。 

那我們來瞭解梁武帝，這個梁武帝名字叫蕭衍，他是出生在公元四百六十四年到五

百四十九年當中，字叔達，小字練兒。這個梁武帝他是在南朝梁，這梁國，南北朝是很

多很多小國，它是南梁政權的建立者，廟號高祖。再說這個梁武帝他是怎麼的出生？先

講。這個蕭衍就是梁武帝，他是南齊的宗室，也就是南朝時候的齊國，齊國的宗室，他

的父親叫蕭順之，他是齊高帝的族弟，也就是皇親國戚；這個齊高帝他的弟弟，就是王

的意思，封臨湘縣侯，所謂皇帝的弟弟就是諸侯，所以他封這個侯。在南齊中興二年，

就是西元五百零二年的時候，齊和帝被迫禪位給蕭衍，這中間有發生一些故事，等一下

再補充，這只是把脈絡講一下。 

所以他本來是齊高帝的時候，他爸爸在齊高帝，等到這個蕭衍他要當皇帝的時候，

皇帝已經換人了，叫齊和帝，這個時候南梁建立，也就是蕭衍他成為皇帝之後，建立一

個國叫梁，所以梁他就是開國的君王。所以蕭衍在位有四十八年，很久喔！是南朝皇帝

裡面第一名的。蕭衍後來他活到八十六歲，他是歷史上第二個長壽的皇帝，我們中國最

長壽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乾隆最長壽，他是第二個。以前的皇帝，都很早就過世了，

因為太操勞，後宮嬪妃三千，實在真操勞；然後日理萬機，又吃得太好。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代有四次的法難，那中國呢？我國歷史朝代裡面，皇

帝迫害佛教嚴重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的太武帝，第二次是北周的武帝，第三次是唐朝

的武帝，第四次是後周的世宗，所以這四次法難，叫做三武一宗，就是武帝、一宗。這

個是法難喔！一個皇帝可以成就，那也可以滅，所以他力道之強的。 

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裡面，除了三武一帝滅法的這種事件以外，大部分的君王其

實都相當的尊崇佛教或是道教，他都是崇佛或是崇道。有不少的帝王他在推行佛道上

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南北朝時候，這個南朝的梁武帝蕭衍，就是裡面非常非常著名的

一位，他的作用力很大，我們來看他有沒有功德，我們不談達磨祖師跟他對話的功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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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他對佛教的貢獻，跟他自己生命的一個歷史。 

蕭衍，這個蕭衍他是漢代相國蕭何，我們不是常常看那些古代的歷史裡面，蕭何，

很聰明的一位，很有名的宰相，相國。蕭衍是漢代相國蕭何的後代，是秦始皇以來，這

整個中國第二個長壽皇帝，剛剛有講。那歷史上文武雙全的皇帝不多，梁武帝蕭衍他文

武都精專，他文的武的都很厲害，在《資治通鑑》裡面有說，梁武帝他是博學能文，他

博學能文，他什麼都很厲害，然後他天生就具備了這個文采跟軍事的能力，能文能武，

允文允武。 

他在七、八歲的時候就很有聲譽，七 八歲的時候，就顯露了他特殊的這種才華。

然後現在跟佛教連結上，蕭衍就是梁武帝，他對於整個中國佛教興盛作用力很大，他自

己非常非常的愛好佛學，所以勤修不輟，還熱衷於弘揚佛法。他有四次出家，有權位的

人其實很想要真正解脫，他對於這種權勢的束縛，跟那種壓力，工作壓力，以現代來講

職位上的壓力。我們現在應該去問一下，我們現在的總統，你壓力大嗎？出家看看。 

我們中國人，這個漢傳佛教為什麼吃素？這個戒葷腥而吃素的戒律，就是因為梁武

帝，他寫了一篇文章叫《斷酒肉文》。《斷酒肉文》，他極力倡導不要殺生，他真的很慈

悲，因為他大力推行，所以漢傳佛教都吃素。另外僧人頭上是不是留這個戒疤？這個也

是梁武帝他推出的，為了某一些當時的原因。另外梁武帝他為了要超度他的妻子，然後

集合當時的高僧大德，寫下很有名的叫《梁皇寶懺》，從千古一直拜到現在還在拜，還

在流行。對不對？我們現在西元多少年？二零一二。當時西元才五百多年，是不是盛行

很久？所以佛教盛行不衰。這個《梁皇寶懺》也是梁武帝那個時候的傑作。 

佛教徒超度孤魂野鬼的盂蘭盆會，也是梁武帝帶頭的，也是梁武帝帶頭。所以他是

不是千古讓我們都受其利益？有沒有？有沒有功德？不談也，談了我們就不是了。其實

是不是真的有？我們自己慢慢來看，這個就是在實相嘛！對不對？然後這個盂蘭盆會，

最主要就是普食嘛，剛剛有講，這個供。當時據說，據說因為梁武帝帶頭講這個盂蘭盆

會，大家有來供僧，然後這個地獄的三塗苦的眾生得到法義，所以曾有一度地獄裡的罪

人，造罪，就是該受災難的這些眾生，因為梁武帝的設齋跟造經，他不是有《斷酒肉文》

等等，他說很多東西，他自己還登壇說法，說《涅槃經》。所以因為這兩件事情，然後

得消一切罪業，地獄曾經一度而空過，這一度，就都被度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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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梁武帝統轄的區域內，也就是他的城池，就是他的這個國家的版圖裡面，佛法

最鼎盛的時候，有五成的百姓出家。所以梁武帝是不是留下很多傳奇？是啊！果真是這

樣。那梁武帝他修行，其實有沒有修？你能夠認同佛法，自己要修行，極力去倡導，是

不是很有功用？這沒有發大心你做不出來的。 

蕭衍就是梁武帝他的名字，他到八、九歲的時候，身上會自然發出異香，香味，不

是汗臭味，有香味，異香不散，非常的聰明；不管是寫文章或是跟人家談兵，就是政務

這些，料敵制勝，謀無遺策，這些兵法，這些文辭這些，他都很有他的獨到見解，有智

慧。 

話說這個蕭衍慢慢的長大，他長大之後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當時那個

時候他是所謂王嘛，王的後，侯，所以大家對他不敢輕忽。然後他住的屋子上面，常常

有雲氣，也就祥雲，就有祥雲這樣，那看到他的人，就很自然的會起恭敬心，不敢輕視

他，因為他長得莊嚴，連長輩也不敢隨便跟他開玩笑。我們一般，有的人看到就會戲弄

人家，有沒有？有的人會跟那小孩子，就看那小孩子沒什麼，或是會欺負他，那種就是

比較沒有具足德。這個蕭衍，就長輩也不敢隨便跟他開玩笑，就有那個威武的氣息。 

然後再說，再說這中間不是經過很多的王？到齊明帝蕭鸞，死了之後就傳位給他的

兒子叫寶卷，這個寶卷是個昏君，可能很年輕。這個寶卷每天就吃喝玩樂，荒淫無度，

也沒有專心在治理朝政，所以治國無術無方，又很殘忍，做了皇帝之後，只要有大臣給

他一個諫言，他就殺了，一違逆他的想法，他就殺，就宮中的很多大臣都殺，連功臣也

殺。這個過程也殺了蕭衍的兄長，也殺了他的兄長，這個時候蕭衍心中很是憤慨，他很

憤慨。 

那這個時候寶卷，寶卷就聽人家說，這個蕭衍有一些動作，招兵買馬，偷偷的製造

武器，藏一些資糧等等。所以這個寶卷就派鄭植這個人，要到雍州去刺殺蕭衍，蕭衍住

在雍州。第二天早上真的朝廷來報，朝廷派這個鄭植，然後說皇帝奉詔書要加爵，就是

要給他提升官位，給蕭衍提升官位。這蕭衍想，我在做壞事情，私底下的這些事情，已

經心有不忠了，怎麼這個皇帝還要給我加爵，他心裡就很明白了，這個應該就是刺客，

就是刺客要來刺殺他。 

果真，果真這個蕭衍就是很冷靜，跟剛剛來的要來刺殺他的鄭植吃飯等等，然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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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的時候，他就直接，直接對這個鄭植講，他說朝廷派你來，就是要來殺我的，朝廷使

卿來殺我，必有詔書。他說你就是要來殺我的。那個刺客，那個鄭植嚇一跳，他說：「絕

無此事。」你難道會承認，對啦！我是來殺你的？他說絕無此事，沒有此事。蕭衍就一

聲令下，給我搜，真的就搜出一把刀。也就是他跟佛門關係，你真的要修行的人，還真

的沒有那個災難，還真的不會落入；有災難的話，重罪輕受也有可能。所以天護他，對

不對？所以這個時候鄭植就沒他輒，也殺他不到。 

這個時候蕭衍真的氣起來，卯起來了，他就心裡想說，我一定要起兵，我一定要起

兵，你這個昏君，你這個昏君，亂屠殺大臣，還把功臣都殺了，不務朝政，然後今天還

要來刺殺我，他就很生氣。所以其他的大臣，就是跟他一夥的這些人，連夜就帶兵衝入

了皇宮，就是把那個寶卷，就是那個昏君給砍了頭，然後把那個頭，頭顱送出來獻給蕭

衍。寶卷死的那一天，同一天死，另外一個人叫侯景出生了。他後來應該就是逼著這個

另外的一個王，後來那個王就退位讓給蕭衍，蕭衍就改朝代叫做梁，這樣子。 

好，那再說，蕭衍當了國王之後，就是梁武帝，梁武帝他皈依他親近一個師父叫寶

誌法師，寶誌法師，這個寶誌法師就輔佐梁武帝，他有的問題都會請問他，他很有因果

概念。那有一天在天監二年，梁武帝就問寶誌法師說，國有難否？有沒有國難？這個寶

誌法師他就這樣比，這樣，是不是喉、頸？他就這樣比一下，暗示侯景；這個過程蕭衍

他並不得知。他雖然有心修行，積聚了很多的福報，可是說實在，修心地上面還沒真的

下過功夫，所以有福、有災、有難，甚至有神通也不敵業報。 

這個侯景就是誰呢？這個侯景就是那個昏君，就是那個昏君轉世的。這個侯景本來

並不是梁朝的人，他本來不是。不是，他是東魏的叛將，那個時候就是小國小國，他是

東魏的叛將，那因為他跟他的主子處不好，所以他來投靠梁朝，就投靠梁武帝，那中間

發生了很多迂迴的事情。那這個侯景最後他又舉兵反梁，就是要殲滅梁武帝，因為梁武

帝中間聽信了一些讒言，這個侯景心有不甘，就這樣子。 

後來侯景作亂，侯景作亂，然後攻占建業，建業就是當時應該就是現在的南京，那

武帝被囚禁起來，然後餓死。當時梁武帝的宗祠裡面，宗族裡面的子弟，幾乎都被侯景

所殺，其實這是因緣果報。因為當時蕭衍就是梁武帝，他不是氣憤要殺那個昏君的時候，

他要殺昏君的時候，其實他應該就是擒王就好了嘛，對不對？擒賊擒王就好，他殺昏君

就好了，可是他不是，他還把所有皇宮裡面的無辜族人一併殺死，所以造的業就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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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報到這個侯景，攻破建業要來殺蕭衍的時候，就把蕭衍，梁武帝身邊的族人全部殺

盡，只留梁武帝一個人，他沒有給他飯吃，沒有給他飯吃，所以後來梁武帝是渴死的，

他很餓，又沒有東西吃，他討個蜂蜜水喝，就沒有，後來就渴死。這個是他跟侯景中間

的因緣。 

那話說梁武帝在西元五百二十年，梁武帝改這個國號叫普通，那個時候梁武帝是五

十六歲，五十六歲。這一年這個梁武帝開始對於佛法，有非常非常深刻的那種感受，所

以他一心想要好好的修行。那很多的記載，有的說他出家三次，有的說他出家四次，那

根據這個資料，也給同學做個參考。話說在這個普通八年，五百二十七年，西元五百二

十七年的三月八日，這個梁武帝第一次，他就到同泰寺去，然後捨身出家，他就是要出

家。一個權高位高的人，當他知道這些是一種心念裡很大的負擔，如果你樂在其中，當

然你就抓權抓勢，然後會感覺到這個就是一種滿足。但是如果你略懂得佛法，也知道這

裡面它干係的所謂眾生，眾生的這所謂幸褔，這個生活上面的這些，你有這種大權的時

候，是不是應該省思？那梁武帝他對於佛法上面，是非常非常之有造詣。 

話說他第一次到同泰寺捨身出家，然後當然這個臣子們大概也一定會去勸請這個皇

帝，能夠回朝來治理朝政，說實在 這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作皇帝的，不是每個人都能

夠作宰相的。那三天之後，梁武帝就還是回到朝廷去，之後就大赦天下，又把年號改為

大通，因為這是一個變異的，這種內心，內心很變異的一種狀態，應該是說有所體悟。 

然後又到大通三年，又三年的光景，才差三年，九月十五日，他真的很想出家，於

是他就第二次就到了同泰寺去，然後舉行了四部無遮大會，就是舉行了一個非常盛大

的，上次有講到供僧這個無遮大會。在這無遮大會之後，他就脫下帝袍，他不要當皇帝

了，就換上了僧服，捨身出家，他就想出家就是了。他以出家的身分在九月十六日，九

月十六日就是隔日就講解《涅槃經》，這不得了！是不是？他就講解《涅槃經》。 

然後他在寺裡悠遊自在，就想要真實的出家，十天之後，就九月二十五日，這個百

官，文武百官群臣大家就募款捐錢，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麻煩把皇帝菩薩還給我們，

於是就請求贖回皇帝菩薩。那這也是百官的心思，對不對？這個皇帝，出家僧人是很多，

你已經造寺、度僧、布施，功德無量，那你自己也去當僧去了，可是我們就欠一個民主

的，所謂的好的領導者，這個皇帝來帶引我們，欠一個明君，所以大臣再苦苦哀求，用

一億把皇帝贖回來。所以二十七日，二十七日的時候，這個皇帝就還俗了。因為比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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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次還俗機會，他已經用掉兩次了，那結果呢？ 

接下來又在大同十二年，就是西元五百四十六年，事隔十幾年之後，這個蕭衍，就

梁武帝他真的很想出家修行，這個修行的心一直放在自己的心裡，那一定是累世有願

的，這個有深刻的那種願，他真的知道修行悟道，內心的體會，佛法在在處處說的東西，

都是他很惻動，很相應的東西。實相嘛！所以呢？五百四十六年的四月十日，這個梁武

帝第三次又到寺裡去又要求出家，那這一次這個皇帝又出家去了。這個百官大臣再湊

錢，總是要把國庫什麼都掏光也不行，這個文武百官再湊錢兩億，又去懇請三寶，跟您

贖我們的皇帝菩薩回來，又把他給贖回去了。這皇帝大概也很無奈，我這一心想修行，

怎麼世俗的這種頭銜，世俗的權位，放都放不掉，那這個時候，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了。 

那第四次呢？是太清元年，就他回去之後又改了，又把國號改了，大概他體悟上有

點增上，有點跨越，他又改為太清，改成太清元年，就是西元五百四十七年三月三日，

梁武帝蕭衍又第四次去出家了，這一次大概不想回頭了，你看這麼殷切，但是事與願違，

在同泰寺這一次就住了很久，住了三十七天。是不是一次比一次長？第一次三天，然後

後來還講了《涅槃經》住了十天，十二天，從贖到回去；然後這次，第三次是兩億，然

後這一次，第四次，第四次出家住了三十七天。那四月十日，這個大臣不再募款了，由

朝廷出資，因為大概錢大家都用光了，都去贖我們的皇帝贖光光了，那文武百官不再募

錢，由朝廷出資，就是開國庫，好，開國庫，朝廷出資一億錢，再把皇帝贖回來。 

聽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所以真正想修行的人，這些功名利祿對他是視如

糞土，他並不是想要沈溺在這個裡面。話說這個達磨祖師，達磨祖師跟梁武帝他們兩個

在對話，曾經有一段對話，也是在這個中間左右的時間。在這個對話，其實梁武帝跟達

磨，一個是在講體，一個在講用，如果慢慢讀，讀得懂的話。 

這個達磨祖師跟梁武帝會面的時候，這個因為我們就是上次從這個經文裡面，談到

實無功德。他問說：「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

對不對？那我們就是要瞭解，整個去瞭解，到底以梁武帝一生所做，對於佛教的興盛，

對於建寺，然後很多僧眾、僧人，由西土到我們中國來，然後翻譯經典、這個弘揚等等

的這些，在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它的作用？其實是有的。 

那梁武帝他在跟達磨對話的時候，他錯用語詞，他講有何功德？就是因為他用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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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二字，所以這個達磨祖師就功德，就功德二字來要梁武帝破除，他在這個內心的點

點滴滴。那話說再把梁武帝跟達磨祖師的對話，完整的給同學介紹，這裡面只有講幾句。 

這個梁武帝跟達磨祖師會面的時候，帝問曰，這個梁武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

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這原文是這樣子的。我即位以來，我建築了很

多的寺院，然後寫了很多的經典，因為要流通，當時一定要直接去抄寫才有的，然後有

很多僧眾出家，那不可勝記，沒有辦法再記錄，有何功德？ 

師曰：「並無功德。」達磨祖師回他，沒有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梁武帝問

他，為什麼沒有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他

說，如果你心中有記著，如果你心中有記著這麼一件善事的話，那麼就是屬於人天小果，

這是人天果報而已，然後這是有漏之因，你在做這些的時候，是有為法的心來做，那麼

當然你有做多少，人家感恩多少，你感受多少，以後的果報，那就是可數可計的。所以

他說：「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會跟著你的，因緣法在走的時候，它也會實況，實況的

還報於你，那事實上好像是有，可是非為實際。因為這也是物物之間，是不是生滅生滅？ 

譬如說我給你多少錢，那你記著的，我記得了。我記著我給你多少錢，你欠我多少

錢，你也記得你向我拿多少錢，你欠我多少錢。這來生來世，在某一個因緣和合的時候，

你就是還我那些錢就好了，也就是這樣。但是體性上的東西，它是不可計量的，那你如

果說，喔！我今天建這個寺，我用了幾億又幾億，那你看我度了多少人，唉呀！算計算

計登錄，你看我度了三千兩百人，是不是你心中有這種所得？這個記錄下來之後，你並

不是在看到體性上，不是看到多少人因此而得清淨自在解脫，多少人如何在這上面有所

提昇，自性現前，清淨現前。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這個物相上面，跟內心的滿足那種善，自己短暫時間的那種，就

是覺得、感受，這個就是屬福，這就屬福，那人家一定要感恩於你，把那種感受的強烈

回饋於你，那這就是可數的，還可以說得出來的東西。那這個時候達磨要回他的，其實

他是就體性上來回他，意思說一切的語言文字，其實都是假名，你可想、可數、可說、

可感受，它都不是真實的清淨。真的清淨的佛性，那清淨中，我們本自寂然，言語道斷，

它不是所謂你可說、可想、可計算的東西，所以做完之後，就無能所，這樣才對。 

其實達磨祖師他不是對於梁武帝他所做來否認他，他只是要讓他悟入，悟入那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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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體空，悟入那個佛性。所以皇帝又問他說：「如何是真功德？」因為他剛剛講說，這

個如影隨形，雖有非實。這個梁武帝問他 如何是真功德？其實他們有對話，在這裡沒

有寫，只寫到實無功德。那個達磨祖師回答他：「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以世求。」他回答他說，清淨的智慧，我們這個妙不可言，圓滿的本體，就是講我們的

佛性，這個是自空寂，它沒有自性，它本身就是安住清淨寂然當中。也就是你在這所有

裡面，你體性上面，是安然如如不動的。「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但這個體會，這個佛

性的展現呢？它不是你世間任何物、任何事情，任何所有一切裡面，可以去換來的，它

不可能用這樣求來的。 

那這個時候帝又問，其實皇帝又問，他說：「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那什麼就是叫

聖者所悟得的第一義諦？他就問這個。師曰：「廓然無聖。」達磨祖師回答他，廓然無

聖，沒有所謂聖不聖的問題，因為你心中連凡聖的概念都沒有，因為你這是一個覺性自

性的全然展現。當你在心中沒有語言，沒有文字，沒有聲音，沒有什麼，什麼都是寂然

的，只是在當下裡面，這個是體，他講體，所以廓然無聖。 

這個時候，達磨祖師回答這個的時候，其實是一句非常清楚的話，但畢竟梁武帝還

沒有悟到那個點。所以梁武帝他又追著問：「對朕者誰？」因為在他的心中，你是聖者，

他的恭敬心是有出來的，他對達磨是恭敬的，所以他問說，什麼是聖諦第一諦？那真正

的修行，他悟得的這個聖諦第一諦是什麼？那達磨祖師回答：「廓然無聖。」沒有聖者

不聖者。這個時候就產生了梁武帝內心的一個想釐清，他是想釐清，他說：對朕者誰？

那坐在我面前，面對面跟我講話的又是誰？ 

師曰：「不識！」達磨祖師回答，我不認識，我不認識我自己這個人。如果他今天

回答：達磨是也！那是凡夫。對不對？所以他回，不識，我不認識他，意思，也沒有這

個人，這個才是對於梁武帝真實的破解。但是梁武帝當時的契機是沒有入，「帝不領悟」，

他不知道，他聽不懂，那你明明是聖者，西天而來，然後我問你坐在我面前是誰，明明

你是聖者，那你說不識，不認識，沒有這個人，我不認識他。因為你安住在體性裡 沒

有你我他，也沒有自我，他並沒有一個我，個別的存在，這樣子。所以是不是有對話？

是有的。 

像我們之前不是有很多公案嗎？也是在講這個皇帝，再追問再追問這個國師，追問

哪個禪師，那這個禪師這一次、兩次、三次，最後舉例了，突然之間豁然開朗。那天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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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祖師知道，「師知機不契」，就是知道根器跟時間還沒對到，還沒對到，所以後來他就

離開。離開，「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就是面壁，「人莫之測」，大

家都不知道這個達磨祖師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修為，所以稱他「謂之壁觀婆羅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