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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0》 

             印可法師宣講          

梁武帝他所學的佛法，所學的佛法是所謂菩薩道次第裡面，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是不是這樣？這是一般根基，也是叫大乘菩薩。那這個達磨祖師他要

提的是，你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這個菩薩道，要翻過禪定之後，

你要把般若智慧顯現出來，也就是你真實的那個體，我們不是在講體相用嗎？也就是說

你真實的清淨那個覺性，那個佛性要切進去，那梁武帝還沒有到這裡。 

話說祖師大德每一個在悟的時候，悟的深淺也不一樣，有的悟到心體就寂然，寂然

悟到心體的時候，他安然的在自己的清淨中。那有的呢？悟到心體之後，要達於心用，

還能夠為大眾所用。如果你悟到心體，那麼就是安然寂靜，你整個所有的是非都沒有了，

在安然寂靜，但能不能大用？不知，不知。那悟到達於心用的時候，是不是體相用能夠

清淨現前，在所有一切處裡面，裡外一如？這就是後面的經文。 

那達磨祖師就是要讓梁武帝契入，悟到心體，那梁武帝因為他學佛，所有的知見，

所有的一切，就像我們現在的佛法，是不是表達我們體未證得？所以我們要學習佛菩薩

的機用，而來作為我們的行為模式，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智慧未

現前。所以我們在六度的時候邊體會，有任何的心念啟動的時候，然後能夠從中，從中

去無相、離相，我們上次不是有講息妄嗎？息妄、破妄、然後離妄，這中間是不是個體

會的過程？體會的過程，所以從這個地方把般若智慧，把自己的佛性現前，用這個辦法

來體會。所以梁武帝實質上他在走的路線，其實是沒有錯的，其實是沒有錯，不要把歷

史上，梁武帝因為實無功德，那很多人就進入了另外一番想法，梁武帝做這麼多都實無

功德，那我們何必做。 

其實修行有兩種辦法，我們要跳遠，我們要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種就是立定

站好，立定站好，就是悟得心體，對不對？然後一躍，就是一跳就過了，這個就是用悟

得，悟到心體的做法；你什麼都萬緣放下，不造作，不造作，讓你把心收回來，回到本

體上，立定站好一跳，跳遠，這已經跳入虛空中，所有你爾後所做的一切，全部是功德，

這是一種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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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修法是我用小碎步，小碎步意思是精進，小碎步，小跑步，那我努力的一

跑一跑，邊跑邊跳，邊跑邊跳，邊跑邊跳，跳會掉下來，跳會掉下來，終究有一天我的

體性上全變，一跳躍入虛空。這樣聽懂嗎？那譬如說我小跑步，邊跑邊跳，邊跑邊跳，

會有體悟嘛，這個就是菩薩道的走法。這個頓教的走法，它是告訴你有些東西，你必須

整理，不再造作，就有點像立定站好，一躍入虛空，這樣的舉例。 

那我們瞭解了達磨祖師跟梁武帝中間，其實一個在說體，他就是一直要讓，達磨要

一直讓梁武帝去懂得體，說他的語言就在說體，梁武帝強調用。我們現代是不是比較強

調用？我們現代在中國儒家，是不是在展現於日常生活當中，如法、如律、如理？對不

對？這一些是不是因為我們生命是一個互動的情形？那互動的情形，你要真的好好真實

的去用，對於所有一切才會有所幫助，中間也能圓滿自己該圓滿的所有因緣法。 

所以在這種強烈的訊息之下，而且佛所說的經典，一半以上都在講菩薩道。這個菩

薩道裡面是不是強調它的用？然後我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體會。是不是這樣子？所

以達磨祖師要讓梁武帝進入這個體，然後梁武帝強調他有在用，就兩個對不上嘴，其實

是這個樣子。 

那達磨祖師要破梁武帝有作為的心念，要讓他達到體證，超越有跟無的對待，讓他

知道有跟無的對待是妄執，這是一種妄執，希望他能夠明心見性，所以回答他「實無功

德」，這樣我們就瞭解。歷史上到現在，梁武帝對於就是佛經，佛門上面的貢獻，其實

大家都是知道的，這是很明確的。接下來我們回到我們的經文，接下來有一段小評語。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

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這個地方是六祖惠能大師做個總結，他說當時的梁武帝，他心邪不知道正法，心中

尚有相狀，這個邪並不是說他做了很多壞事，不是，因為我們上次有對於邪正有一番解

釋，他的意思是說你能夠契入清淨的佛性，這叫正；那所有你可能還有的一點小小的，

小小的功德相，任何起心動念，這個都叫邪。 

所以當時的梁武帝他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清淨，所以他沒有達到三輪體空，所以他

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如果心中有留這些事在的時候，就叫做求福，不是否認梁武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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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實上梁武帝心中，會不會一天到晚記著我做多少事？我相信不會。可能剎那曾經

很歡喜，會，然後之後做完了之後，看到大家都在修行，要記得呢，很多百姓都去出家，

當時不是有講過，最高達到一個城市有一半的人去出家，這個稅賦從何而來？是不是？

表示他一定是仁政，他一定仁政，他是肯定每個人在體性上去好好修行的。他心中要知

道，這要去平衡它的。所以梁武帝是不是真的懂得無為法？一定是懂，只是說他在發起

這個心要去造寺度僧的時候，他當時是要什麼樣的角度。 

如果他也是自己這麼認同，然後也希望大家都進入修行，那之後是不是真的發心隨

喜？那真的會去記得說？你看這些人都是我的福澤，都是我的這個仁政之下，所以他們

得以這樣清修，這樣子才是屬於梁武帝心中有所得，但是我們任何人都不是梁武帝。可

能飄過某些所謂自己的記憶，但是可能也有某些事情是真正無為的功德，所以他福德應

該都是有的。 

那如果心中有留這樣子，就叫求福，有存留的相狀，那這一點大家弄不明白，那我

們聽這個的時候，這個公案就讓我們很明白，不可將求福之事，便當成是為功德。這個

地方當然六祖惠能大師要將功德好好的解釋一番，後面全部都是在講如何是功德。他說： 

「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

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

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那這個地方，他說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這個《大乘義章》裡面講：「言法身

者， 解有二義，」兩種意涵來解釋法身。一、顯本法性，以成其身，名法身。就是說

要顯自己清淨的佛性，在這裡面看得很明白，了了覺知，然後這樣來稱這樣的一個清淨

的佛性，叫做法身。 

二、以一切諸功德法而成身，故名法身。第二就是真正你在所有裡面，不起心動念， 

無造作的而去完成所有的一切，以清淨中完成一切，這樣的這個功德，這樣的完成叫做

法身。所以這個功德是不是就是在法身中體現出來的？這樣瞭解意思？這個法身才能夠

完成功德，意思它兩個是一體的，一個在講它的內涵，一個在講它整個的表現於外。這

樣子知道意思？所以不在修福，它不是在做強烈的心中，有我要做一件事的造作，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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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福，所以它是離相，離相才叫做功德。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繼續說，他說：「見性是功，平等是德」，這個沒有高下淺深分別，

才是平等，所以要真平等，必須要見性，要真的平等，必須見性。譬如說你現在，我們

再舉個例，我們再舉個例，當一個父母親你能不能以清淨佛性，見性在你家平等？你說

困難呢？譬如：你有一個五歲的小孩，跟一個七歲的小孩，跟一個十五歲的小孩，三個

小孩，你總不會說，我每次去買衣服的時候，每一個人各買一件；買鞋子的時候，一個

各買一雙；吃飯的時候，各吃兩碗，他需求是不同的，他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真正的平等是什麼？你說，我五歲的小孩，然後大哥哥十五歲，差十歲，他需

要的是一個籃球，他需要的是一個書包，他需要的可能是一部語言機，他需要的可能是

手機，他需要的是上學的時候他的零用錢。那小孩，這個五歲小孩，難道你也跟他一樣， 

給哥哥一仟元，然後給這個一仟元嗎？這樣叫平等嗎？如果要來算平等，怎麼樣也不平

等，哥哥多使用了十年，難道你要把以前十年，他使用的都給我累積嗎？你當時預知我

的存在嗎？知道意思嗎？不可能平等。 

所以真正見性而平等是在什麼？你在展現裡面，你的心是平等的，你看待他們，你

的心是，內心是完全符合他需要的，相應於要帶引他，要幫助他，要教育他，要輔佐他，

這所有的一切，看他的需求而相應給他，是平等的。那你說今天這個五歲的小孩，他想

要吃糖，他想要吃糖，他想要去公園溜滑梯，這是不是他的需求？糖跟溜滑梯，一個是

自受用，一個是去玩樂。那另外這個十五歲的小孩，他跟他媽媽說，我要去跟同學看一

場電影，我要一個計算機，那妳會說，弟弟要的只是一顆糖，五元就可以了，啊！你竟

然要兩仟五佰元？那這個上面怎麼公平？是不是能達公平？ 

意思是怎麼樣？妳的心在看這些的時候，知道給他一顆糖，帶他去公園，就是圓滿。

而妳要教導他，這個是小草小苗，讓他發育得很好。對不對？他說要去看一場電影，跟

要一個計算機的過程，是不是他的需求？也是他的成長，也是他中間應該有的物質。這

個如果妳的心是平靜的，平等的，各都一樣的愛護，這個就是用自性的平等在生活面裡。

這樣聽得懂嗎？ 

那你說這一個男生，一個女生，你有兩個小孩，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唉呀！手心

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如果在比這個都是這樣。如果在說平等，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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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如果說為什麼他怎麼樣？為什麼我怎麼樣？唉呀！五隻手指頭就沒辦法一樣長，這

個時候又要說差別相。是不是這樣？真正的平等是什麼？你男孩總不能給他生理需用

品，對不對？不需要嘛！妳女孩也不需要說，哥哥吃三碗，吃兩塊排骨，妳這三塊如果

沒吃，不行，我不公平，這個都不是，它不是相狀的東西。 

所以眾生是在物相中，物相中去比較它的平等。而真正學佛者，他內心沒有高下淺

深分別。譬如我們現在來舉，譬如我們單位是不是很多義工？那我們坐後面有一個，有

文字義工，是不是？我們樓下是不是有大寮義工？平等，你這大寮義工，你明天要來打

文字；文字、公關義工說，你明天一定要下大寮，而且人家昨天煮六道菜，你今天不能

少於六樣。還要秤斤秤兩嗎？什麼叫公平？什麼叫平等？發心赤誠，以分別不同的相狀

來組合，而同樣都是利益眾生，同樣的發心，同樣的體悟，每個人都能提昇，這才是一

種帶引。這樣對不對？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講：「見性是功，平等是德」，要真的平等必須要見性。見性是不

是真實的清淨裡面？這個覺性，這個佛性，它沒有分別計較。「念念無滯，常見本性，

真實妙用」，在念念念念之間，它沒有滯礙，也就是它沒有雜思雜想的意思，它都是安

住在清淨中，所以常見清淨的本性，然後真實的在所有一切裡面妙用。那這個地方講的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常見自性，這個見就是體現的意思。不是說我看得到我現在忙

亂，我看得到我現在的妄想，不是這個見，也不是現前的物品的見，而是我們就是常現

前，就是安住在自性清淨裡面，不執善法，不會執著我要做些什麼事的善法，當然這裡

面已經是無惡了。 

講這麼久，不思善不思惡有沒有講過？你已經達到無惡的狀態之下，也不會去著

善，這個是一種真實的妙用。所以時時刻刻了了分明，清淨、無住、平等、真妙用。「內

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這個所有我們的每個人，其實就自己知道你內心的狀況，

那這個內心是真的很謙讓，也就說很自然，這個就是佛性，他不會有一個計較分別跟人

家對立，所以他內心是安住的，謙讓，他不會強調於這個我的存在，所以他會卑下，是

功。表現於外呢？外行於禮是德，表現於外，能夠依禮而行，如法如律，在一切時一切

處之中自由自在，知上下，倫常嘛，然後也懂進退。這懂進退，它不是以一個強調，身

口意表現出來是有禮節而不踰矩。對不對？在這所有裡面，這行於外是這樣。 

然後「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由清淨的自性裡面，當然就是建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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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人生的一切萬法。在這個地方就是講說，我們是不是安住自己清淨的覺性？那這是無

生滅的，是不是自性無生滅？但是因緣和合，這個因緣和合的時候，不礙建立萬法，你

自性清淨，不礙這所有，就是晴空不礙白雲飛。對不對？你要自性清淨，然後今天該喝

茶，拿個水杯喝茶、喝水，該吃飯、該睡覺、該怎麼樣，行住坐臥裡面，它沒有造作，

它是清淨中，這以前講很多，不再重述。 

所以不礙建立萬法，那是所有眾生需求、需要的指導，八萬四千法門自然由心流出，

自然由心流出。而建立之後呢？自然由心流出，就世尊嘛，世尊就體現如此。祂自己在

修行的過程，是不是一種自我的體會？那當祂安住在自性清淨當中，眾生有所需要，以

前不是在講嗎？有迷者跟悟者，悟者來帶引嘛！所以它自然建立萬法，不礙所有一切。

所以自然現前，是不是八萬四千法門自然流出，教導眾生？這是幫助眾生的法，不是我

的法，法門並不是說世尊的法門，而是每個眾生他需要的一個辦法。那這個時候是不是

建立之後，自己一直安住無能所？這才是大機大用，所以體相而能夠用。這個地方講的

自性建立萬法，就是在講用，也就是有為俗諦的建立，一點都不造作，它是隨順因緣中

而這樣子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如果行善修福，以福來講，多做多得，這個是有所謂生滅現象，

這是就因果論來說。那如果以體性來看福德之性，你能懂得福德之性，你心中並沒有這

些，做不做、得跟失的問題，是不是就是指功德？這樣的意思。所以做些什麼事，當下

這一念，他之後的清朗自在、覺性，然後在這所有一切的運作中，是自由而自在的。 

「心體離念是德」，就是我們心的本體，這是本具天然的性德，所以它是離開各種

的浮動的，就是各種的念頭，這樣就是德。總歸而說：「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

六根塵相對起的作用是清淨無染。那麼六根清淨，六根清淨是不是稱性？是不是就是稱

性，稱性起修啊？你稱性當中，行住坐臥是不是就這樣？那你看我們說塵、根塵，那今

天你有這個作用，你眼睛浮塵根，你眼睛對外境，是不是可以讓行住坐臥，它有一個人

生命安全的一個使用？車子走過去了，人走在馬路上了，物物之間的交流，這個眼睛發

揮它的功能。那你如果產生了執著的時候，就是喜歡這個，我喜歡那個，或是我不喜歡，

這個就不叫稱性。如果稱性的話就，就於它的功德，你是在清淨中，而做所有一切圓滿

之事。所以外面這個就不叫塵，叫妙法塵。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根對塵起了執著，這是叫做客塵，這個就叫客塵，就是染汙的。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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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說我今天眼對外，有一個小朋友受傷了，有一個小朋友受傷，然後我眼根對色塵，這

有一個小朋友受傷，我帶他去看醫生，幫他做了一些處理，緊急的處理，打電話，耳朵

知道他家，他媽媽的電話，他家裡的住址，然後依這個來去幫助他，再把他送回家，或

是讓他的家人來接他。那外界的這一些，你是不是安住於清淨的真如佛性裡面而去完成

它？所以這些是不是就是妙法塵？讓你去體悟很多，讓你去做該做的事。是不是功德？

是不是安住於清淨功德？所以它並不產生所謂內心的染汙，因為是離念的。那這個地方

講到，所以在應用上面呢？無染汙就是德。 

「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如果你要知道，你要真的看到自己的清

淨法身，你就照這樣，照這樣去修行就是真功德。你照這樣，所有該做怎麼樣，沒有分

高下淺深等等這些，你就懂得這個就是真功德。 

這個地方給同學介紹一下，這個介紹一下黑板上的悟達國師，我們說這個自性本自

清淨是具有的，這個不用假外求的。悟達國師在最近，在我們這個年代很紅，雖然他是

古人，因為現在對於這個水懺，大家都瞭解，所以悟達國師在近代是很紅。說起悟達國

師，他是七歲出家的，七歲出家，早不早？十四歲，十四歲就登壇說法，十四歲說法。

那當時李商隱他作了一首詩就讚歎他，這首詩就是寫在這裡，  

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 

他為什麼十四歲能解講經？是不是一定悟得本體？是不是悟得？那麼容易十四沙

彌解講經，他七歲， 因為二十歲才受具足戒，所以他當時還是個沙彌身分。「似師年紀

祇攜瓶」，如果像這個悟達國師，當時小沙彌的身分，只還在拿著奶瓶的意思，還幼稚

的意思，還需要依靠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條件。對不對？ 

「沙彌說法沙門聽」，沙彌在上說法，在下坐的全部是沙門，沙門當然就是成年，

就是出家人他是具足，二十歲以上受具足戒，是不是成年人的意思？給沙門聽。「不在

年高在性靈」，不是在於你年歲有多高，你七十老翁，如果造作無邊，比一個沙彌悟開

的來講，哪能夠怎麼說你年紀高，你就悟境高，那你的修行好，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在講，我們如何去發現自己這個佛性的部分，只要你好好修行，你終究會

發現的。當然大家會講這個沙彌，這個沙彌悟達國師不是都已經體證體悟了？怎麼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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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一個這個水懺事件？這一念無明，對不對？所以就在講，我們說悟，悟的時候，說理

可頓悟，事須漸修。你有你因緣因緣法裡面，你能不能理事一如，都是安住在清淨當中？

是不是一直是內心是安住在真功德裡面，不離自性？然後是在念念無滯，它沒有障礙

的。所以他在這過程裡面，他是不是體得？體得之後他即能說出佛法。 

而在他修行裡面的每分分秒秒的所有事相，生滅法裡面，他是不是安住清淨當中？

所以是不是悟後稱性起修？這個就是菩薩一地到十地的差異。有的人說，唉呀！他也悟

開，他也見了空性，一天到晚事情一現的時候，是非很多，那哪算？那個叫瞥見而已。

對不對？他不是真實證得這個體性，體、相、用，他這個體並不是完全現前，這就是差

異。 

所以剛剛有講說，有的是悟得本體，悟得體，那能不能達於用？悟得體還要達於用，

然後體用是不是理事圓融，事事圓融？到最後呢？所有一切圓滿具足，這個就是佛。所

以縱使悟達國師他年紀輕輕就悟得，他是不是在事上還要修？他也只有這麼一念，還不

是真的做錯一件事，還真的是一念，一念之間，因果不爽，是不是生滅生滅裡面，都會

有一些現象現前？是不是事須漸修？而且也需要圓滿。對不對？那你自然在修行裡面，

會有這些的所謂境界，魔考，是不是能夠過關斬將？很多大德就這樣。 

那麼回到我們這一堂課，最主要是講到梁武帝，梁武帝對於佛教的護持，他真的發

心，他這個過程裡面，一定是真發心，才會做這樣的事。而且說實在，你一個已經悟得

體性的人，他就不會再做物相上的東西，他就會給法，從法這個中心裡面，從這個中心

裡面去弘法。這差異，你看那些禪師，這些禪師，就像這個達磨祖師，他是什麼樣？他

是悟道者，所以悟道者，他就不會在相上面，物質上面，我要造一個大的寺，我要做什

麼，他就只是在，是不是直指人心？所有禪師們是不是在直指人心？ 

那所謂會建大寺，大怎麼樣，那一定是從認同護法而來。所以護法要留，建寺、布

施、設齋，要留給護法做；直指人心，留給體達證悟者做。是不是這樣子？當時世尊在

的時候也是這樣，這所有的護持、建寺，都不是世尊去說的，而且就是這些外護他看到 

要護法，自己也要修行，需要有這樣的因緣，所以他這發大心來做。是不是先修福德？

裡面的福為重。 

那世尊過去生過去世有沒有護法做這一塊？有，所以祂叫福慧兩足尊，路線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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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來。當祂體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就完全展示是佛法，展現就是直指人心，在你

法身慧命上面去提攜，所以合併起來，就是圓滿所謂佛教的展現，也要給方便，也要給

物質，也要給地點，也要給法。如果我們好大好大，偉大的建築，然後裡面都沒有法，

那是空的。是不是？那如果說有佛法，也不可能沒有一個讓大眾一起聚合的地方，山林

水邊皆可，但是這裡面，一定跟它能夠用有關係，體達而體相用能為大用。接下來瞭解

下一段經文。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

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

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這一段經文就是在對於所謂功跟德，它的展現上面有一番闡述。他說：「若修功德

之人」，若一個真正懂得清淨而修無為功德的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他的心裡就

不會輕視一切，就不會輕視別人，也不會輕視別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行為上，就一定

會恭敬的對待一切，「普」就是普遍性的，就會恭敬的對待一切。因為你會尊敬別人也

有佛性嘛，在所有的一切因緣裡面，人家之所以這麼做，他一定有他自己本身的因緣的

考量，那你這個心不會輕視別人。 

有的人就是在比較功德上下，譬如說：你今天知道某某人，某個企業鉅子很有錢，

那某一個小攤販的，一個很赤誠學佛的老菩薩，他就是那麼老實真誠的學佛。那有一天

如果兩個人同樣去到一個地方，那都發心做供養，一個是帶支票，一個是帶零錢。那你

這個零錢投入這個功德箱的時候，他的內心，他的內心是赤誠的，這就是他所有的所有，

不管是隨力隨分，還是盡其所有，都不是你自己內心來評估價值的。 

那你說唉呀！這個開支票的，他連布施供養也可以開支票，後面好多個零。那這個

上面你也說多少？五十萬。啊！他好像都是幾佰億的，都是上億元的，才五十萬算什麼。

有些時候像這種念頭，你就不對。你真正修行的人，是在自己內心，不是在看別人的功

德，數別人的功德是口業，記得！要數別人的功德，是自己的口業。真正的功德是你自

己在這些的時候，你不輕，你不輕視別人，不是在別人的對與不對，多與寡，而是在每

一個發心，每一個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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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的時候，你在做些事是不是真的謙下？這個內心是謙下是功，外形於禮是德，

這裡面，他沒有辦法用這樣數的，這樣的意思。所以你的內心就不會輕視於別人，或是

有人做什麼，還會嫌棄人家，會嫌棄人家那不夠好，還是那怎樣怎樣，這些其實真正要

修清淨功德的人，這個我見太多；那就是下一句，「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

如果你內心常常自然就會有，有時候自己就會有習性，就會輕視他人所做的，也就是其

實就是沒有丟掉個別的這個我，沒有丟掉個別的這個我，他沒有切斷，如此一來呢？就

自無功，就不會有什麼叫做功。 

內心沒有真實在修，「自性虛妄不實」，那麼這個就是沒有安住於清淨的自性當中，

而虛妄在造作，所以這是不實在的。前面不是在講是真功德嗎？他就是不真實的在使

用，「即自無德」，也就是沒有功德可言。所以這個上面，就是我們在修行要小心，要小

心，所謂的功德不牢，嘴巴裡在那邊，自己在那邊批判別人；有些人家所做，還不隨喜

讚歎，不隨喜讚歎，還會起汙衊之心，這個就是自無功德，自無功又自無德。 

那我們聖者是建立萬法，聖者在這裡，他是在清淨當中建立萬法，讓所有的眾生能

夠依這些而來修行。那凡夫俗子呢？是依萬法實踐，而最主要是要契悟自性。並不是說

我自己在這個萬法當中，也在這個環境之下，也在法門之中，也在修行的每一個自我的

檢覈的現場，那在這裡是要契悟自性，並不是要心外求法，這樣子，那這樣大家就比較

瞭解。 

「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為什麼這個人自無功自無德，因為他不能離開自我

意識。他不能夠離開自我意識，所以一直在以我的存在的想法為尊，我的存在想法為尊，

所以會自高自大，那經常就會輕視一切。這樣子，這樣很容易瞭解。 

這真的說修行，就看說這個大眾，這眾生是不是能夠念念當中，念念當中能夠安住

清淨？那我們是不是隨喜讚歎？那大家是共證菩提。那有的人需要的是衣服，有的人需

要的是溫暖的話語，有的人需要的是陪伴，有的人需要的是佛法，有的人需要的是慰問，

世間的言語，有的人是要直指人心，這個就是眾生的根器，你使用的辦法不一樣。 

任何一個團體，它沒有辦法吻合說，你要的是什麼，因為在現象中還是有制度，那

大家要合於制度之下，要好好去修自己的清淨。要去看到說整體上，整體上會修的話，

一切都是可提昇的，不會修的話，一切都是可挑剔的，差異就是這樣。那其實大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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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來做對大眾有利益，而自己懂得提昇，這是這樣。 

在四十二頁的經文，它說：「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

自修身是德。」這是在講善知識，如果真正精進在修行，而能夠達到你念念清淨，它沒

有間斷，意思就是安住正念當中，一直安住在清淨正念，無生滅的這個清淨當中，正念

真如，那麼就是與自性相應，這個就叫做功。修行裡面是無間修方可成就，所以念念當

中，是不是安住清淨？ 

那世尊在有一部經論裡面，這個有弟子就問世尊，世尊何時得戒？我們是什麼時候

得戒？世尊說：「現在得戒」。光戒律這一點，我們是不是會有我民國九十五年去受戒？

是不是有時間觀？我九十五年是去受戒，然後你九十五年到一百零一年的某年某月的某

天，今天的這一刻你有沒有持戒？你有沒有持戒？如果你沒有持戒，你哪有得戒？所以

受完戒，是不是你一直在持戒？是不是每一個現在得戒？是不是得戒？那麼這個狀態是

不是才叫持戒？然後這樣一直下去，是不是無間修？是不是安住在戒裡面？這樣的意

思，這個是當然在講戒的角度。 

那我們的念頭也一樣，你說我起善念、惡念、雜念，什麼念，清淨正見，你有沒有

安住？念念無間沒有間斷與自性相應，那麼這就是一個佛。是不是悟得？體性嘛，安住

於這樣的狀態。那中間如果偶爾飄起來，又世間的習氣，輪迴，又去了，從頭再來一次，

迴光返照，抓啊抓啊抓！浮浮沉沉的，是不是這樣？又掉到那個妄想雜念的業海中，然

後這樣游啊游啊游啊！一回頭，搞不好又百年身。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就是檢覈修行人。如果是念念念念，是不是就是安

住？就是成就？那行為上面呢？這個就是能不能大機大用，修行其實就是這麼簡單，其

實都在談這個。 

那如何利益大眾？所以「心行平直是德」，直心是道場，這修行裡面是安住清淨，

裡外一如的。那「自修性是功」，就是在講體，我們一定要修這個體；「自修身是德」，

就是講用，顯在外的身教。對不對？那這個地方《起信論》，《起信論》就是講所言覺義

者，所謂討論到這個覺，就是佛性的現前。「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就是你這個心

的本體，就是佛性，它是離開妄念的。「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

即如來平等法身。」他說所謂如來的平等法身，就是它本身是離念而且離相，這所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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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呢？等虛空界，它裡面沒有任何的所謂雜亂的這些東西，但是遍一切處，在一切又能

夠大機大用，而是安住清淨當中，離念離相的，這法界一相，即如來平等法身。 

這個大家如果能夠真正去瞭解，所以在所有的緣起法裡面，也就是我們因緣現前的

時候，就是法界緣起，法界一相。那在因緣法裡面去圓滿，這就大機用，然後心不住著 

而離相離念，這樣子是不是就是功德？就是這樣的意思。 

「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那個功德是一定要你自性清淨裡面，好好去體證的。

這個見用體證，因為這一部經，常常用見這個字，並不是我眼睛看見，前面就講現前，

這裡是講體證。這個功德要自性，就是自己好好去體證，它不是外在的布施供養，在這

個作為裡面可以去求得。所以布施供養這些是什麼樣？是你本身自性裡面應該做的事。 

那有的因為我們是沒有辦法看到自性清淨，所以我們學習的用正確的做法，正確的

來供養大眾，來布施，所以藉這樣的辦法來體悟，這個是方便之道。所以六度是不是方

便之道？讓我們做正確的事，然後來體悟，是不是做這樣，是先用，我們用用，然後來

找到體，梁武帝就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這裡要講這個本體的話，你自己好好去體證，所以你在外界所做的這些，不可

以求它，而是你在中間，你以為這個就直接可以等同，你做這麼多布施供養，布施、持

戒、 忍辱、精進、禪定，你做這麼多就是有功德嗎？不是這樣等同的，不是這樣等同。

而是你在裡面有沒有體證，你有沒有體證？所以這個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是不是就是方便？ 就菩薩得證菩提的六個德目，是不是就是他的德目？他的主標題，

他要這樣做的一個辦法。所以這個辦法是不是要來見自自性？是不是就是這樣？所以這

是拿來體悟的，並不是我拿這個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拿這個來說我有多

少功德，那我們就必須釐清。 

「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所以說福德跟功德是不同的。「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

過」。這個梁武帝他不知道真正的道理，並不是我們的這個祖師爺，就是指達磨祖師，

他有過失，所以就更瞭解無為功德。無為的功德，而且它這個性，清淨的自性，它是不

能論多論少的。自性的功德，其實自性清淨這個東西，它無增無減、本自具足。布施、

造寺、度僧是它的用，就是說你在這個體上面去用，那一切就是圓滿的。那我們藉這樣

的學習，這樣的用而來體悟，把這個體清淨現前，這就是我們的辦法。這樣聽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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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我們再講一個公案給同學做做參考，話說有一個叫丹霞禪師，有一個丹霞

禪師，有一天這天氣很冷，丹霞禪師他就要到別的地方去，路過慧林寺，這個寺主、院

主，就是這個院主，他就很喜歡雕刻，然後就是製作很多的佛像，他非常喜歡蒐集這些

東西，這個丹霞禪師就在這個慧林寺待一個晚上，待一個晚上，因為天氣很冷，他就燒

個爐火，然後他就把那個寺裡雕刻好的這個木佛，他就拿來燒，取暖。 

這個院主他好生氣，他就訶曰：「何得燒我木佛？」你怎麼可以這樣，把我雕塑的

這個木頭的佛像拿來燒，這個「霞以杖撥灰」，這個丹霞禪師他就拿那個杖子，那個灰

在燒，就把它撥一下撥一下，還在燒，這樣才燒得起來，他就還在撥。他就曰，他就回

答他：「吾燒取舍利」，我燒這個佛，看看能不能取到舍利子？院主他這個時候他很生氣，

他就說：「木佛何有舍利？」這是木頭的佛怎麼會有舍利？你拿我的木佛來燒，跟我講

要燒出舍利子，木佛何有舍利？ 

丹霞和尚就曰，霞曰：「既無舍利，更請兩尊來燒。」他說那木佛燒不出舍利，它

不是佛了，再請個兩尊拿來燒，繼續他就去，再拿兩三尊拿下去燒。懂了嗎？「院主自

後，眉鬚墮落」。這個院主，啊！恍然大悟！對！自己太執著這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