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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8》 

             印可法師宣講         

話說唐朝有一個大梅法常禪師，這個禪師在六祖惠能大師的徒孫，他的徒孫有一個

很有名，叫馬祖道一，這個馬祖道一長得很魁，走路碰碰碰很有力，這個馬祖道一；這

個大梅法常禪師就在馬祖道一的座下得道了，這開悟。這個馬祖道一他接引學人，接引

來參禪的禪和子的方法，就是有特色，以前的古德都有特色。人家如果問他：「什麼是

佛？」這個馬祖禪師就回答：「即心即佛」，你當下的這個心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佛。什麼

是心？大家就會問他什麼是心？馬祖禪師就回答：「即佛即心」，你的這個佛的內容就是

心。其實說來說去，聽懂的就聽懂，聽不懂的還是不懂。 

這個大梅法常禪師，他就悟道了，他就這樣悟道。其實同學，即心即佛嗎？你知道

你這個心嗎？這個心就在講自性，無雜染、清淨、無是非，所有一切明明白白，作用全

然發展，這個就是佛。對不對？那心是什麼？就在講這所有一切的內容。這個大梅法常

禪師就悟道了，他開悟之後呢？另建叢林度眾，當然這個一定要師父首肯的。然後他就

另建一個叢林度眾，然後跟隨著他去參禪的人，有數百位，數百人。 

以前的叢林不像現在，現在的人知見很重，你如果跟他講個什麼，等一下就走了，

包袱打理打理半夜就走了。現在的人不容易管轄，而且都覺得自己對對對對對。以前因

為有法脈傳承，都會想說這禪師對我講不好聽的話，嗯！這破我的我執，你要會接受。

現在因為沒有這般的這種權威，所以如果你跟他講一句什麼話，他心裡想說，沒口德，

他不會去認為說你在破我執。 

這有數百人來跟他參禪，那有一天這個馬祖道一禪師，他就心裡想說，這個大梅法

常，去探探他，他悟開之後，因為他在他座下是開悟的。可是悟開之後，理可頓悟，事

須漸修。你到大徹大悟之後，你的這個行為不會顛倒回來，思想也不會被任何人雜，就

是給他再染汙，所以他就派一個弟子去探他，去探這個大梅。 

這個弟子就去，去找他，找這個大梅法常禪師。他說：「師兄！請問你在師父那裡，

究竟得了什麼道？你在那裡怎麼開悟的？」這個大梅法常就回答他：「當時師父講：『即

心即佛，即佛即心』，所以我就悟道了」。就當時師父講的。那這個弟子，他就是馬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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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跟他講要去試探他。所以他就說：「不對！不對！現在師父他已經不講即心即佛，

那也不講即佛即心了，現在師父都跟我們說：『非心非佛，非佛非心。』」 

那我們一般聽了會這樣？啊！師父改了，這樣以前就教錯了，或是說那現在非心非

佛是什麼意思？非佛非心是什麼意思？如果你不是真正見真章，會不會被撥動？但是這

個大梅禪師他聽了這一番話以後，眉毛一皺，眉毛皺起來：「這個老和尚專門找人麻煩

呢？我才不管他什麼『非心非佛，非佛非心』，我仍然就是我的『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他不會說師父改了，我們就見風轉舵，西瓜趕快靠大邊。他不會。因為他知道，真

正悟開的人，他內心他不會擺動，他不會，他事理看得很明白，這個真的道理非道理，

不管語言文字怎麼樣，他知道這真實的涵義是什麼，不在他語言文字。所以他說「這個

老和尚」，他不是不尊敬，他意思是說這個人的意思。我不管他『非心非佛，非佛非心』，

我仍然是我的『即心即佛，即佛即心』，這個弟子就回去了。 

回去他就跟馬祖道一說，大師兄！大師兄！這大梅法常他說了這些話。馬祖道一聽

了就很開心，他說：「嗯！梅子熟了」。因為他叫大梅。他說嗯！梅子熟了。這語言文字

是假，語言文字是假，那是一個接引的方便。我們都用心跟佛來讓我們，因為我們注予

心跟佛它的涵義嘛，可是最主要是不是要去悟入我們自己的心跟佛？而不是語言文字上

的心跟佛。你是也罷！非也罷！即也罷！什麼也罷！他不會再滾動了。所以一語雙關，

梅子熟了，是說大梅法常禪師是真的開悟。 

那我們凡夫來看，非心非佛跟即心即佛，看起來是不是兩種？我們凡夫是不是會看

成「非心非佛」跟「即心即佛」是兩種？一個是肯定的，一個是否定的，但是真正開悟

的禪師，他肯定，管它是與非，他這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這個佛性覺照。外界的好

與壞、是與非、對與不對，在他看來都沒有什麼兩樣。今天誰來跟你講，如果你，你真

的知道這個人是開悟的，你也真的知道你這個弟子是開悟的，你怎麼來造謠生非都沒有

用，都無所謂，他不會把它看錯，他不會把它看錯。 

但是我們現代的人就不會這樣，有的人其實講話當中，不一定有那個涵義，可是因

為不會遣詞用字，就會被誤解。那有的人很會講話，八面玲瓏，這個造句什麼都弄得很

好，可是很虛偽。對不對？所以我們如果只讀這個遣詞用字很粗糙，不能表達，然後我

們就誤解他；這個講得很漂亮，冠冕堂皇的話，我們就以為他這麼好，其實這個心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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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這個鏡子沒照。 

我們真正在所有一切裡面，不要用是非去讀，那你的心就自然很清淨。那你在這看

這所有的裡面，就知道因緣因緣變化。每個環節，每個眾生，都有他心中所讀的東西，

但這些與你是無關的。對不對？我們在這個環環相扣的生活裡面，安住自己清淨的心，

每一個當下都是要饒益一切，在這所有裡面有忍有讓，還有義，那如果能夠這樣，就是

鑽木出火，如果這樣就是鑽木出火，終究淤泥會生紅蓮。修行不外這樣。 

〈定慧第四〉 

接下來〈定慧第四〉，這是禪宗修行裡面最為重要的課題，也是《法寶壇經》重點，

一個實修的重點。這所謂的定，講的就是我們大眾，就是眾生如如不動的這一念心體。

也就是我們的佛性，它本來的相狀，它就是寂然的，它是沒有躁動的。其實每個人的這

個覺性，它本來就是一種能力，它沒有所謂是非的東西。那這個定講的就是我們的體，

它本身的這種基本上，它就呈現如如不動的定相。 

這個慧呢？就是在講我們眾生，從這個體上面能夠產生作用。所以這個慧，就是在

講我們這個心念，安住在寂靜的體當中，時時刻刻很清楚很明白，可以作主，然後可以

使用出來，所以這個慧講的是我們在這個中間的發生。 

譬如我們這個心體，我們這體相用，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這個體發生作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明白。在外界看得明白，可以自己自由作主，所以這個過程也就是慧；使

用出來展現於外的相，相狀，它的用，這個也叫慧。所以一個講的是根本慧，一個講的

是你發展出來的大機大用的作用。 

所以這個地方的定跟慧，其實涵蓋的是體，以及用出來的般若波羅蜜，就是真實的

智慧，表達的還涵蓋有後得智的這個部分。那在慧，常常這個大德也解釋，叫做照，所

以寂照也就是定慧。那寂照呢？就是禪宗裡面重要的課題，如果我們學不會，那麼就沒

有辦法發展出般若波羅蜜的智慧。 

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不二。寂就是定，心之體；慧就是心之用。簡單的

說，調攝亂意為定。那我們在眾生已經是凡夫的狀態之下，我們是不是要調攝我們這種

混亂的心意識？所以調攝亂意為定，觀照事理明慧，這個是在講凡夫眾生開始要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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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那剛剛所談的定慧，是在講一個修行完成者，一個悟者，譬如佛，祂是以體而來用，

安住於體跟用。 

這裡呢？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這一念心如果不攀緣，也不顛倒，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能夠寂然不動，那麼這一念心，就是無上菩提妙明真心。寂然不動，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那禪宗裡面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完成這個階段，你就是必須達到這個點，這

個是一個入門。 

那所謂的這個禪，就是三昧，三昧以我們中國人的翻譯，就叫正定。所以正定就具

足定跟慧，正定就具足定跟慧。如果不是定慧具足，那麼就是落入到枯定、邪定，他沒

有發展出正智，就是沒有發展出慧。所以眾生與佛的不同，就是在於他的智慧不同。 

所以佛法告訴我們，我們最後就是要發展出佛的實智，也就是這個智慧。在要發展

這個實智跟佛的智慧的過程，他必須安住如佛一樣的定，才會有如佛一樣的慧。那我們

眾生跟佛的不同，就是我們在邪，在攀緣附會的外境生滅法上面，一直在取，一直在住，

住在這個，執取、執著在這上面，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有正確的智慧。 

那如果說我們懂得，我們要發展出與佛一樣的慧，那麼我們即要進入這個定，這個

定慧講的都是同一件事。修行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要達成如佛菩薩一樣的悲智雙運，定

慧等持。這個大家都知道嘛！所以如果有慈悲而沒有智慧，那麼這個慈悲可能都是與自

己情愛有關係的愛見悲，那心就不得解脫；那如果有智慧沒有慈悲，那也沒有辦法真的

圓滿、圓融的度化眾生，所以悲智要雙運。 

可是你要產生悲跟產生智的過程，是不是要定慧等持？所以他完成是悲智雙運，中

間呢？你必須定慧等持。這個定慧等持的修持法，在生活面在在處處的每一刻。那你瞭

解說我們修行裡面，有禪修、禪坐這個過程，這是一個過程，最後呢？佛是在講經弘法 

開示悟入，大眾透過佛所介紹的這一些，能夠看得到我們與佛一樣，所以佛有介紹好多

好多的法門。所有的法門回歸來講，都是讓我們進入定而發展慧。所以任何一個法門，

如果沒有定跟慧可以具足，那麼這個法門，就不能夠讓我們真正修行，而能得證菩提。

所以佛任何一個法門都涵蓋定慧，不是只有禪門，不是只有禪宗，是任何法門都有定跟

慧。這樣大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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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裡面六祖大師特別強調這個法門，他是要直接指出這個頓悟禪的法門，定慧是

同時直接，譬如說我們定跟慧，譬如是一個金字塔，金字塔，那我們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往上爬，我們修行 是不是一步一步往上爬？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往上爬，要爬這個階梯

的時候，要非常的專注，非常的小心，方向很明確。如果今天是佛法，就是世尊所介紹

的法門，你只要照這樣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終究你可以到頂，就是成佛，開智慧。 

那我們在中間，你在爬的時候要不要有定？要，要不要有慧？要，你方向明確，你

知道我應該如何攝心，如何提起正念，如何腳踏實地一步一步，所以定要發展成佛的時

候，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 

整個過程來講，看起來是漸修，因為沒有天生的釋迦。但是在每一個修的當下，是

不是定跟慧兩個是一併的一體？這樣瞭解意思了？所以定慧在你修持的任何一個法門， 

一個過程裡面，它都是一體的，它都是不是分開的。念佛也一樣，你今天念佛，是不是

你有心那個迴光返照？我發現我的心混亂了；那麼你在念的時候，是不是那一念心有

慧？有產生迴光返照。你真的願意念，念，不管你現在還是雜染心，你是不是也有要定

下來的毅力？所以定跟慧縱使你在雜染，你開口第一聲念出來，是不是定慧在一起？你

慢慢念的過程裡面，是不是定跟慧雜染的部分都一直排除？所以那個慧，是不是邪思邪

想漸漸淡薄？而那個定，是不是愈來愈穩定？所以任何一個法門，其實都定慧是一體

的。這個地方是最簡單的跟大家先講到這個定慧，馬上進入經文，這一段經文我們慢慢

解釋。 

師示眾云：「」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

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

慧等學。 

這個時候六袓惠能大師又對大眾開示，他說：善知識！我這個頓教的法門，基礎是

以定跟慧為本的，所以大眾你不要認識不清楚，而以為，迷就是迷昧，不要迷昧認識不

清楚，而說定跟慧它是有所分別的，它是兩件事。事實上定跟慧是一體，它不是兩樣東

西，剛剛跟大家解釋應該很瞭解。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呢？是要產生慧它的體，也就是佛性，也是我們覺性。

只要你能定得下來，只要你把這浮動、躁動不安的這些東西，看明白它是虛幻的，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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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明白它是虛幻，是不是慧？雖然它是有漏的慧。那看明白虛幻，這個時候你的心是

不是定下來？那你要看明白的這個慧的啟動的時候，是不是也在定？那你看明白了這個

慧啟動，顯現出來，可能從有漏的慧放掉了，而出了清淨的體悟，是不是根本慧？這裡

面是不是定慧一起？所以這個地方，慧是定之用，所以當使用慧的時候，定在慧中，所

以定中有慧；當你在定的時候，其實中間已經有你的智慧在。 

所以這句的解釋，如果能夠明白，「若識此義」，如果你能夠明白這個道理，那麼就

是瞭解定慧它在俢持的過程，兩個其實都是同等在前進，它是修持的學問裡面，它是等

持的，它就是等持。那這個是跟大家做這樣解釋，應該可以比較容易瞭解。 

那在佛法裡面有講到「戒定慧三無漏學」，世尊開演這麼多這麼多的法門，它基礎

匯歸，匯歸修學裡面，三無漏學要基礎於戒定慧，由這樣一步一步來。那你一定想，這

個法門定慧等持，定慧是一體，那世尊的戒定慧，難道不是一體？戒中有沒有定？戒中

有沒有慧？有。定中有沒有戒？定中有沒有慧？有。你慧在使用的時候，有沒有戒？跟

有沒有定？有。 

只是你以這樣的形式，你以我們生活面裡面的準則，針對於這些準則，我要照這樣，

針對這些準則而言，它叫戒。那麼我的心認知了這些準則，我要照這樣來行，心中是不

是已經有慧的抉擇，以及我定的功夫？所以我才會去持戒，是這樣的。 

那我在持戒的過程裡面呢？是不是你專注於我用這個部分？體相用的用的這個部

分，我在生命裡的行住坐臥，當我在持戒的過程裡面呢？我的心自然不想要抉擇於破戒

毀戒的事情，是不是抉擇了一個方向？縱使你可能習氣使然，會覺得內心有所打架，那

無所謂，你基本上要持戒的時候，你是不是就是角度在這個上面？定的功夫一定有，定

的功夫一定有。至於慧呢？他體會多深？其實這慢慢來就知道。 

所以世尊所有說的法，戒定慧，我們以為小乘，它就一定要一戒然後才入定，然後

定才開發慧，這個是在以次第上來講。我們人是不是身口意？是不是身口意？所以我們

在這個所有一切的環境下，是不是每天都要運作？我們運作的準則就是戒，所以一定要

講你生活現況裡要實施的，你實施的當然就是先談戒。 

那我們以中國，就是我們這邊，是講戒定慧。你到密乘，戒不是第一位，戒不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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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它要先讀很多的論，然後辯經，到最後呢？才講到受戒。所以在俢行的次第，它

俢行次第，也要看人跟看這個法門。那我們一般來講，都是透過一些經論裡面知道，持

戒能夠產生比較穩定的狀態，那個是在講我們的造作方面。 

持戒，我們今天持戒的時候，這個身跟口是不是會比較規範？規範在一種穩定的狀

態，它不隨便攀緣。當你在穩定的狀態持戒，馬上定在裡面，這中間會不會體會？這個

體會就能啟發智慧。所以當你在修持戒的時候，你會觀照，我這個對還是不對，我應該

抉擇什麼，這個是不是觀照？觀照的時候你肯定了，進入修持的相狀，那當下這個煩惱，

這個煩惱就能夠切斷。所以呢？能夠超凡入聖。 

那這個《六祖壇經》裡面〈定慧品〉的定慧，它是在講如何以利利根器，以利利根

器的人，它直接跟你講定跟慧，它是提昇到你定不強迫的，而是自由自在的，明白一切

虛幻，所以你定。那慧，你在有漏的，世間的思考這些，先切斷。你不要進入世間的，

過去的心意識的造作的這種慧，那你知道這些是虛幻不實的生滅，而這個時候呢？你讓

自己在所有裡面，又能夠打開這個六根，看到外界一切妙法，而不是六塵。看到一切妙

法，所以相交流的當下，定慧一體而成就。所以這個基本上是要指向這樣的一個重點。 

那談到這裡的時候，來跟同學再講到，這個只是藉個公案跟同學提示一下。這個唐

宣宗有一天就請問京兆薦福弘辯法師，這個唐宣宗問：「云何名戒？」什麼叫戒？我們

剛剛談到戒定慧，其實真正來講，戒中有定慧，定中有戒慧，慧中有戒定，這個才是佛

在講的我們的實智，不是在講所謂世間不能夠成正等正覺的邪門歪道。 

所以他講：「云何名戒？」這個法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皇帝就再

問：「云何為定？」要什麼叫做定呢？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

何為慧？」什麼叫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所以它這個戒定慧，是不

是全部？ 

我們如果把戒定慧看成它是慢動作，就像我們卡通影片一張一張的，那我們用慢動

作，是不是變成有一個動作？事實上戒定慧是一體，你看。云何名戒？他說：「防非止

惡，謂之戒」。我要做一件事，我要做一件事，是不是六根涉境？我們現在是不是六根

涉境？由眼睛看到我要做這件事，涉境，心不隨緣，然後馬上防非止惡，是不是在狀況

中？是不是在狀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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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這個防非止惡，我不能做，這件事不對，會傷害眾生，不是饒益眾生，所

以當六根涉境的當下，防非止惡，於是馬上迴光返照，心境俱空。我沒有痛苦，沒有所

求，沒有攀緣，這個時候內心的這些知道，要照覺無惑，很明白，當我這個定，剎那之

間能夠不馬上衝動，照習氣這樣的時候，他馬上不會迷惑。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戒定慧？

就在當下是不是都具足？ 

那為什麼我們凡夫要分那麼多過程？戒定慧要那麼多過程？是因為凡夫一直在錯

亂，所以你會修，戒定慧是一致；不會修，戒定慧都做不對，所有的事就重複重複再錯。

然後現在這件事又現前了，你又做的時候，因為過去做錯事，是不是有負擔？有果報？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時候，先想到戒，先想到戒，然後再講，不，把眼睛收回來，把鼻子

收回來，把嘴巴收回來，是不是變成一個次第法？是不是把這個境對我的吸引力切割？

所以收回來，收回來，收回來，把手收回來，凡夫是這樣。然後再迴光返照，我為什麼

還要這樣做？我以前做錯得不夠多嗎？所以我現在不應該繼續錯，所以慧是不是後來發

起？凡夫修就是得這樣。那是在錯誤中，在重複重複的錯誤中，習氣很重的人，戒定慧

是次第修。 

如果你今天比較利根器，你不要跟自己那麼多習氣打交道，那麼你在每一個六根涉

境，六根對外界的時候，當下戒體，當下定功，當下覺觀。這個是不是就是一併的修持

法？所以同學從哪裡下手？每個人都一樣，每個人都一樣，就看你能不能三合一，就是

看你能不能三合一。那這個地方我們就瞭解，其實戒定慧跟世尊所說的，其實各自體會

不同，各自體會不同。 

你如果體會得同的話，你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跟世尊所教的佛法，不可能衝突，

所有大德所說的，也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修行不但有戒有定，同時時時刻刻會觀照這個

起心動念，知道外面什麼境界，那我的心跟境都能夠鑑別它，都能夠很清楚的看明白。

那這個時候雖然我們是有漏的世間，還沒有發展無漏的慧，這個時候有心有境，是不是

相對起來？我們人是不是看到這個？有心、有境，這相對法。這個時候就要把這個心跟

境，這個人怎麼這樣？那個東西怎麼這樣？或是這件事怎麼這樣？這個時候有心、有

境，先候住，先候住，先不要產生強烈的對立跟是非。 

你只是不懂，你說這個人，譬如今天大家要來打掃法堂，那我們打掃第一要先做什

麼？可能要先掃地，對不對？那要把這個灰塵清乾淨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叫掃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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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斗，第二種辦法叫吸塵器。對不對？是不是就這樣？那這是一個次第嘛！然後灰塵弄

完了。 

第二，再來接了下一步是什麼？下一步可能就去提水，拿一個拖把要來把地黏附的

這個髒東西拿掉。它有兩種辦法，這個拖把是站著拖，你還可以拿一塊布是跪著擦，是

不是效果一樣？對不對？是啊！所以它是不是，它會有一個不同的做法？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個人說他要打掃法堂，然後他一下子就去提水，拿一塊布，然後

跪著擦。你說他對不對？你說他對不對？看他怎麼擦，有人擰著抹布擦擦擦，這邊的垃

圾移到那一邊，然後擦擦擦，這塊抹布沒洗，這樣也是叫做擦，擦完之後就一個一個的

弧形，這也是叫做擦啊，他沒有三合一。 

如果他說，我一次就可以搞定，我一桶水，我抹布，我用這樣，一邊擦，灰塵整個

包起來包起來包起來，他是不是三合一？你說他不對，也是對。對不對？我還看過有一

個女眾，她是怎麼擦地板的？她都地板全部擦好才掃地，她就是這樣掃。她說我就是先

把它弄濕，別人擦一次，我擦三次，她擦地板，第一次其實就是掃地的意思。她擦第二

次，站著擦，那就是把其他的弄起來。她擦第三次，就等於別人真正第三個過程。你說

她不對，她也對。我說：妳為什麼最後還要掃地？她說：抹布有毛屑會掉下去，拖把也

會脫毛，所以我最後掃地，是為了掃這些毛屑。你說她對不對？ 

這個舉例是說，每個人修行，有的人從慧下手，有的人從定下手，有的人從戒下手，

只要他最後都能夠進入無漏，都能夠進入無漏，把自己開發出來，中間的過程，世尊不

會給我們斬首示眾，不會，祂也不會說我們錯。因為你要用什麼樣的路徑，花多久的時

間，這個悉聽尊便，自由心證，這樣。這個只是給大家解釋，用擦地板。那接下來的下

一段，大師又繼續說。 

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

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  

其實這個文很簡單，大家一看也應該能懂。他說所有學道的人，就是要修行的人，

你不要說先要進入定，然後再發慧；或者是說要先有智慧，才能發定，那認為定跟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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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不同，其實這是漸次修行。就像剛剛講，有沒有人這樣？有啊！有啊！那這個就是過

程，剛剛講的這個就是過程。那六祖惠能大師要講的是結果，他要講的就是結果。所以

過程有沒有人這樣？有，但是這個過程不是答案。就是這樣，它過程不是答案。今天我

們剛剛講說，我們要來清潔法堂，最後大眾來使用法堂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它中間到底

是第一種辦法，還第二種辦法，還第三種辦法？對你有沒有差？沒有，因為清淨現前，

是不是？你好好使用，意思一樣。 

有人做一個蛋糕，半夜三點就起來發酵，一大早趕快去買雞蛋。那可能啊！有人呢？

準備好了，下午兩點要的蛋糕，早上十點才開始打蛋，然後和麵糰，這個等等的，最後

入烤箱。看你是要半夜兩點開始做，然後你是六點開始做，還是你十點開始做？你只要

在下午兩點的時候，人家有一個生日派對要用這個蛋糕，圓滿了，好吃了，所有一切順

利了，過程修多久，用多久，怎麼樣，那都是自己的事。但是有這種人嗎？有啊！那是

過程，他現在要講的是答案。這樣明白？ 

所以他說，如果你持這種見解的人，「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就認為佛法有兩種相，

其實所謂的佛法都是無二之相，也就是實相，這是絕對的、無是非的實相，真實的相狀。

所以「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如同有的人他嘴巴裡說著善的言

語，但是他的心中卻存有不善之念，這個心就講意識心，這個意識心，其實他心中還有

另外一種聲音，「是啊！是啊！是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對對對！」「真好！

真好！真好！」心中呢？心裡不知道在想什麼，這個就不真。 

那惠能大師就要指出，定慧到最後答案圓滿的人，他不會這樣，心口不一，心口不

一。所以「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只徒然知道有定跟有慧，然後呢？卻以為這個有定

跟有慧，你也沒有修，那你知道有定跟慧，沒有修，那你自己呢？其實定跟慧都不存在，

你的定跟慧不等，或許根本沒有，如果你心口不一的人。對不對？基本上是有攀緣。 

所以我們真正要瞭解「定慧不二」，定慧不二，這一念心，就是你安住在無漏定，

你的智慧是佛之清淨的實智，就是我們發展出來般若智慧，這是十方諸佛的心印，也就

是契入了圓成佛道，所以這個就是不二法門，定慧等持。總歸呢？方便有多門，歸元無

二路。是不是？所以這一念心，就看說我們這一念心，是不是真正悟到諸法實相？這裡

講的就說，如果有的人他裡外是不一的，他意識心其實一直在運作，然後嘴巴說著善語，

其實他是沒有定慧的，或是他的定慧是不均等的，還在過程中，這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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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六祖壇經 38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那如果有的人呢？他的心跟口同等都是善

的，內與外一如，同樣都是安住在定中，展現出來的是智慧，那麼當然他就是定慧均等。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所以真正我們要開發清淨自性，要自己覺悟的人，真正

要這樣為目的要修行的人，他不會在口頭上要跟你諍論，他不會要跟你諍論。那如果說

我們是不是會看到很多人很愛辯？他就要找到一個理由去辯。有的人很愛爭自己的某一

個位置，就要找到我可以立論的地方，像這一些就是心中不平，心中不平。 

那我們如果瞭解人家說一個什麼，你能夠延伸出他圓滿的意思，那麼你也不會跟他

對立。如果你在聽別人的理論，或是別人的修行，你也知道他某一部分，在目前這個因

緣下，他沒有把它披露出來，那我們知道，你也不會跟他辯。對不對？這個都是這樣。

有的人就是口頭上非常喜歡的諍論，這個諍論是非常要不得的，要不得。 

 我看有一個小女孩，她就習氣使然，她就特別特別的愛辯，原來是她的生長環境

的問題。話說她是一個孤兒，那孤兒小時候就是父母就把她送去，父母沒有了，家裡的

人，家族裡的人沒辦法養育她，就給她送到孤兒院。她在孤兒院的生存之道，就是一定

要找到理由，才不會被處罰，所以她已經學會了，凡事啊！ 

「這件事誰做的？」那孤兒院從大大小小都有，大從國一國二，小、小、小，小到

那個小嬰兒。那每一個人都會說，因為你逃不了，大家一定說是誰做，會把你拱出來。

「這一件事誰做？」誰？我。「你為什麼這麼做？」那一定要有理由。好，理由有一點

立足之地，她就不會處罰。所以這個小女孩她就學會，什麼事都有理由，什麼事都有理

由就對了，你真的沒她辦法。 

後來她長大了，譬如有一天，大家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玩，有一個活動是要一起

去，譬如說什麼衝浪，玩那個水的活動，水上活動，她就沒有下去。沒有下去，大家都

玩得很開心，她心中有點落寞，人家怎麼玩那麼開心，因為她沒帶泳具。就問她，妳剛

剛為什麼不下去？她說。理由，你在聽那個理由就覺得，到底合不合理都是她自己的。

她說：「我看你們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啦！」聽起來，沒有錯。 

接下來又說，那妳為什麼不下去游泳或是玩水？「因為我小時候有溺水的經驗，所

以看到水我會有點怕。」這個理由也很充足，她自己的。其實歸究起來的原因是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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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泳具。其實她內心坐在那裡看著人家游的時候，很羨煞，可是她說出來的理由，是不

是都非常的合理？然後非常的讓人家會疼惜她。是不是會疼惜她？疼惜她小時候溺水的

經驗，不知道多麼的辛苦。什麼都有理由，要吃飯，不吃粥，也有理由；要穿裙，不穿

褲子，也有理由；要穿布鞋，不穿運動鞋，也有理由，什麼都有理由。 

你跟她相處的人，你都不用問她，因為你只要問她，那妳剛剛為什麼不合群？她就

理由說十幾分鐘，啊！合理留給妳。結果反正妳就是不合群，這樣而已。這種人就是諍，

這是諍。這種不是修行人，她永遠修不得，因為她只有看到的，理由在於自己。所以真

正修行，這一念心，這一念心是清淨的，它根本就沒有這麼多，這麼多編排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