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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5》 

             印可法師宣講          

師言： 「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

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

行。 

這個時候惠能大師在這裡的開示已經圓滿了，他就做了結語。他說各位善知識！我

以上所說的這個無相頌，就是要大家你真實的誦念，牢記它，重要是實踐它。要「依此」

依照這樣來修行，做功夫，你功夫純熟了，「言下見性」，就一定會在那個當下，見自本

性。 

同學！這個我們要相信六祖惠能大師，這個真的要相信他，我們就好好這樣做，你

這樣練習練習，一次、兩次，不要灰心，我都照這樣做，我怎麼沒悟？因為你在等悟，

這還一念？是不是？你應該就這件事我明白了，就這樣子。你明白了，是不是就悟得當

下這一件事？是不是有悟？那你就是一直這樣，每件事都很清楚，總是會有大徹大悟的

時候。那你如果還有到底悟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說實在得了幻想症，那個就是一個造

作的心。 

如果大家真的這樣做了，「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果真如此，雖然我們相離相

距離好像有千里那般的遙遠，但是就如同常在我的身邊一樣。「於此言下不悟」，如果不

能夠領會這一點的話，「即對面千里」，縱使我們是面對面每天見面，也猶如相隔千里一

般。「何勤遠來」，今日大眾又何必你遠道而來，來這裡見一見面又如何？你沒有在相應

於那樣子的清淨。「珍重，好去！」現在大家好好的珍惜重視，那各自離去了。一時之

間，「眾聞法，靡不開悟」，大眾聽聞這個法要之後，沒有不心開意解的，茅塞頓開。領

悟！啊！原來這個義理就是這樣，所以「歡喜奉行」，各個都法喜充滿，努力的奉持而

修行。 

修行不自立自強，不努力自踐，沒有好好修，誰跟誰的法身慧命？那你說唉呀！這

個六祖惠能大師跟經論裡面對談一下，五祖就給他夜裡解釋《金剛經》，他當下身心俱

脫。這個過程是他累世修，他自己的功夫有在做，他雖然是一個砍柴的少年郎，他在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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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返照的力道有多強，這上面的心地法門的心地功夫，是一直掌握在清淨當中。接下來

第七品機緣。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 

  （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此求

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 

這一段開始就在講到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從黃梅得法，也就是五祖忍和尚那裡得

到法脈的傳承之後，當時五祖忍和尚就叫他離開。他就往南走，在往南呢？當然這個韶

州曹侯村，就是在這個南方的這邊，所以他往南走，就回到了韶州曹侯村，用回這個字

表示他之前其實有經過這個地方。人無知者，當時村裡頭的人，並不知道這麼一件事，

也就是看到有一個人來到這裡。一般在以前的社會，是比較保守的，村裡的人其實彼此

都是熟識的，如果有外地來的，都很容易可以辨識得出來。所以大家看到一個少年，年

齡不大，然後到這裡來，人家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來路，這個時候村裡人都不知道，原來

他就是已經得法脈的六祖惠能。 

另外有個版本，「他本云」，就是另外有他本是記載的，「師去時至曹侯村」，就是六

祖惠能大師，他本來要去黃梅求法的時候，經過曹侯村，那個時候就在曹侯村那個地方

住了九個月，九個多月的時間。「然師自言」，但是後來六祖惠能大師他自己就說道，他

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他當時從家鄉出發，辭別他的母親，他出發要去黃梅求

法，前後不到三十多日，也就是其實才個把月而已，就到達了黃梅。所以他中間呢？中

途其實並沒有逗留。「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這個說明當時六祖惠能大師還是個盧姓

少年，盧姓少年要去求道的時候，其實心是殷切的，所以應該是並沒有做比較長時間的

逗留，所以「作去時者非是」，所以這種說法，也就是另外一本的說法，應該是不正確，

這個是附註。接下來就要談到他在曹侯村裡面發生的一些故事。 

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

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 

  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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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真實，這是擋不住的光芒。這個地方講到在曹侯村，有位飽讀詩書的儒士，他

的名字叫做劉志略，這個劉志略對於六祖惠能大師是非常的尊敬與厚待。當然初到這個

村，總是會有一些交誼，就是互動，這個劉志略可能在於儒學佛法上面都略有涉獵，因

為他有一個姑母是出家的，所以他略談這些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少年，其實他還沒落髮，

對不對？那時候，這個是在往回談到他從黃梅出來，還沒有落髮的時候，還沒有遇到印

宗法師之前的這一段故事。所以這個志略他感受到這個少年非同凡響，所言談是有料的。 

他有一個姑母名無盡藏，是出家的，「常誦《大涅槃經》」，他日常的功課就是常常

奉誦《大般涅槃經》。這個大師，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已經開悟，開悟的人你一看經文其

實就懂，這個就是很自然，因為佛所說的東西呢？祂就是在講我們本來的面目，本來風

光，本地風光，那哪需要什麼描述不描述的，只是使用的語詞不同。你今天用英文，就

用英文來解釋；你今天用中文，就用中文來解釋。你今天到哪個地方，其實只要是悟者，

他所悟的境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致的，他不會有所差異，只是語言的方便與結構不同

而已。 

那這個大師當然也會跟這個劉志略，可能就去看看他姑母，這個大師一聽到，「暫

聽，即知妙義」，他一聽到無盡藏比丘尼所奉誦的經句，馬上就了知佛法的深妙義理，

他一聽就知道了，這個時候「遂為解說」，於是即刻就為無盡藏來解說《涅槃經》裡面

的要義。這個應當是無盡藏比丘尼，他對於這個經文裡面的某一些無法完整融會貫通，

所以「尼乃執卷問字」，這個無盡藏比丘尼就拿著這個《涅槃經》，裡面的某一些詞句，

然後指著向六祖惠能大師，當時也就是盧行者，這個盧行者就問這幾個字，這個是什麼

意思？ 

師曰，大師就回答他：「字即不識」，對於這個字，很抱歉！我是不認識的，但「義

即請問」，但是對於整個經義裡面所要談的東西，你可以儘管提出來發問，我可以回答

你。這個時候無盡藏比丘尼真是非常的驚訝！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您這個

字尚且都不認識它，你又怎麼能夠瞭解它的義理，而來為我解釋。 

這個時候，師曰，六祖惠能大師就說了：「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他

就講，諸佛所說的這些微妙甚深的道理，其實與文字並沒有關係，這個文字是個方便而

已，它只是藉這個文字，藉這個語詞，來讓你去發現你自己，問題不是這個文字的關係。

當時無盡藏比丘尼非常的驚訝！這個都很白話，我們就消文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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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告里中耆德云」，於是就四處去跟村子裡面德高望重的老修行者，就跟他們說：

「此是有道之士」，你不要小看這個年輕的少年郎，盧行者惠能，真是個有修有證得道

之士，「宜請供養」，應該要禮請他，且要好好的供養，因為可以好好的請問他佛法。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補充說明 

那這個地方我們對於「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來做一些補充。其實三藏十二部，世

尊金口所言，祂無非就是要眾生開示悟入，對不對？悟清淨的自性，入佛之知見。而這

個佛之知見，也就是我們眾生本具有的智慧，其實不是外來的，只是藉由祂慢慢的解釋，

我們循這個路線而知道；但是眾生總是愚癡，總會執著在這個名相文字當中。世尊今天

說了一個什麼，所以就一直進入這個文字相裡面，以致於「勤苦終身而不能開悟」，就

說那天祂有說過什麼話，所以背誦其內容，或是想要瞭解這個片面，而沒有辦法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帶引的方便善巧，這個其實就是禪宗所說的「因指見月」，我們就是

藉由，藉由這樣的一個指導的方向，來讓你看到真的這個佛性，自己本有的這個清淨覺

性，叫月，緣每個人的這個智慧，所以我們必須要因指見月才能悟道。眾生總是沒有那

麼的利根器，能夠自己開發，那事實上月無關於指，這個「指跟月」只是個方便，最主

要是讓你看到月。佛教教我們這些，都是方便權教，借重語言、借重文字的言說來瞭解

佛理，就是我們從文字般若，起觀照，而悟入實相般若。 

那在當時呢？在過去，現代也一樣。在過去呢？大家對於詩詞歌賦，或是世尊所說

的經論，背誦的人很多，諸子百家也有各個不同的所謂自己修學的這種古訓，還有一些

哲學的論述，那當然我們儒學有《四書》、《五經》，這些當時社會風氣都是要進京去參

加考試，在我們現在叫國家考試，當時是由鄉鎮裡面的秀才，慢慢什麼舉人等等，這樣

去應考，所以飽讀詩書之人很多，而且對於所謂著述，哪位有名的歷代的這些儒學的著

述，都能夠倒背如流。因為這種習慣嘛，所以對於佛經的背誦，其實亦是如是，亦復如

是。 

「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前人家只要講，「夫」什麼，一

個開頭，差不多就可以倒背如流，把整個文辭、整篇文章給背出來。真正這些東西，倒

與自己的修為，與自己真正體悟的無關。就會背誦嘛！所以當時「以一事不知為恥」，

當時的文人，這些文人以哪一篇文章，誰誰誰做了什麼，你如果都不知道，你真的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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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蛙。當時如果能夠得到某一些這些章句，都是要好好的抄，好好的背誦，而且在古文

都是簡潔，所以當時真的一事不知為恥。 

「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這個是大慧普覺禪師他裡面的慨嘆，

他說：真的在問你自己，你自己有什麼樣的體會，你能夠說出什麼樣的徹見，有什麼樣

的洞見，徹見什麼樣的道理，其實自己還真的是不知道。「終日數他寶，自無半分錢」，

當時很多人是這樣的，很多經論都是用背的，「空來世上打一遭」，真的來世間，只是晃

晃、晃晃，當個文人雅士，背誦背誦佛典，背誦背誦三經五論、《四書》、《五經》，儒道

所有的東西背誦。其實普覺禪師就講：「脫卻這殼漏子」，脫卻這殼漏子就是說等到你這

臭皮囊壞掉了，你死了的時候，「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其實你要到哪裡去，

渺渺茫茫，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些什麼事，你修學修了些什麼，體悟了些什麼，

只是滿肚子的文章，都是他人的筆墨，自己一點墨水也沒有，一點體悟也沒有。 

所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而當時

的文人雅士就是這一番景象，也就是只要說某某某一句，他就能背，搖頭晃腦的能夠背，

這個都是別人家裡的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大大小小怎麼樣的著作，都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呢？卻是什麼也沒有。如果有些人他肯回頭轉向自己，轉向自己，我這個到底是在

做些什麼事？我在取著什麼相？我是從何處來？那我異日去向何處去？如果能這樣，那

倒真的願意下功夫，這當時是沒有的，所以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當時一般的這些

所謂飽學之士，都是這番景象。所以他就慨嘆啊！ 

這個時候當然六祖惠能就生在那個時代，所以他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你不

要問我文字的表相，你不要問我個別文字是什麼意思，但是它整個的佛法，它整個在說

的東西是什麼，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是他所提出來的。這樣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都知道，其實這些三藏十二部是指月之指，算是是指月之指，眾

生在這上面要懂得它真實的道理，是要讓我們依照這個來反觀，依照經論來驗證，驗證

自己所體悟的是真是虛。指月之指在《般若心經釋疑》裡面，它有這一段，我們在講所

有的諸山長老、得道高僧，他在為眾生說直指人心，就是每個人的問題的時候，其實都

是指月之指。 

《般若心經釋疑》：「鈍根、懶學之人，一聞宗門，不用文字，即掃除一切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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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人、懶學之人，常常有這樣的：「鈍根、懶學之人，一聞宗門，不用文字，即

掃除一切佛法。」有的人聽說，啊！這個，因為大家都用讀的，然後就會講說，這個禪

宗不立文字，言語道斷；有人聽這些不用文字，這個也不用讀了，其實這就完全沒有線

索了。對不對？這個就譬喻： 

「譬未識月之人，即棄指月之指，斯人雖歷沙劫，終無識月之期。悲哉！」 

有的人就是過與不及，他聽說不立文字，你只要一個什麼，你就可以進入了，完全

可以徹見佛性，就藉由這樣的辦法，放棄了三藏十二部，全部不聽，全部不用去瞭解它，

這個就好像你沒有知道月的人，那你就棄了，你就丟棄了指月之指，連世尊所說的，諸

大德所帶引我們的方便善巧，這些都不用，那認為這樣子，我就可以悟入佛性。「斯人

歷沙劫」，如果這個人經歷了恆河沙那麼長的時間，「終無識月之期」，他沒有真正能體

證的機會，這個是悲哉！ 這樣也不對，對不對？ 

「豈不聞總持，雖無文字，文字能顯總持。」 

所以當然我們學佛，如果三藏十二部，飽學之人知道，契入的是畢竟空，這是修行

第一個要碰到的佛性的第一個門檻。如果你只是在外圍背誦背誦，從不迴光返照，從不

知道自己在執有，在執法，執所有的一切，你光拿著這些，咬著這些有什麼用呢？所以

在總持不忘失的時候，當然自要，真的是把握那個畢竟空，是要瞭解這個，所以它已經

不是文字相，無語言文字。但是你過程呢？這些語言文字是不是為了要幫助你滌蕩掃除

心中所有的執著？有嘛！是不是？所以文字能顯總持，它就是幫助你總持才知道的。 

有人就是這樣，有的要不拼命的背誦，有的人就是不用聽經聞法，一句道理就能開

悟，這是危險的，這是危險，這在歷代都有這樣的人，歷代都有。因為這些是什麼？這

些是鈍根懶學之人。如果是這樣的，世尊也不用講那麼長的經，現在的大德，很多老法

師，《華嚴》什麼經是不是都講？講很久，很多，是不是就為了幫助我們，先滌蕩我們

內心的所有？是不是才能進入？而念佛一句，佛的三身，佛的所有圓滿功德，與自性的

清淨，是不是馬上現前？所以前面的這些加行的功夫，加行的功夫需要嗎？需要，是需

要的，古大德就一直告訴我們，就是很嚴厲的告訴我們，裡面是有意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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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門寶藏錄》：「然一大藏教，無非指月之指。故利根者，師子咬人；鈍根者，韓

獹逐塊。於噫咬人者寡，逐塊者眾，遂成兩途，彼此相排。斯乃在人，非關於法。」 

它說：一大藏教，三藏十二部，佛教所有的這些寶藏，無非指月之指，全部統說一

句話，就是要讓你看到月的這個指標的這個指頭。「故利根者，師子咬人；鈍根者，韓

獹逐塊。」它說：所以利根的人，利根者，師子咬人，就像師子一樣，他自己能徹悟，

看懂了，能夠常遊清淨月。對不對？在這整個過程裡面，師子咬人就是他也能幫助眾生，

降伏眾生。那鈍根者呢？韓獹逐塊，鈍根者就像，韓獹就是一種犬，一種動物，狗類的

一種動物，就像韓獹逐塊，唉呀！這個好啊！這是，其實要帶引你的路，就咬著這一塊，

咬著這個骨頭，咬著這個文字相的東西。 

「於噫咬人者寡，逐塊者眾。」這個地方是慨嘆詞，咬人者寡，真正能夠指月之指

而知道問題不是在文字，問題是這個文字是辦法呀！你今天有一張地圖，有一張地圖，  

你要去譬如你要去阿里山，我們用玉山好了，臺灣的須彌山。你要去玉山，是不是看著

地圖？地圖是不是跟你講，你要上一高或二高、三高，現在是，你要上哪一條高速，從

哪裡下，第幾公里時候下，然後轉到省道、縣道，然後走多少的時候，在哪個村落，往

上走幾公里幾公里處，是不是這樣指標？那你這樣讀，一直背著這個，你能到阿里山去

嗎？你能到玉山去了嗎？神遊吧！虛幻不實。 

你是不是要根據著走上一高？好！開著車上一高，從哪裡下？你是不是要真的下

呀？學佛就是這樣，在哪裡要轉個彎，在哪裡你要知道錯了，指標有指標，你走錯路了

是不是要回頭？你要根據這樣子真的花腳程，花腳程這樣，才能真的到達玉山山頂。並

不是告訴你，給你幾張相片，給你幾個路標，你看著看著，你就能夠達到玉山。或許幾

張圖，幾張風景，會讓你神遊一番，你也感受不到玉山上面清新的空氣跟凜冽的寒風。

是不是？所以這些就是眾生，這叫逐塊，就咬著這一塊肉，咬著這個線索，所以逐塊者

眾。這種眾生不啟發，他也不啟動。 

大家聽了這麼久！你有沒有啟動那個法門？迴光返照。這個禪定的功夫，有沒有在

浮動的時候靜下來？嗯！我應該如何讓自己定慧等持？先定吧！是不是？那智慧是不

是能現前？到最後定慧等持。所以很多人在這上面，就會「遂成兩途」，就會分道揚鑣，

就會兩條路。「彼此相排」，有的人說，你這些你沒有背，你根本就沒有佛法知見；另外

一個說，你沒有實修，你根本永遠到不了，兩個會打架。有的人說，都不用讀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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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皆是假相，都不用讀；一個說要飽讀詩書，或是三藏十二部，要如何的字字

句句。那這一些都是有一些偏差，所以「彼此相排」。「斯乃在人，非關於法」，其實這

個都是人自己誤解了，而沒有把握正確的路線，所以與諸佛妙理的這個文字，其實是沒

有關係的。 

當然這個地方我相信在座的同學，應該是，不是死背誦的，但是完全不記得，也有

一點麻煩，無法總持嘛！那個提綱挈領的那個口訣，那個辦法也抓不到。有的人說，我

聽前一句記得，中間一句，忘了前一句，到後一句，四句偈，讀四句漏三句，有的記得

兩句半，那這個總是還摸得著一點點邊吧！是不是？有的你連看都不看，聽都不聽，這

些就是不一樣的方向。 

這個地方我們就要追憶起，追憶起我們開堂沒幾堂課的時候，是不是有介紹到一個 

夾山禪師？這個夾山大法師，是吧？喔！他好厲害！什麼東西都記得清清楚楚，你跟他

對對子，說他你來自何處？這好像這個所有一切，盡虛空遍法界，清淨法身，所對的句

子，根本就找不到他的碴，那事實上還不過是個鸚鵡。是不是？被這個船子，被這個船

子德誠三次打落水，才真的忘光光，當時一念不起，一念不生。是不是？ 

所以這個地方古德就是有一些真實的接引的方式，把這個大大根器的，讓他真的是

脫落他這個窠臼，這些東西其實是壓著的。有一些人是在聽經聞法，或是佛法上面，略

略自己小有體悟，那之後呢？就綁在那裡，就住在那裡，以為自己的境界。這個時候當

然有些大德，洞山悟本禪師他就告訴他的弟子，他有個最得意的門生，最得意的弟子叫

曹山，所以叫曹洞宗，這個曹山。這個曹山去到他那裡參學好幾年，要離開他了，辭師，

要離開他，這個洞山他就把自己，在他前面的他的先師告訴他的，他得法印的這個參學

的基礎標準，就再跟他的這個弟子講，講明白。那你以後你要很清楚，自己不要陷入這

種瓶頸當中，對於引渡來參學的人，也才有個準則。 

他說：「末法時代，人多乾慧」，在那個時候他就說，當時是末法，我們現在就是末，

再加上一個字，叫末末。那當然一直走下去呢？這個一定要提攜  知道自己如何檢覈。

其實佛性自古至今，都是沒有變的，舉凡所有眾生都是一樣的。如果說我們自己方法偏

差，那當然就再也無跡可尋，沒有這個指月之指，這個指偏了，不向天堂，下地獄，難

說佛國淨土了，這個就是指錯了。所以當時他就說了這個準則，他說：「末法時代，人

多乾慧」，有的智慧是不紮實的，他不過就是所謂聽經聞法之後隻字片語，所以要辨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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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有三種滲漏，就是這三個部分，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修為，你自己也好，然後在看

到眾生的也好，你就可以比較明白，才不會入魔境。 

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 

  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 

  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子宜知之。 

他說在末法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在這三種情況裡面顯現出來。走來走去，如果沒有

辦法來檢覈清楚，那很危險，明師難尋。對不對？這個地方他第一講見滲漏，見滲漏呢？

他的解釋是「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也就是其實他並不是完整的清淨的智慧，所以他

的見地不夠透徹。見道位，我們見道位才知佛性，這是基礎第一個到達的點，這個時候

你跳不出來你所有的知見範圍，你跳不出那個窠臼。你每個說啊！佛說什麼，十善怎麼

樣，我們應該怎麼樣，所有都是在一個所謂知見篇裡面，所以所得的範圍，就在那個範

圍，然後自己在那麼一點點的學問，一點點知識上把持不放，其實那個是毒，那個是毒。 

那自己在見地上，我體會了什麼，一點點小小的體會，就住在那裡。所以說實在，

我們以世尊在講佛的智慧，盡虛空遍法界，那也什麼都無，什麼也都是畢竟空。但是一

在修學上，有點小小體會的人，他是著有的，是有法執的，這法執可嚴重著了，這個就

是他自己的一點點見地上的毒。那這個上面呢？你只要跟他對上幾句就知道，他永遠在

說這些，他的見地裡就永遠「你那個不對不對不對，我這個才對，我這個才對」，你就

有見了。對不對？那在這上面一有什麼樣的，馬上自己的知見就會來解釋它，這些又放

不掉，這個是叫第一個見滲漏。 

第二個叫情滲漏，這個情滲漏，我們在修行的過程裡面，是不是從有情眾生？一直

達到，不是無情眾生，而是沒有五蘊的這種情識。我們眾生是在所謂世間有關係法的情，

但修行裡，他就是在看眾生平等的時候，他是大慈大悲。你在這上面，一定還有你某一

種範圍，如果你不見地的人。不見地的人，他本身就是有他自己主觀的一種情感，主觀

的一個區域，主觀的一種對象，主觀的一種境界，所得的那麼一點點的，一點點的東西

在裡面。這個呢？這個會讓他自己在這上面，麻煩啊！說實在。那這個是不是大家就能

夠懂得呢？其實不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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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他自己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他說我放下了，這個家眷什麼，我已經不再有所

要求了，然後或是說，我在這上面已經體會到了這一切，那個是平靜中的時候說。我知

道空性，這因緣什麼的，可是當某一些逆境現前，某一些你認為的，你認為要受到肯定

的東西，是不被如你所需要，所要的那樣子的肯定的時候，那個情是不是又跑出來？那

個東西是不是跑出來？所以這個境界裡面，跟範圍，跟眾生裡面，還是有你結構的，自

己所主觀的一種範圍，這個自己得到的一種境界限住了。 

有時候是住在境界裡，然後「滯在向背」，真正這個上面如果，滯就是停留，停留

在跟自己不一樣的，你就，兩個就不會，就沒有辦法跨越。那有些呢？該發心繼續去做

去走的時候，你就裹足不前，要出來做些事，你就不肯了。心中呢？有善、有惡、有值

得、不值得，有些時候落入了枯禪，這個就是第二種，情滲漏。不管是他境界裡面，自

己所屬的主觀的，還是環境裡面，眾生的所有一切裡面，他都是還有一些自己所屬的想

法。 

那第三，三曰：語滲漏，語滲漏，他說：「究妙失宗，機昧終始」，這個就是在講根

據於你自己所探討、所學習的這個方向，這個區塊，這個部分，這個佛學，這個學問，

你都能解釋它，依文能解義，但是說來說去，還是在意識裡面打轉，因為這是你所學來

的東西。那真正的佛法，畢竟了脫，直指人心的這個東西倒是不懂。所以你所說就是在

繞這個佛法，你不能夠幫助眾生，是根據他的根器，在那個，因為這一品叫什麼？這一

品叫機緣，是不是？機緣叫契機、契理、點撥，而讓他能夠徹入他自己的清淨本性、清

淨覺性。這個時候只是在那邊語滲漏，繞著語言文字的表相，繞著你所認識的這些，那

機昧終始，所以這個上面，沒有辦法大機大用，沒有辦法應用它。只會講，啊！這個應

該次第如何如何，可是沒有辦法掌握，這只是做學問。那說出來的過程，也是不應機。

這個是末法時代，五濁惡世修行人陷入的瓶頸。 

所以這個洞山就很嚴肅的、很慈悲的指出來，要這個曹山你一定要記著。這個是不

是很好的檢覈？所以為什麼你看有的大德，有的大德他在修行，自己突破了第一個關卡

之後，我們這樣講悟後起修。那悟後起修，這過程裡面他沒有設限，他不會設限。依自

己所有的在在處處每一個過程裡面，都懂得如何定慧等持，常住清淨。對不對？在這種

狀況呢？所有一切有看明白，然後在相應於眾生的時候，流出法門，前面有講，這流出

是相應於眾生，所以他的語詞，他的語詞絕不會有一個套的標準模式，不會。那有的人

不懂，就只會依樣畫葫蘆。這過程不是只有一種法門，也不是只有一種帶引眾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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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是要契他的根器，有的你要知道慢慢帶，可是他最後呢？要給他砍下去。有時候

要稱讚他，有時候就要砍下去，有時候就是不要理他，有時候就要靠近他，這個上面要

懂得分辨。 

在這個《寶鏡三昧歌》裡面，它有一段，它就在講：「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

弗齊。」它說：我們用銀色的這個碗來裝著雪，過去有雪，我們現在只有冰箱才有。因

為臺灣太熱了。它說銀碗之盛著雪，都是一樣白白的，你就看不清楚了。明月藏鷺，當

這個月亮很明，那有這個白鷺鷥，一樣，這個明月的時候，這個白鷺鷥飛過，或是在這

個月光普照之下的白鷺鷥，看起來其實都是一樣的顏色，白白亮亮的。類之弗齊，看起

來都是一樣白澄白，白月光之下，顯現的這些飛過的鷺鷥，但是一樣都是白。但事實上，  

用弗齊，有的唸弗齊（濟），事實上它是不一樣的。這個不一樣裡面呢？你一定要把這

些所謂雷同、雷同、雷同的東西，放在一起做比對，所以常常我們在介紹佛法的時候，

常常會舉例，舉一個輪迴路線的例，再舉一個清心自在的行住坐臥的相狀，無非就是要

讓大眾有一個比對，看起來都差不多差不多，可是見真章，其實是可以很明白的。 

所以像這種情形，有些時候你在比對之後，才知道有一個下手之處。這下手之處，

意不在言，並不是在講它的言詞。所以這裡全部都是要補充給同學知道，「諸佛妙理，

非關文字」。對不對？那我們這個文字需不需要？需要啊！我們文字需要，如果沒有這

些來幫忙，有些時候也有一點麻煩。 

「混則知處，意不在言」，這是這個偈子後面的一小段。那我們剛剛在講，用銀色

的碗盛雪，在明月月光之下看的白鷺鷥，都是一樣白白的；但是真實的你做比對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它是不一樣的。意思一樣，前面不是在講三種滲漏可以來比較？可以來較

量，來檢覈我們自己。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在聽這些人說他的見地，說他的所悟得的境

界，說他所說出來的佛法，其實這是個別主動，主觀式的宣說，與度化眾生無關，因為

這是主觀表述。是不是主觀表述？那你真正見文章，他是他能否度化人，他能不能在這

裡面，完全真的是定慧等持，而內心呢？是安住於畢竟空，寂靜湛然當中。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來機亦赴，動成窠臼」，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眾生來，這個根

器，那你就必須相應而度化他，但是這個眾生也常常會陷入到一個瓶頸，喔！聽這個師

父說一句話，就把這一句咬住，他就住在裡面。這上面難免這樣，所以還要再撥。「差

落顧佇，背觸俱非」，所以在我們修行人來講，有些時候會陷入到一個瓶頸中，那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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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你要知道，你這個上面是不大一樣的。有些時候你光在外頭看看看，你看不明白，你

必須實修進去。那你實修進去，體悟到一點空的時候，顧佇，就是久住在裡面。如果只

是四處看看，這只是在所謂看風光，別人家的事。如果你進入修行的時候，又住在自己

的境界裡面，那這個時候停留在裡面，也不對；所以背觸俱非，你背對著，而認為我不

要文字，也不對，我只是抓著文字，這個也不對。所以修行裡面，你要好好下功夫，入

門的方法，語言文字是方法，但不足以代表佛性這個東西。如果你好好做功課，機緣到

了就悟；你不做功課，永遠門外漢。是不是就是這樣？那這些語言文字，剛開始的時候

是需要的，但不能咬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