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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5》 

             印可法師宣講          

回到本文。這個金州杜氏的杜姓的子弟，他最初去參謁嵩山的安國師。這個安國師，

其實古德是有這種心量的，古德是有這種心量。這個安國師接引他，他在這裡的時候，

他看他的根器，他的法緣在哪裡，他就跟他說：「安發之曹溪參扣」。這個安國師雖然他

是國師，當時他是國師，這個曹溪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在南方大闡這個頓教法門，這

個安國師知道這個孩子已經有初初的清淨，他已經有初悟清淨，所以他知道他這個已經

是上上根器，利根器，他不需要再那種次第上的那種教導，他教導方式是不一樣的。所

以他就跟他說，你直接去參曹溪的六祖惠能，去那邊參扣。所謂參扣，「參」知道什麼

意思嗎？扣，扣鐘，有撞擊，有迴響，所以他就去了。 

懷讓那個時候他就去曹溪，但是他並不是徹悟，剛剛不是在講嗎？水中的倒影他有

小省嘛，對不對？但是他不是徹悟，因為後面還有故事。所以我們修行要知道自己的陷

阱，有些時候你略有小省跟什麼，你真的很多事情很明白，很明白，這中間的發生什麼，

很明白嗎？對話對得出來嗎？他去到那邊，六祖惠能大師在那裡，懷讓到的時候就給他

禮拜，直接問，六祖惠能大師就說：「甚處來？」你從哪裡來？懷讓回答：「嵩山」，我

是嵩山那邊來，當然當時大禪師沒幾個，嵩山當然就知道是國師，安國師。 

大師就問：「什麼物，怎麼來？」什麼東西，怎麼來？意思直接問他，自性是什麼

東西？是怎麼來的？你有體悟嗎？懂了就直接切進話題。這個時候懷讓他對不上口，他

對不上口，他沒有說話，他就發現，他自己發現，他自己發現：「什麼東西？怎麼來？」

他對不上口，心中一定有動，只有自己知道。他心中有動嗎？所以懷讓他沒有話，他對

不上來。藏經裡面有記載，這一段經文唸給同學聽。 

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 

這一段這是大藏經裡面，大正藏裡面它是這樣寫的，另外藏經裡面記載是這樣寫

的。他對不上口，這個時候，於是懷讓就留在六祖惠能大師身邊，學習參法八年的時間；

八年，有一天忽然有省，前面不是他有悟嗎？現在又有悟境了，悟，不是悟一次，我們

上次講禪學的時候，在講初級、中級、高級的時候，是不是在講它有三關的？那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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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然後他就向和尚說：「某甲有箇會處」，我今天有個契入的點了。祖曰：「作麼生？」

祖曰，六祖惠能大師就問：「作麼生？」是什麼？這個時候他回答的就是下面的這一句。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懷讓他就回答說道，如果要說這個東西這是什麼東西，

要像什麼呢？怎麼說都不會真正的要把它表達出來，不準確，沒有辦法真正去說明白，

當然六祖惠能大師知道，確實你有所體會。有的人就是想這佛性是什麼，然後是怎麼來，

就會落入相狀中；就講佛性是我們本來的東西，怎麼來？放下就來，這個誰不知道。他

是在講要形容這個是什麼，你體會的這什麼，言語道斷，你怎麼說都不是。 

六祖惠能大師知道了，他就直接問他，師曰：「還可修證否？」意思是說，那你已

經體會了這個清淨的覺性，你看到你的清淨的自性了，你還必須要修證它嗎？還有要修

證的地方嗎？還（ㄏㄨㄢˊ）可修證否或是還（ㄏㄞˊ）可修證否，都可。曰，也就是

懷讓回答：「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這是很重要的兩句話，懷讓回答如果還需要

有修證，其實並不是沒有，這是很老實的話，污染即不得，至於談到會不會污染，那就

了無所得，意思是說心是不浮動的，這才是一個悟後的風光。 

大師他當然知道，悟後起修中間的變化，我們上個禮拜花了好長的時間，在講到聖

諦現觀，對不對？講到他修行的次第。所以大師當然知道，懷讓所說的話是真的，他真

的有在保任自己的清淨覺性；在所有的作務當中，知道什麼是應該要開發的，但修無修

之心，他明白，這裡面就是一點一點的後得智的獲證。所以修證即不無，並不是沒有，

但裡面就沒有什麼所得不所得的心。如果任何的一切現象現前的時候，也不會有染污，

也就是上個禮拜我們講的不染污，雖然亦有無明，是分分證，所以是在斷這個不染污無

知，但是裡面並沒有被染污，這個心是乾乾淨淨的。 

這個大師就說道，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你看這說話多貼己，他不會高高低低的，我是佛，你是凡夫。真正悟過的這個大師，在

你要邪慢的時候，他會打你，他會讓你看到你的邪慢，甚至於有些時候比你更邪更慢，

但是他不是真的邪跟真的慢。而在這裡面他知道，他知道「只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

就是這個不染污，就是這個清淨的覺性，乃是諸佛所共同一直在護，就是守護執持的，

就是這個。你既然如此，我也是如此，這說的是一個平等的話。 

我們一般修行裡面的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其實是在所謂世間的比較中。所謂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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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慢這件事情，在未悟之前，凡夫是這樣的。在悟後為了度化眾生的時候，他所呈現出

來的樣子，非一般所能知。就像我們之前有舉過一個青梅子的故事，有沒有？這個國師

還說，這個梅子，我的梅子要留起來自己吃，自己用。是不是？裡面應對的這個僧眾說

「你好小氣」，真的國師是這麼小氣嗎？不是。 

這個地方他就談到，沒有錯！「諸佛之所護念」，修行達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就

是要持守保任這個清淨的覺性，慢慢的開發，所以「汝既如是」，你既然達到這個境地，

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下面的這二十七個字，這是在一本裡面有，另外一本沒有下面

這二十七個字，就是從西天一直到不須速說。這裡面根據大正藏有這二十七個字，我們

就把它解釋。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就說：「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應在汝心，不須速說。」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知道這個懷讓開悟了，所以他說西天的

般若多羅，般若多羅是西天的第二十七祖，也就是達磨祖師的師父。這個西天的般若多

羅，他曾經跟達磨祖師交代他一些事情，所以他有預言，這個預言的過程其實有很長的

偈子，在此不述 

所以根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他的預言，在中土當然會有很多的過程，都在他的預言

裡一一的應驗。所以在你懷讓的座下，你的門下以後將會出一匹駿馬，這一匹馬，「踏

殺天下人」，不是把天下人都用這個馬蹄子壓死，不是，他說這匹馬他將縱橫天下，天

下莫敵，這是良駒，這是佛門龍象，講的就是馬祖道一。這個在之前我們提前，在定慧

等持的時候有說過，應該是〈坐禪品〉，還是定慧等持的時候有說過。所以「應在汝心」，

這件事情這個預言應該會應驗，就在你這個弘法，法脈相傳的時候，你記在心上就好了，

「不須速說」，不要馬上就說出來，到時候你自然就會應驗這個事情。 

這個地方我們先把西天的般若多羅，他的預言的這一塊講一下。這個般若多羅是從

迦葉尊者，大迦葉，一直傳下來的第二十七祖，就是西天的二十七祖，達磨祖師是第二

十八祖，也就是我們中國東土的初祖。這個般若多羅他要入滅之前，他就跟達磨講，他

就跟他講，「吾滅後六十七載」，我呢？滅後六十七年，很準，時間都講得很清楚。我們

明年要發生什麼事，明天什麼事我們都還不知道，茫茫然的，這修行人，非一般。他說：

「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震旦就是中國，就是我們這塊地方，「當往震旦，設大

法藥，直接上根」，六十七載的時候，你就應該到中國去，然後說大法，所要度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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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指人心，也就是上上利根器的人。 

「慎勿速行，衰於日下」，你記得六十七年後再去，你現在不用馬上知道有這個訊

息，就快快跑去，那沒有用的，那只會讓佛法不能顯揚。其實這都有因緣的，這有因緣，

有些時候它有一種眾生的根器，這個法要會在這個時候大為發揚光大；眾生根器沒到那

裡的時候，你怎麼應，你怎麼說，他都無法理解。 

然後這個般若多羅又交代了，「又汝到時，南方勿住」，你到震旦去的時候，在南方

這個地方，你不要在那裡停留。因為達磨祖師是渡海來的，他是坐船，從印度那邊坐船，

所以那個船是從南方這裡過來的，他說：「南方勿住」，在南方你不要停留。「彼唯好有

為功德，不見佛理」，在那個地方你會看到某些修行人，他們那個時候盛行的都在歌功

頌德，其實所做的是有為的功德，對於這個甚深微妙清淨本性的這個佛理，還不是時候，

不能夠顯揚，「不見就是」，他們看不見，意思是說還不是時候，能夠把它顯揚出來。 

「汝縱到彼，不可久留」，所以雖然你會從南方這裡經過，縱使你到了那個地方，

也不可久留，不用在那裡留很久。後來果然應驗，應驗這個達磨祖師他有遊，有歷經梁

武帝，還有經過魏國，那個時候一切因緣都不圓滿，所以他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叫壁

觀婆羅門，這個在前面介紹過。 

當然這個般若多羅他還有很多的預言，就是讖，就是預言的意思。他有很多預言，

他有講到到中土之後，代代相傳，是由每個祖師大德的自己的法脈嫡傳的弟子，這樣慢

慢去弘揚的。到六祖的時候，唉呀！這個禪法大為弘揚，就是一開五葉。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都謹記，確實一一應驗。 

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敕諡大慧禪

師。 

所以六祖惠能跟懷讓講，你座下會出一馬駒，就是根據了這個預言而來的。這個時

候懷讓「豁然契會」，對於六祖大師所說的領悟在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於是就

在六祖惠能大師的左右，承事供養侍奉達十五年之久，也達十五年之久。他前面是八年

才悟開的，其實他縱使在十幾歲的時候，有瞥見自己的清淨，乾淨嘛，但是他真正的徹

悟，是在親近六祖惠能大師之後八年，日日夜夜迴光返照，照了自己這個清淨的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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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要不斷不斷的檢覈自己，是否在這上面又有了些波動呢？這個就是他前面講的

「染污即不得」，到他完全明白的時候，去請六祖惠能大師給他印可，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身邊待了十五年，「日臻玄奧」，他在大師的身邊，慢慢的觀察，慢慢的承

擔，慢慢的自我在這個僧團裡面，絕對有應該作務的地方，執掌很多的執事。像古德的

這種叢林，它都不是一二人，一二十人，百人，像這種古大德都是千人，因為是受到所

謂正式法脈弘揚認可的，所以天下一時參禪學佛的人，都自然會向這裡匯集。因為總是

明白的承認，而且心中也篤定這個是正法，不會歪邪，所以他在身邊慢慢的參，慢慢的

開發，慢慢的日子愈來愈久，愈來愈圓滿，後得智也透徹，這樣子。 

後來他就往南嶽去，就是到南嶽去，「大闡禪宗」，就是好好的發揚這個所謂頓禪。

這個懷讓禪師他圓寂之後，「敕諡大慧禪師」，所以大慧禪師就是講懷讓禪師。當然對於

他的舍利，滅度後的這個身後的這個舍利，當時都有造塔，他的塔叫最勝輪。這最勝輪，

這個就是懷讓禪師去初謁六祖惠能大師，去那邊參扣的一段接引的故事。 

接下來我們就要瞭解這一段，就是永嘉玄覺禪師去得到六祖惠能大師認可的這個過

程。這永嘉玄覺禪師是在禪宗裡面，是相當的有他的一些分量，因為他著了〈證道歌〉。

這個〈證道歌〉，是到目前還是很多人，在這上面有一些指導作用，我們來讀一小段經

文。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臺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

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  

  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 

  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

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 

先讀到這裡，這是一個過程，這是一個緣起。說到這個永嘉玄覺禪師，開始的時候

當然不是叫他禪師，他只是還在修行的過程。這個永嘉玄覺，他是溫州姓戴的人家的子

弟，就是他的俗名，俗家姓戴。「少習經論」，他年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經論，「精

天臺止觀法門」，他最主要是精研這個天臺宗的止觀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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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個永嘉大師，後來也是稱為永嘉大師，這個先補述一下。這個永嘉大師他是

二十歲出家的，他對三藏十二部其實都有涉獵，但是就特別的對於天臺宗的止觀法門有

深入。然後於行住坐臥四威儀當中，「常明禪觀」，就是常常在這裡面有一些禪觀的修行，

是根據天臺宗的止觀法要下去做修持。後來因為左溪朗禪師激勵他，左溪朗，當時的禪

師很多，這個禪師激勵他，跟他說，那你去參六祖惠能大師。中間呢？中間就是回到我

們本文裡面，中間就是因為他雖然精研天臺止觀法門，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徹見清淨本性。 

有些時候你讀經論，聽就是講經說法，這個是聞思，那修有沒有？有，修是時時刻

刻在在處處都是在做功夫，這個修呢？聞思修，我們修過不去的時候，一定要拿所謂佛

指導的，或是祖師大德他在悟的過程說，悟後的這些來檢覈，檢覈自己不對、不是，千

萬不要被自己所讀所騙，以為這些我都懂，我都懂，那是你的嗎？那絕對不是自己的。

知道嗎？有的人飽讀經論的時候，就以為自己有經論裡面說的這個證量，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讀這個是數他人寶，這祖師大德的寶。那他自己一直在迴光返照，迴光返照呢？

其實沒有悟，就是沒有悟。悟與沒悟是很明白的，那不要造假。 

他因為這個止觀法門，這是一個他的法門，他在經論裡面有沒有持續在閱讀？有，

他又鑽研這個《維摩詰經》，《維摩詰經》就是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它最主要是

在講我們這個心念，迴小向大，如何在這個所有在在處處世間的生活面裡面，從中去體

會那個不可思議的解脫，也就是徹見自己的清淨佛性。於是他在鑽研這《維摩詰經》的

時候，啟發而明瞭了自性這個東西，也是看到自己的覺性。看到自己的覺性，他才知道

原來那個清淨是什麼，他不會再顛覆，他不會。 

然後這個過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面，六祖惠能大師的弟子玄策，玄策他就四處

參訪，在這裡有一段，後面玄策還在別的地方去參訪，也告訴了一些人，告訴：「六祖

惠能大師他在南方大開法筵」，大家對於這上面也都是因為他的勸導，而去六祖惠能大

師那邊參扣。 

這個大師的弟子玄策，他有一天就到這個地方去，也就是永嘉玄覺他修行安住的這

個道場。所以來的時候跟永嘉玄覺，那個時候還不叫禪師，跟永嘉玄覺兩個就暢談佛法，

暢談個人的體會，這上面是如何的修正，這個談，「相訪，與其劇談」，也就是跟他好好

的暢談，然後兩個在對話的時候，「出言暗合諸祖」，玄覺他所說出來的言語，所出來的

言論跟表達出來的東西，與諸祖都吻合，就跟祖師大德所說的都吻合。這個就不是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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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這就不是背誦。如果你能安靜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面，你可以看得到他這個是吻

合，無為的，他這個上面是不動的，這是清淨的，是慈悲的，是有菩提心的，是不住的，

這個當然看明白的看明白。 

這個玄策，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的弟子，於是暢談之後就問他，策云：「仁者得法

師誰？」仁者，慈悲的仁者講的是永嘉玄覺，您所得道的這個法，是哪個祖師大德所傳

授給你的？也就是你這個法，受之於哪位大德給你認可，你得了這個心法？ 

然後這個玄覺他很老實的說，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

心宗，未有證明者。」他說我是一直在聽方等經論，因為他少習經論，很小的時候就開

始聽經聞法，也都是在佛門裡面，因為他二十歲就出家，這裡面沒有講那個時候他幾歲

了。他說，我都有在聽大德的方等的經論，大乘經論，然後各部經論都一定是有師承，

也就是這個經論是來自於哪個得道的高僧，哪個得道高僧的註解而這樣說的，我這樣

聽，這些老師都是有傳承的，意思我並沒有道聽塗說，但是我一直沒有悟。「後於」後

來我自己在讀《維摩詰經》的時候，我才體悟的，我才體悟到佛所說的自心清淨的佛性、

覺性的這個宗旨，我是由《維摩詰經》讀的時候才悟的；但是到目前並沒有任何一位祖

師來為我印證，我所悟的沒有偏差。是不是很老實？是不是很老實？ 

這個古德裡面還有一個故事，還有個故事就是有一個修行人，他也是一樣，自開悟

了。那開悟，可是沒有祖師大德來為他印證，沒有祖師大德為他印證，於是他有一天就

到一個山頂那邊，山頂那邊他就對空宣，他說，諸佛菩薩弟子某某今已證悟，但無人為

我印證，我的悟屬實否？是不是真的？這個時候空中，空中就有聲音，空中的諸佛為他

印證。因為每個人對於自己悟境的這個東西，其實是小心翼翼的，他並不是所謂吹毛求

疵，而是你必須明白你是邪，還是正，也就你有沒有偏差？是不是真的悟？它並不是一

個剎那的知見，跟剎那的以為，瞥見了，以為了，體會了，我就是佛，這恐怖了，這叫

做魔，這個是要小心的。 

所以他自己說未有證明者，這個玄策他就說道：「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

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這句的解釋是在講，我們的佛性在威音王出世以前，每個

人都有而且本來就具足。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本來面目，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

開以前，空劫以前，這些不管多少時間以前，我們的「佛性常住，自性本清淨，本來就

具足」，這個是禪門特殊的用語用「威音王」。這個就是在講，在佛性威音王出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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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也就是具足了，也就有了。 

這個威音王呢？跟同學介紹一下，這個威音王，名字又叫做寂趣音王佛，是過去莊

嚴劫最初的佛名。就是最初莊嚴劫的時候，那個時候出世的佛，祂的名號叫威音王。這

個威音王祂住世的時間，在《法華經》裡面有講，這個威音王，在《法華經》第六卷〈常

不輕菩薩品〉有講，乃往古昔，這過去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

如來。這個威音王佛在那個時候為天人阿修羅說法，這個威音王佛壽有多少？多久呢？

四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劫，祂時間很長。正法住世，當時正法住世也是很長很長，像法、

末法住世也是很長很長。祂那個時候呢？剛剛講，祂佛壽，祂自己的壽量，四十萬億那

由他恆河沙劫，很長；正法住世多長呢？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又多長呢？劫

數如四天下微塵， 

這個威音王佛饒益的眾生無量無邊，這個佛滅度之後，又有佛出世一樣名號叫威音

王如來，這個威音王如來，如是次第，佛一直出世，都是叫威音王如來。其實統稱的意

思，總說，這裡面總共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所以威音王佛，其實在《法華經》裡面就

是一個譬喻，確實有這尊佛，就在多久多久以前，就無量無邊之前都有佛，祂的名號都

叫威音王，所以所有佛的總稱，多數佛的總稱，叫威音王。 

在這裡威音王用的就是自性本清淨，父母未生的本來面目，在威音王佛未出世之前

其實即得，大家都有了，他在講的是這一句。「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但威音王以後

講的是說，你現在悟開了，所以威音王以後，你見自清淨本性之後，你是不是就是悟開？

你是不是從理即佛開始，你是看到自己的佛性了？你是不是悟得自己的佛性？但「威音

王以後，無師自悟」，不再需要指導的法師而完全能夠悟開的話，都不需要指導，那這

些都是天然外道，這樣的意思。這是在講，見自本性以後，如果不需要指導，而能夠完

完全全，全部悟開，那麼這些恐怕都是邪門外道。這個由哪裡來證明？ 

來！跟各位同學說，當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在世間八相成道，示現成道之後，有個弟

子叫摩訶迦葉，大迦葉，大家知道吧？大迦葉這個拈花微笑，世尊傳法於大迦葉。這個

大迦葉，他是已經過去生過去世已有證果的羅漢，已有證果的羅漢，他到這個世間出世

之後，當然在中間有一段故事。有一段故事是他與他的所謂夫人，其實是沒有圓房的，

兩個都想好好修行，後來大迦葉就修苦行。這個大迦葉他心裡想，這大迦葉心裡的話，

因為他已經有悟開，我此生此世誰是我的老師？誰是我的導師？這個時候世尊知道大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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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是因為法，因為祂示現嘛，世尊是不是示現八相成道？而大迦葉是傳法之第一人，所

以世尊要把大迦葉抓回來，回歸正統，體系中。 

有一天大迦葉就聽人家說，釋迦牟尼佛成佛，在哪裡為大眾開示。這個大迦葉就去

了，去之後他就在旁邊聽，他就默默的這群眾一群人，他就在比較邊的地方那邊聽，聽

一聽之後，他真的讚歎，他知道這個釋迦文就釋迦牟尼佛真是悟者，堪作我的導師，堪

作我的導師。但是大家都圍繞著世尊，他看著世尊旁邊都是請法者，鬧哄哄的，這個大

迦葉性情很安定，很安靜，於是沒有這個因緣，他就一個人回頭，慢慢的離開世尊說法

的這個地方，走向樹林的園子裡，要回去他自己清修的地方。 

他走走走，走到一半，走到一半的時候，他發現世尊站在他的前面，世尊剛剛不是

一大堆人圍著他嗎？世尊站在他的前面，好像腳程比他還快，無中生有了，因為整條路

他一個人在走，對不對？世尊在他的前面，他就回過頭來，他看到世尊在前面的時候，

他很自然，他知道世尊是個悟者，他有他不懂的東西，所以他就很自然的禮拜世尊，世

尊自己就開口了，世尊自己就開口說：「我確實是你的導師，你確實就是我的弟子，此

生此世沒有我，你依然也會證得阿羅漢果。」是不是這樣？這就是一個傳承，你還是會

證得阿羅漢果，如果沒有我釋迦文當你的導師，你依然能證果。 

但是此生此世，因為他剛剛是不是心念有一個「誰是我的導師」？世尊就說，自己

說的，我確實是你的老師，你確實是我的弟子，所以最後大迦葉是不是大弟子？是。大

迦葉在世尊的身邊有沒有學習？有的，大迦葉他修苦行，苦行，是不是在外面弘法？世

尊不是分半座給大迦葉坐嗎？對不對？最後法脈交達是迦葉，迦葉後來再傳於阿難。所

以這個地方縱使是迦葉，證得阿羅漢再來自開發，是不是自悟？自悟之後是不是有師？

是有的。因為諸佛祂是斷盡不染汙無知，祂要歷劫完成所有的智慧開發，歷劫要圓滿祂

所有的因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這都是一個修行正確的次第。 

馬鳴菩薩是八地菩薩，龍樹菩薩又是幾地菩薩，什麼菩薩是幾地菩薩，古德都有這

樣去論證，對不對？是不是這樣？所以現在有沒有人敢說我就是釋迦如來，我成佛已，

就看你是不是不染污，所有一切真的明白？這是可以檢覈的。世尊在當時說世界的相

狀，是不是有外太空？是不是有什麼世界什麼世界？是不是地水火風、大三災、小三災、

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什麼劫？小劫、中劫、大劫，是不是這樣講？我們現在幾個人知

道？是不是歷史一一驗證？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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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家如何去想你居住的這塊土地，在過去以為地球長什麼樣子，什麼樣子都有

想過，對不對？世尊明明就說地球長得是這個樣子，衪就說了那麼明白。當時科學家或

是每個人，你沒有走地球一週嘛，所以你以為地球是方形的，還是以為地球是一片就是

我所看到的，會看得到盡頭嗎？日出，日落你會回來，你會以為你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

平地，對不對？佛，確實是佛。 

所以威音王以後，是不是真的無師自悟？它是有次第的，需要指導，也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有誰來指導你，但是你一定在這裡面，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師，所有裡面，你都是

在學習，學習再開發，完成那個後得智，所以常住學地。一直到什麼樣的狀態之下？到

無學位，到無學位，所有一切都明白，那是唯證乃知，每個人自己知道的。不是說一點

點小小的神通，就可以以手遮天，以為是怎樣，所以盡是天然外道，如果有這樣高傲的

話，確實是天然外道。這個是玄策他對於永嘉玄覺所說的話，既是讚揚，又是指導，因

為你很老實，你老實的說。 

這個時候玄覺就說了，他說：「願仁者為我證據」，請慈悲的法師玄策您來為我證明，

印證我現在所悟的並沒有偏差。悟是看見清淨法身，徹見清淨法身，是不是分分證法身？

我們到圓滿的時候是不是法報化三身？是不是要圓滿所有一切？對不對？所以現在要

你為我證據證明什麼？我所徹悟的佛性無誤，我是看到我的清淨佛性沒有錯，這點是正

確的。這個玄策當然知道，在當時古德為所有人印證，都是印證你所悟的佛性是正確的，

你沒有顛覆，就是證明這個，證明這個，至於你要圓滿的那還長得很，所以會叫他到哪

個地方去度化眾生。對不對？ 

然後這個玄策就回答：「我言輕」，我的話分量不夠重，是輕的，如果你要得到印證

的話，那麼就往曹溪去吧，曹溪有一位六祖惠能大師，他確實是五祖有衣法為證明的，

四面八方的修行人，都匯集到那個地方，而且去接受指導。如果你要去的話呢？「若去，

則與偕行」，如果你真的果真想要去，那我跟你一起走，我陪你一起去。「覺遂同策來參」，

玄覺於是就夥同玄策一起到曹溪去參扣。我們接下來的這一段經文，就是要描述永嘉玄

覺跟玄策，兩個夥同去曹溪之後，現況的一些對話，瞭解一下經文。 

繞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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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 

  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 無生豈有意耶？」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這一段經文其實讀起來只是看到樣子，如果懂得它的內容，就知道這裡面是有所謂

印證的一些玄機在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