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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7》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這一段經文，就是這個智隍對於玄策，有一些言論的探討，這個是彼此的切

磋。 

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

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這個時候這個智隍良久，停了相當久的時間沒有說話，因為他點到了，他點到了。

因為他從五祖忍和尚那裡參訪之後，他以為的境界，所以他就不再有進階，接受別的訊

息進來，一直安住在自己以為的這種模式裡面。在今天玄策竟然點出來了，所以他停了

相當久的時間，然後開口說了，說：「師嗣誰耶？」法師！您是傳承誰的法？說您的法

嗣是哪裡？你是誰的弟子？你是傳承誰的法？你竟然能夠說出這些。策云，玄策就回

答：「我師曹溪六祖」，我的師父也就是曹溪的六祖惠能大師。 

這個六祖就是從弘忍法師那裡傳承下來的，當時這個智隍不是去參過五祖嗎？如果

智隍參過五祖，他真是畢竟開悟，他應該這個五祖會把法脈傳給智隍。對不對？但智隍

在這上面其實是沒有的，他只是去參扣，瞭解，或是從自己的定境裡某種提昇，他並不

是給他印驗，認可他是一個大徹大悟。這個時候這個智隍於是馬上就問道：「六祖以何

為禪定？」那麼這個六祖惠能他是以什麼樣的教學，來教授你們禪定？他是以什麼來作

為禪定？因為五祖忍和尚教給六祖，難道會跟教我不一樣嗎？是不是？另外一個問題就

是這樣：「他教你，難道會教我不一樣嗎？」 

這個玄策就會回答了，就可以做比對，到底自己問題出在哪裡。這個策云，這個玄

策就回答：「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我的師父六祖惠能大師所說的禪定，是

玄妙清澈，圓滿而寂靜。這個妙湛，在經文裡面常常妙湛就是在講法身，也就是在講我

的師父六祖惠能大師所說的，都是在提攜我們的清淨法身。我們的清淨法身圓滿而寂

靜，所以這個妙湛，在我們這個《楞嚴咒》裡面，《楞嚴經》裡面的第三會，第三會它

都有講：「妙湛總持不動尊。」這是我們出家人每天早上早課的第一句：「楞嚴會上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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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妙湛總持不動尊」，這個就講法身，法身總持一切而不動。 

他說我的師父六祖惠能大師，所要講的禪法直指清淨法身。而這個法身呢？玄妙清

澈圓滿遍一切，而是寂靜的。體用如如，它本體本身，法身不用再解釋，大家都聽很久

了，以及它的機用的時候，都是本來面目所呈現的。那這個如如呢？在經論裡面，如如

也就是真如的另外一個名號，我們在講覺性、真如、佛性，在不同的時候使用的語詞略

不同，這個如如就是在講清淨真如。所以我安住清淨，這個法身無相了，然後機用的時

候，都是用本來面目在過的，這所有一切都沒有偏差。 

這個如如在《佛性論》裡面它有講，如如，如果我們把這個如如展現出來，他的境

界來講，就講他的智慧叫如如智，也就是真如所產生出來的妙智；這個妙智就是應一切。

對不對？那本來是清淨的，所以他不會被無明所覆，不會被無明所蔽覆，也不會被煩惱

所染，照了諸法，平等不二，這個智慧如如境，所以稱為如如智；就如鏡子一樣，很明

白很明白很明白，這叫如如智。 

如果把它的功用來講呢？又講它可以照了的功用，這個《佛性論》裡面又給它屬性

又立一個，就假名，一個如如境，就是說我這個清淨的真如妙境，常住一相，量等虛空，

不遷不變，無滅無生，它這個境，就是如如智，所以如如智跟如如境講的是一樣的，一

個是講它的作用，一個講它不變遷。 

他說，我師父說這個法身寂然、圓寂，體用都是如如，都是本來面目，所以它恆常，

這常樂我淨，恆常當中哪有出入可言？然後接著他轉述，他說：「五陰本空，六塵非有；

不出不入，不定不亂」。五蘊，乃是我們心意識運作時候所產生出來的，你一定有執取，

所以它其性本空，它本來就是空的。這麼多堂課我們應該都很明白，就當有這個五蘊有

這個東西，要知道一定要指認其本空，它本來就是空的。那如果我這個的時候，表示我

的心意識上面有動了，我有一片雲，等於我有一片雲。 

所以六塵非有，外六塵乃是因緣，因緣嘛，根塵相對。所以這個塵呢？如果你能讀

得懂，是不是就叫妙法塵？你讀不懂，是不是就是六塵雜染？住進來心中的境，就叫客

塵。所以外六塵乃因緣，非實有，我的師父是這麼說的，所以也沒有入，也沒有出的必

要，也無所謂定，也沒有所謂亂不亂的問題。因為定沒有定相，你心中根本就沒有說：

「我稍定一下，稍定一下，我現在在亂了」，沒有這個，這個變成有二分法，你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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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有一個外境，有一個內心的需求，所以他才會兩個對談，自己跟自己的境在對

談，自己跟自己的心意識在對談，這個是一個過程，但不應該發生在證悟的人身上，它

不應該是一個答案，它是一個過程。 

所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我的師父所談的

禪，就是本性，也就是無住，這個不用再談，這個大家很清楚了。所以離住禪寂，所謂

遠離那種住著於寧靜清淨當中，以為這個就是禪，是要遠離這種，因為這還有所謂認知、

何謂禪，何謂定、何謂慧的一種認知點，所以禪的本性，其實是無生無滅的，「禪性無

生」，你要講它的性質。其實這個所謂的性，這個是一個安立假名，為了要解釋它所使

用的。所以它本身就是無生無滅的，沒有來去，沒有入出，也不定，也沒有什麼亂。「離

生禪想」，所以遠離了我在坐禪的這種想法，這個才是在在處處一行三昧，才是真的禪

定。 

這個時候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心就如同虛空這樣一片清朗，也沒有邊際，也

沒有對於虛空有以為的想法，度量之想，你看，我現在心胸廣大，這個就是有度量之想。

我現在可以包容世界，這個已經有我跟世界之想，亦有虛空的假設範圍。所以一個修行

者當他在體悟，以智隍他以為的定，他一定還是有定的範圍跟定的境界，那就不是心如

虛空，對不對？就不是遍一切，也是有言語對待或是思想。 

這個話一點出來之後，這個「隍聞是說」，這個智隍聽到這樣的時候，這樣一番話

的時候，我該去見見六祖大師，所以「徑來謁師」，他就真的來拜謁六祖惠能大師，自

己一定出了問題，那現在懂了，其實他有沒有在這裡體悟？有，他一聽這個話，如當頭

棒喝，如當頭棒喝，中間只是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經驗給他說破，因緣未到，

所以他枯坐二十年。是不是？ 

有些時候就是這樣，你必須進入那個定，你自己去摸摸，摸摸摸，到最後迴光返照。

錯在哪裡？當中間他一直進入到一個定中，那是有漏的定，並不是無漏的定，這個上面

也沒有啟動定慧，也就是說大機大用沒有用。這個一聽之後才知道，原來自己還有偏於

定，偏於定的一種自我認知，所以他就來拜謁六祖惠能大師，這個時候大師於是就問他，

這一段經文。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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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

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這個時候大師看他來了，他路途遙遠，他是住在河北，是北方，那北方，他就到南

方曹溪這個地方，來拜謁六祖惠能大師。大師於是就問道：「仁者何來？」仁者，你為

什麼而前來？根據這個時空在對話，這個智隍禪者應該比較年邁。對不對？六祖惠能大

師還是算壯年期，所以他說，你為什麼而來？「隍具述前緣」，智隍於是就說明，他之

前與玄策的一番對話，以及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庵，這樣的一段前面的因緣。 

這個大師聽到之後，再肯定玄策所說的話沒錯，他說：「誠如所言」，的確就如同玄

策跟你所說的那一番話，是沒有錯的。因為他就把前面這一段話，玄策所說的話，完全

照這樣翻給六祖惠能大師聽，要大師再為他印驗說，這些確實就是畢竟的禪的狀態。所

以「汝但心如虛空」，你只要心如虛空，是真的如虛空，不是想像中的虛空，不是想像

的虛空。啊！黑色，深藍色、星星、月亮、太陽，不是這樣，也不是有範圍的。虛空，

我們在很多堂課以前，有介紹過虛空的意義，虛空有十義。 

他說：「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但又不執著有空的這種想法，「應用無礙」，最

重要你在一切時當中呢？是應用而無滯礙的，也就是能夠機用。「動靜無心」，在動與靜

當中，不是用心意識去思量的，不是用心意識去思量。又要動了，有夠累，讓我坐一下

不可以嗎？或是說唉呀！這個靜真好，或是說這個動真好，這個裡面他沒有這個解讀，

就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忘卻何謂凡也何謂聖它的差別，泯滅能與所的相對待，就是

我有這個能力，我所產生的功能等等的這些，這都還是屬於一個自己的運作，在解釋自

己跳開的另外一個，好像虛空中一個自我的東西，像這一些就是能所沒有俱泯；如果「能

所俱泯」，就是在當下圓滿、清淨、無對立、無二分法。 

「性相如如」，法性與相狀上就自如，就是本來的面目，那不是造作的，這一切是

無言語的，言語道斷。「無不定時也」，如果這樣也就沒有所謂定的這個時候，就沒有特

殊說我在入定，我要定，我需要怎麼樣，我現在在定的這種時間觀，時間跟境界觀這樣

就沒有了。 

這個時候這個「一本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另外一本因為這個有好多本，這個《六

祖大師法寶壇經》有很多本，另外一本沒有「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一直到無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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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這三十五個字」，另外一本沒有這樣。而「止云」，只是記載著，只說「師憫其遠來，

遂垂開決。」這個六袓惠能大師，因為憐憫他從大老遠的河北，北方而來，所以就為他

做了開示，然後印證他。因為他這中間還沒來，或是來的過程裡面一定，只是撥掉他那

個定，定的執，以為嘛，他本身其實修行已經是臨門一腳，甚至於他已經摸到，只是那

個薄膜，那個毛玻璃有一層，有一層那種似有似無的那一塊沒有破而已。所以有另外一

本是講這樣。接下來。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 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

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

師云：「我不會佛法。」 

這一段是相當有趣的，這個時候，唉呀！智隍於是大徹大悟。其實他就只剩這個點

而已，他定的功夫是夠的，所有二十年裡面，所有的一切體會，應該也都是有的，這功

夫是很純熟到家的，所以這個智隍於是大徹大悟，就是那個所得心，所以將二十年來，

對於入定所得的一些境界、一些心念，點點滴滴，一併就消融了，再也沒有留下任何的

影蹤，也就對他所有一切恍然大悟。前面所有這一切是功夫沒錯，但是在功夫中就記得

是功夫，就是還有這個一念。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是天地所有一切都為其證明？ 

下面「其夜」，就在他當天去拜謁六祖惠能大師而得開悟的那一個晚上，在河北就

是他的舊籍的地方，他原來住的地方，在河北的上空，就是那裡的讀書人或是當官的，

或是一般的百姓，這個時候在河北，就聽到空中有聲音傳出來聲響說道：「隍禪師今日

得道」，智隍禪師今天得道了，他得道了，他悟開了。這得道講的是什麼？證得清淨法

身，至於他的覺之後的行圓滿了沒有？還沒，之後他才開化四眾。對不對？是不是這樣

子？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我們在瞭解，當印驗認可於他開悟與否，是在講他的佛性。而

這個佛性是破根本無明的，他不是在講你初初的第一個看空性，懂得空性，不是這樣而

已，到他根本無明，就是無明桶底脫落，這個才叫禪宗裡面講的明心見性。 

那我們修行會不會有次第、有過程？縱使你明心見性之後，像這麼多大德是不是還

在大師的身邊，十五、二十年、有的三十五年？這裡面就是怎麼樣？磨練，他是開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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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住於不染汙當中，可是他的覺之後的行呢？他能不能開化？他能不能度化眾生？他

這裡面呢？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就是一個行，就法門無量誓願學，那也能流出了。那自

己在這上面自有他安住，因為他如果無明已破，就不會再有顛覆，這個才是所謂得道。 

這裡面講到智隍，他在這個地方瞭解之後，大徹大悟之後，隨即就禮拜辭別六祖惠

能大師，然後回到河北去，開始教化當地的百姓。是不是開始教化？因為他原來是不是

比較偏向於自境界，自受用的定境？所以他並沒有度化眾生，前面他就不講禪師，他不

用師這個字，叫禪者，是不是修禪的人？這個時候他才開化四眾。 

當然在六祖惠能大師所駐錫的這個地方，大家一定知道，唉呀！大師你又接引一

個，點撥一個，開了。這個上面為什麼大師來，撥開眾生的這個迷執的時候比較容易？

因為眾生不會對他懷疑，因為他是有傳承的，他是有傳承的。所以大家來對談的時候，

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境界的等等，他都先做了一番放下的動作。你乾乾淨淨來接受點

撥，跟你要來找碴，答案是不一樣的。世尊說來問難者，你不用理他，你不用回答。如

果說你是真正來請法者，像這個他是不是有請法？他是虛心受教的，對不對？當然你就

會放下自己，你不會對打，你不會堅持，這個時候自然容易點撥得快。 

當然這個六祖惠能大師曹溪的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僧就問大師說：「那麼黃梅旨意

到底是什麼人得道？」意思是說由五祖弘忍法師傳下來的旨意，到底是什麼人得道？當

然這裡面要問的很明白，大家都知道，是六祖惠能大師得道，你得道，所以才會叫六祖，

因為你有衣跟鉢。這個前面的智隍有沒有得道？現在得道了，如果佛法所得就是心心相

印嘛，所以他有沒有得道？是有啊！他得，五祖忍和尚那裡，有沒有得道一些？有，在

六祖這裡呢？打破，所以有沒有得道？有，還是有得道。 

但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你看，他就不落，他就不落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他就不會落一個我個別的相，「那是我，不然我也有這件衣服」，就沒有。他就說：

「會佛法人得」，他直接回答，會領會佛法的人得道。因為五祖忍和尚是從四祖那裡來

的，那很多他有法脈，就是他自己的傳承的，自己的皈依弟子，就是自己教導的弟子；

那還有一些是法嗣，也就說旁支的。前面不是講道信去看法融嗎？這天上有祥雲，所以

他到那個山去，法融也走出另外一脈。過去的這個第幾祖、第幾祖、第幾祖，他有主幹

道，主脈傳承的法脈，他另外還有來依止，然後來點撥的，這個都有。所以他不會單一

的收攏說：「就是我，只有我才算數，我是正牌的，他們都是冒牌的，或是他們都是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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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他沒有這個。他說：「會佛法人得」，領會佛法的人得道。 

僧云，那這個僧就說：「和尚還得否？」那和尚請問您得道了嗎？這個話其實問與

不問，對於六祖惠能大師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大師回答：「我不會佛法」。他為什麼

不會佛法？佛法是給迷糊的眾生用的，對不對？佛法是給迷糊的眾生用的。我不會佛

法，他已經沒有我不我、眾生不眾生、我是聖者不聖者，他說：「我不會佛法」。我們需

不需要佛法？因為我們是眾生，那會不會佛法？繼續會嘛，對不對？有的還不會，是不

是這樣？ 

這個地方呢？南嶽的這個行思禪師，行思禪師是不是前面？不要講南嶽，就是說吉

州的行思禪師，是不是前面？他也去見過六祖惠能大師，六祖惠能大師就問他：「你是

怎麼來？」他說：「聖諦尚不為」，是不是？這個開悟嘛，所以他說：「階級都不落」。 

言語是汝心，此心是實相法身佛，與空齊壽。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相門， 

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發，故得宗名。迷時

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從心生，不從心滅，是以迷

悟，總在一心。 

這個吉州的行思禪師，他也有一些開示，他說：「言語是汝心」，他說，我們說話語

言，是由你的心發展出來的，這個是一個方便。「此心是實相法身佛，與空齊壽」，你這

個心是安住這清淨法身當中，所以他沒有所謂時間性跟想法等等。「與空齊壽」意思就

是空的意思。 

「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相門，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如果

你懂得語言文字的背後，那你能夠入無相，所有一切也就是安住三昧；如果你說這是什

麼的什麼世間相狀，那就不是安住實相法身。對不對？所以在這個地方他有講，他說「盡

得宗門」，如果你懂得這些，那你在這裡不住，你也知道它的空相。 

「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發」，你個人呢？你的語言，就是你說話也好，

笑也好，哭也好，所有一切的展現，人家講揚眉瞬目，屈伸，這個伸出手，彎做了些什

麼事，「各從性海發」，是從稱性而做，這個就是「故得宗名」，就是安住，這個上面就

不用再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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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迷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

眾生就是這樣，你迷時是迷於什麼？因為你不瞭解，所以你才迷，是不是不瞭解才迷？

那你迷的時候，你要從哪裡開始去悟？也是要從迷開始去悟，你迷的人，你說我要從悟

裡面去開始去悟？可不可能？不可能。你迷的時候，就是不明白，是不是迷的時候不明

白？是迷於悟，因為實相你不瞭解，所以你是迷，那你迷的下手也是迷，你不要以為迷

的下手，要來個清淨，不是！就是知道你要指認這個是迷，這虛幻，你知道這是虛幻，

這是迷。 

「悟時悟於迷」，所謂的悟是什麼？迷弄明白了，你自己迷的狀態你弄明白了，是

不是就是悟？所以有境界現前的時候，他不是心跟境黏一起，不是，因為你這個境，你

跟它黏一起的時候，就是在迷，所謂的境當然就是指雜染的狀態，五蘊的狀態，三障的

狀態，所以你不是黏一起，你這個時候是看清楚，這個是外來的東西，看清楚這是外來

的東西，你指認它，於是這個呢？就空，你不住。不住了之後，是不是悟時悟於迷？就

把這個迷搞懂了，你是不是就清朗起來了？是不是就是悟？ 

那會與不會呢？「迷還自迷，悟還自悟」，會的人，迷，他會懂得這是迷，就會悟；

不會的人，你迷，人那個心跟這個境一直黏著，就一直住在這個境裡面，這裡一直攪動，

一直攪動，迷還是迷。你在這裡一直動嘛，你還迷，還是迷；那悟，還自悟，要悟都得。

迷還自迷，其實是自己去迷的，悟的也要自己去悟得，不假他人。 

「無有一法，不從心生，不從心滅，是以迷悟，總在一心。」這行思禪師講真明白，

對不對？所以我們要知道，很多時候修行有一些，是一個自己咬著的點，自己咬著的點，

你要練習，這個無住為本，你一定要練習這個點。有的時候這咬著咬著咬著，苦了自己，

輪迴三大阿僧祇劫，不知得返，所以是「迷還自迷，悟還自悟」。 

這裡面有一個偈，這個也是相當有警省作用。這個「學者先須通心，心得通，一切

法一時盡通。」當然這段句，可以隨人段，是不是先須通心？你必須把這個弄明白，你

必須弄明白，「學者先須通心，心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也可以說一切法一時盡通

聞說，你不管是聽聞也好，或是你要表達著說也好，見聞覺知，這個聞是代表見聞覺知，

是不是一時盡通？ 

那這裡面呢？「靜不生靜念，即是本自靜。」在這裡面呢？當你可以寧靜下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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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時候，你不生「我這樣修得不錯」，不可以有這個念，你這個有念是不是就像前面，

你有定，你有靜的期待？「聞空不取空」，如果說你在見聞覺知裡面，瞭解這個空，不

取空。有的是取空，取空就會怎麼樣？「啊！這不要管，這沒有用，那是他的事情」，

然後自己不動，這是不能運作。所以它這裡是活潑的，覺性是開顯的，大機大用的，但

是呢？是通的，是通這個心，它不是五蘊的。 

「譬鳥飛空，若住空，必有墮落患，無住為本。」所以有什麼樣的一切的外境，「譬

如鳥飛空」，譬如鳥，這是因緣法嘛，鳥飛過去了，那你是常住空。所以如果你要住空

的時候，這個鳥飛過去，那你就看不到。如果你不通的話，這個鳥飛過去，落了一坨鳥

糞，剛好澆在自己的頭上，你是不是就在這上面，就有境界了？「你如果住空，必有墮

落患」，因為沒有圓滿；你如果著境，必有境的一些擾動，所以要無住為本。 

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定即慧體，慧即定用。 

他後面有講：「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這個佛性、覺性，體是寂然的，但是

呢？自然產生清淨的菩提心，隨順實相這樣去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

定即慧體，慧即定用。」這一段放在前面的定慧等持，就可以做註解、解釋，就可以輔

佐給同學瞭解，但放在這裡也是把這個定，定的死角給翻出來了。這樣同學知道？ 

所以修行裡面，就在自己每一個介爾一心，現前的這個介爾一心裡面，去剝脫身心， 

現法王。要不就是身，身的這種因素，要不就是心的意識，我們人類無外乎就是身心。

這一段我們就瞭解到，六祖惠能大師點撥智隍，他是不是在河北的當空，就有十方諸佛

為其印證？啊！「隍禪師今日得道」，然後這些諸佛又不用梵語，祂用的是當地河北的

話，讓河北的人知道，這樣知道吧？是不是？ 

所以修行，好好自己要真的很明白。有些時候不是一點點小小的有什麼，真的在這

裡面，是有十方諸佛諸菩薩為印驗。那你說現在末法怎麼辦？各自，不是自由心證說，

啊！我以為我怎樣怎樣，這確實是十方諸佛諸菩薩所共護持的。是不是諸佛護念諸菩

薩？是不是這樣？這所有一切是實相。 

後面的這一段，也是另外一個相當有趣的一段經文，也是一個故事，一個現況，瞭

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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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欝茂，瑞氣盤旋；師振

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

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

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 

先唸到這裡。有一天六祖惠能大師，要把五祖所傳下來的這個衣鉢裡面的祖衣洗一

洗，所以他想要好好的洗一洗。他都沒有叫侍者洗，他就自己洗，所以這個得道高僧，

他還是對於這是從佛大迦葉這樣傳下來，是不是恭敬？是不是恭敬依然？「而無美泉」，

但是找不到好的泉水，就是有的水可能不夠乾淨。 

所以他就慢慢走走走走，因此而走到寺的後方，就是比較靠山的一些地方了，差不

多走了五里路左右。看到這個地方「山林欝茂」，就是這個山很清幽、有靈氣，然後樹

木很茂盛，「瑞氣盤旋」，就有那種靈山聖地有這種瑞氣，反正就是看起來這個瑞氣盤旋。 

於是大師振錫，就是把他這個錫杖用力的，唉呀！這個地方好啊！就是這樣，這個

地方好啊！於是大師把這個錫杖用力的頓地一下，「泉應手而出」，泉水就從他頓地的這

個地方這樣冒出來。這個水呢？就積聚成為一個小小的水池，這個是美泉。「乃跪膝浣

衣石上」，這個大師於是就跪下來，在石頭上面就洗這個祖衣，自己慢慢在那邊洗， 

「忽有一僧」，突然之間有一個僧人來到這裡，就給他禮拜了，因為他在洗這個祖

衣嘛，所以他就給他禮拜。然後就說道：「方辯是西蜀人」，我，這個僧人說我的名字叫

方辯，我是西蜀的人，因為他這是在南方，西蜀是不是在南方的向西的這邊？西蜀就四

川這邊，因為一天之間就來到這裡。他講的時空又很奇怪，他說：「昨於南天竺國見達

磨祖師」，我昨天在南天竺國，在印度的南方，距離這個西蜀是不是有一段？他是西蜀

人，沒有說他前天從哪裡出發，只是說他昨天在南天竺國碰到了達磨祖師，達磨祖師是

不是六代之前？他已經是六祖惠能，是不是六代之前他在中國示寂？示寂，大家就給他

埋了。 

後來有一個人他就從這個絲路，就是中國跟印度走的這條路，有一個人在路上碰到

達磨祖師。碰到達磨祖師，達磨祖師打著赤腳，把一隻鞋子掛在肩膀上，這樣走啊走啊

走啊！那個人就認識達磨祖師。回到中國來的時候，大家說達磨祖師已經圓寂了，而且

還有墓有碑，有墓有碑，大家眼睜睜的看著那個棺材埋進去，過去是土葬，這個是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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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的一段。好像我們在開堂的時候有講過，這個不相信你說你昨天看到達磨祖師，拿

了這是一隻鞋子就掛在肩膀上，大家就是開這個棺，就把這個棺打開來印驗看看。是真

的嗎？你有沒有看錯人？是不是長得很像？他說：「沒有！沒有！沒有！確實我還跟他

對談了兩句。」於是大家就是開棺，開棺，找不到達磨祖師，這棺裡頭並沒有達磨祖師

這個人的屍首，然後只留下一隻鞋子，表示他帶走一隻鞋子了，那沒有錯。是不是？這

個地方這就是一個神通。 

這個方辯是不是西蜀人？他說他昨天看到達磨祖師，那個天竺就是印度的古稱，天

竺國當時，印度它的版圖有分五個比較大的區域，就東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北印度

跟中印度，這是中古時期。印度當時這五印度裡面，就中印度它這個部分比較大，文化

各方面也比較開發，所以當時世尊在中印度，這佛法在中印度他們叫中國，中國就講中

印度這一區特別的發揚、弘揚，也就是在這恆河的兩岸。當然世尊有沒有到北印度、南

印度？當然這是也有的。 

所以他說他昨天是在南天竺國，是不是印度的南方看到達磨祖師？那達磨祖師有囑

咐我，這個方辯他說達磨祖師他囑咐我，你快快到大唐國去，我當時從大迦葉尊者他傳

的正法眼藏，也就是說當時他傳的法，這個法跟衣，跟那件衣，我就是把它已經傳承下

去。是不是傳二祖慧可？我傳承在震旦那個地方，現在已經傳到第六代了，你看達磨祖

師人不在中國，是不是都知道中國的發生？是不是法身遍一切處，無處不曉？是不是？

這個也可以印驗我們自己修行，對不對？ 

有些時候我們都茫茫無知之時，可是達磨祖師他都明白，而且我們上一次不是介紹

到西天的二十七祖，這個二十七祖他是位般若，他有一個讖，般若多羅，西天的般若多

羅他有一個預言，預言以後會怎麼樣怎麼樣，在中國的佛法會怎麼傳承，是不是也有？

這個西天的般若多羅是達磨祖師的師父，達磨祖師是西天的二十八祖。你看，已經從六

代傳下來，少說達磨祖師幾歲了？六代至少也加一百歲以上，你看，每一祖，每一祖他

都是到他師父圓寂的時候承接。 

五祖忍和尚是不是傳承給六祖惠能？之後三年方逝，有的寫三年、四年他才圓寂。

然後六祖惠能大師十五年後，才開演佛法，接引眾生，對不對？那一直到他幾歲圓寂，

這是不是叫一祖？當然這中間有一些已經得度，可能在他四十幾歲壯年的時候，或五十

幾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開悟的弟子，開悟的弟子再把這個法脈傳承下去，當時當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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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重疊處，但是少說六代下來至少也加了一百歲。達磨祖師幾歲？沒有辦法算，還在。

對不對？ 

因為這個方辯才見過他，而且他囑咐他到大唐國，以他自己站的位置，我們叫大唐

嘛，震旦，所以他就來了。他說，他告訴我趕快去看一看，去印驗一下，因為已經傳到

第六代了，而且目前就在韶州的曹溪這個地方，就嶺南曹溪的這個地方。「汝去瞻禮」，

你速速前去瞻仰頂禮，他跟方辯這樣講。方辯是不是咻一下就過來了？因為他剛剛在這

石上洗衣，忽然之間就有一個僧，你要到這個地方來，要找到六祖惠能大師也沒那麼容

易。你給他想，兩個人約好我們去看電影，等一下走失了的時候，你躲在廁所，他躲在

電話亭，你等一下到三樓，他在一樓，一個方位要找人都很不容易，更何況這麼大的這

一塊地方，又有山山嶺嶺，對不對？他怎麼可能一下現出，這當然就是神通。對不對？

但是這裡就沒有再繼續說，那我們瞭解這經文。 

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

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

「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這一段呢？這個方辯，所以我就遠道的趕快來這裡，我這來的目的，「願見我師傳

來衣鉢」，最主要是想要看看這個達磨祖師他所傳下來的衣鉢，是不是就在你這兒？是

不是就在你手上？是不是真的你就是第六代？當然就是要印驗這件事。這個六祖惠能大

師呢？於是出示祖衣，就給這個方辯看，沒錯，我是傳了六代沒錯，那這個就是祖衣。 

接著他就問他，並且就問他：「上人攻何事業？」因為他是這樣一下就到的了，他

當然就要問你到底是做些什麼的？他就你是精通哪一種事業？你有什麼專長？他這個

地方呢？這個方辯，為什麼他說他「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因為他問他上人攻何事業？

他的回答是世間的。對不對？他回答他什麼？「善塑。」方辯就回答他：「我善於塑像」。 

他如果會回答，是不是就是佛法的回答？他就知道他是開悟的，可是他不是，他回

答這是世間的，我的專長就是幫人家雕塑，塑這個塑像。他是不是就相而回答？其他的

他只要問的時候，都不就相而回答，他就事嘛，因為他能夠千里迢迢有神通過來，並不

表示他開悟。因為以前有的神通是可以由外道而修持的，由定而發神通的，但這個神通

與解脫就沒有直接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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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正色曰」，大師於是就很嚴肅的說道：「汝試塑看」，你試著雕塑一個像來看看，

他這個時候「辯罔措」，這個方辯當下不知所措為什麼，六祖大師原來你也是著相的。

你如果說我是攝影師，趕快幫我照張漂亮一點的；我是善塑，會雕塑，你就塑一個像來

看看。他嚴肅的說，他當時不知所措，但是呢？就照做吧！「過數日，塑就真相」，過

了幾天，這個方辯就塑了大師的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