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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8》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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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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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就把六祖惠能大師的這個樣貌，用一個照

比例塑了一個像，「可高七寸」，他高度差不多是七寸，就比較小，因為本人都是一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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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盡其妙」，維妙維肖，所有都是跟他本人很像的。 

師笑曰，大師看了看之後就笑笑的說：「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你只懂得塑像沒

錯，但是不瞭解佛性。為什麼？因為他那天問他的時候，他就著他世間的專業而回答。

如果今天六祖惠能大師他所傳的佛法，他不是在傳技倆，要不然人家問六祖惠能大師你

什麼最專？他說：「砍柴、狩獵」，那個叫世間學。但今天佛法的傳承要開，要度化眾生，

不是在度你的砍柴，也不是度你的狩獵，而是你那個清淨的覺性，才會斷輪迴，是不是

才會斷輪迴？才能夠解煩惱。而世間的相狀，可以由你所有的一切去發展出來，那各有

所專，一世一世都有不一樣的練習跟不一樣的專長。有的人這一世你會什麼，你可能是

種田的，你可能是養殖的，假設，你也可能是裁縫的，你也可能是大商賈，就是做生意

的，你也可以是財經專家，你可能是國王，這是一世一世的專長。 

但是在這個度化眾生，在啟發他的時候，不是在這個專長上面，所以他是從佛法佛

性的角度去問的；所以他就說「你只解塑性，不解佛性」，你也就著這個塑像來塑。如

果他是懂佛性，他會怎麼樣？師正色曰：「汝試塑看」，你就試一個我的像來給我看看，

這個辯會怎麼回答？「法身遍一切，相無無相，無相無不相」，他連這個都沒對。聽懂

了嗎？他是不是直接「喔喔喔，塑一個像」？是不是還有在這個點？所以他說「你不懂

佛性，不解佛性」。大師看看這個，就是大師的慈悲。 

一般的話，你這個時候點撥不起來，他也不會勉強你。所以他是不是笑一笑？他說， 

你就著這個像，你塑了這個像，這當然就是你的藝術作品，那個藝術作品的標的物就是

我為藍本，是不是就是塑他的嘛？所以「師舒手」，就是把手伸出來，這個大師就把手

伸出來，摩摩方辯的頭頂，是不是很慈悲？就是摸摸他的頭，「永為人間福田」，讓這個

就是指塑像，讓這個永遠作為人間的福田。就是大家一定會去那裡禮拜的，然後追憶嘛；

就像我們對於佛像的恭敬一樣，由提起正念，而反觀覺照，而願意如佛的清淨法身這樣

來修行。絕對不是你喜歡這裡的這一尊而來聽法吧？絕對不是吧？ 

你到這個講堂，到別的講堂 到別的道場，每尊佛的塑像，是不是都不一樣？色彩

質料是不是不同？大小也不同，它什麼功能？絕對不是為了著相，是不是？所以他說：

「永為人間福田」，講的是你塑的這個像。好呀！你就做出來了嘛，很慈悲，那你不懂

佛法，那你也有神通，那你的路繼續走下去吧！是不是永為人間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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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註解，後面的註解當然就是有一些現況的補述，不在這個《法寶壇經》裡面

最重要的，但是大家這個故事瞭解。 

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

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

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這一段是附註。小註裡面講，大師笑一笑，笑一笑，你老遠的跑來，要頂禮膜拜，

看這個祖衣是不是傳了六代？果真如此！是不是？然後大師其實他前面就跟行思禪師

講過，這個衣不要傳了，我為了這個衣，命如懸絲多次，因為大家只是在爭取這個東西，

它不代表什麼意義。所以他就把這個衣，將這個祖衣就送給方辯，你是千里迢迢從南印

度來看這個衣，這個衣就給你吧！或許他也可以帶回去跟達磨祖師認可說，就是那一件

沒有錯，傳了一兩百年，還很新。不管了，是不是？他就把這個衣送給了方辯。 

方辯拿到這個衣，他就把它分成三份，分成三份，以一份就披在這塑像上面，塑像

上面就有這個祖衣，就表示如同本人一樣；一自留，一自己留起來，當然留起來就是要

帶回去了，跟達磨祖師確認一下，就是檢覈一下；一用椶裹瘞地中，椶就是一種常綠的

喬木，葉的柄，這個葉很大，但是它柄這邊好像鬚鬚的毛毛，就棕櫚葉。棕櫚葉每一葉

的這個根部這邊有點硬，有一點咖啡色絨絨的那種東西，所以他就用椶來裹瘞，瘞的意

思就是埋藏，「椶裹瘞地中」，就埋藏在地底，就挖了一個洞，把這個第三份這個包一包，

埋到地裡面。 

然後就說道：「爾後如果這個衣，埋在地裡的這個衣出世的時候，就在世間被挖掘

出來的時候，那麼那個時候就是我自己轉世來這裡住持它。」這六祖惠能大師，因為這

個衣是他埋的，衣是他埋的，他跟方辯一起埋的。對不對？哪天這個衣出土的時候，也

就是我轉世來這裡，住持在這裡，然後我要重建殿宇，因為這是成住壞空，任何一個地

方都是成住壞空的，那屆時我將會重建這個殿宇。 

到什麼時候呢？唐是不是就宋？到宋朝的嘉祐八年，就是西元一零六三年，我們前

面最早的時候，也有講到六祖惠能大師他的出生的年代，這裡不再重述。這個到宋朝嘉

祐八年，一零六三年的時候，果真有一個僧人叫惟先，他要修這個殿堂，在掘地的時候，

這個衣，三分之一的祖衣，第三份的祖衣出土了，完好如新一樣，「得衣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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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他又講到他的塑像後來放在高泉寺，因為一定是六祖惠能大師圓寂之後

了，塑像就請到高泉寺，高有七寸，「祈禱輒應」，這非常的靈驗，每個人去祈求的時候

都很靈驗。 

釋「正法眼藏」 

這個地方的「正法眼藏」，也就是指這是禪宗特殊的用詞，指禪宗「嫡佛嫡祖」，也

就是從佛正式傳承下來，一直透過祖師大德，於教外相傳之心印；也就是從世尊所說的

三藏十二部以外，用簡單的方式，把這個心法完整的開發，所以又叫做清淨法眼。最主

要講的內容就是徹見真理，依這樣徹見真理的智慧眼，這個就是正法眼。依這個智慧之

眼呢？透見萬德秘藏，也就是這個藏，叫正法眼藏。透見萬德秘藏之法，這個也就是指

佛內心之悟境，也就是佛自證悟裡面的所有一切。禪宗呢？把這個證悟的這所有的一

切，視為最深的奧義，也就是菩提。 

那這個過程呢？就是由世尊輾轉傳給迦葉，再傳阿難，這樣一路到達磨祖師，以心

傳心。到中土之後，一樣，由師父之心傳到弟子之心，當然這個心就不是講我們心意識

的心，而是畢竟清淨的佛心。所以正法眼藏這四個字是從哪裡來？是宋僧，這是到宋朝

的時候，那個時候《涅槃經》在我們中國這個地方有轉譯，所以依北本的《涅槃經》卷

二裡面所載的這一段經文：「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就是由這幾句，

當然前面還有一些經文，這樣把它轉變而來，叫正法眼藏，這個是這裡給同學做補充。 

後面接著我們要來瞭解的是六祖惠能大師，對於一些大眾前來請法的時候的一些對

談，後面我們讀一段。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

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這一段是沒有講是誰，就是有一個學僧他來這裡，在六祖惠能大師的座下，然後他

有一天就說出了，他說有個臥輪禪師，他有一個偈子是這樣教導的。裡面就講：「臥輪

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六祖惠能大師聽了這個句子之後，當然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個偈子是在講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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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這是一個過程。一般來講的大眾，其實是不是真的能夠聽得懂？能夠聽得懂這個

心法，畢竟的這個中心，其實大眾不盡然有這種根器。如果你今天去請問某個禪師，你

的根器是屬於比較漸修的，你一定是問到說我心中，就是綿綿不斷的總是有很多雜思雜

想的浮起，那這個時候我怎麼辦？這個禪師他這個偈，可能當時是針對他的過程，告訴

他我有一個辦法，那我過去在修這個過程，我的辦法是這樣，能讓我這個百思想，有的

人是五蘊一天到晚產生，就自己產生出很多突如其來的想法，對什麼都有意見，對什麼

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在一個指導的狀態之下，他說：「對境心不起」，如果對任何境

的時候，你的意識心就不要一直波動，那這樣子你要修菩提日日長，這個地方你就比較

安住，這是一個觀心過程的指導偈。 

這個時候當然以你已經來這裡參學，你一直在用這個，如果你的百思想已經對境不

起了，就不要以為這樣是菩提日日長。所以他提問的這個問題，他舉臥輪禪師這個偈來

問六祖惠能大師，應該是我應該怎麼再進一步。當然這個文章是剪輯，所以六祖惠能大

師聽聞了之後，他說，這首偈子並沒有明心見性，他沒有明心見性，他沒有弄明白。所

以如果你還是依照這個偈子修，你會增加束縛的，因為程度上差異。對不對？所以六祖

惠能大師就開示另外一個偈子 

這個地方其實如果你這樣讀，那就對臥輪禪師，就如果讀到這裡，你就給臥輪禪師

下了一個註解，「這哪有什麼資格作禪師」？不是這樣，其實臥輪禪師他還有另外的警

眾的開示，這可能是個別，今天可能是個別。 

現在我們看佛法裡面三藏十二部，有一個人他重病，長臥在床，口不能言，一切不

能思，在這種狀態之下，他只是問，提問說我如何跨越這個瓶頸？你給他回答：「一切

皆空，放下吧！放下！」他放得下嗎？這個時候是不是要教他因緣果、消災解厄？然後

你慢慢就會平靜下來，你必須去接受。是不是這樣？這個時候會在講那個畢竟，那個最

後的那個佛法嗎？環境，他的條件、他所有的一切，無法納受，就說師父你講的都飛一

下， 飛一下就跳過去，我還是躺在床上，我還是左腿痛，右手痛，我口不能言，是不

是？所以這是一個觀心的過程。在《萬法歸心錄》裡面，就有講到這個臥輪禪師，臥輪

禪師他就說，他說： 

「詳其心性，湛然虛空；本來不生，是亦不滅，何須收捺？但覺心起，即須向內；

反照心原，無有根本，即無生處。無生處故，心即寂靜，無相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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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其心性」，我們必須看清楚，我們清淨心，我們的覺性，「湛然虛空」，這一切

裡面明明白白如虛空，「本來不生，是亦不滅」，本來不生，所以不用滅。「何須收捺？」

又何必你要把它收回來，用手這樣壓下去，叫捺。又何須你要收起來，再給它整理，要

壓呢？ 

「但覺心起，即須向內；反照心原，無有根本，即無生處。」他說如果你有發現，

你的心有東西出來的時候，這個當然就會講五蘊的、心意識的了。當你發現有覺到這個

有心起，「即須向內，反照心原」去看，我這個的源頭是什麼，其實它本來是沒有的，

是因為你著所有一切跟境，對不對？取境了，所以「無有根本」，如果你不執取這個的

時候，它根本沒有來處，「即無生處」。 

「無生處故，心即寂靜，無相無為。」因為無生處，所以你的心即刻明白，無相，

也不會造作它，這個是臥輪禪師另外告訴大眾的話。所以這個僧也沒舉他的名字，也沒

有講他開悟，所以這個僧是不是曾經去參臥輪禪師？但是在一個學習的過程，對不對？

這樣的意思，所以我們不要在這上面誤解了。 

這個惠能大師開示了一個偈子，他就講：「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他說惠能沒有伎倆，我沒有什麼辦法，前面臥輪有伎倆，是不是那個人

請求師父你給我一個辦法？是不是這樣？這個地方，他只是要來請惠能六祖大師說，再

向上一步我怎麼辦？所以他說我也沒有什麼辦法。這個時候是不是這個人已經沒有百思

想了？所以你也不用斷什麼百思想，如果你原來是雜染心，那是不是要抽掉這個雜染？

從染中而無造作之心，是不是就是清淨？那你清淨中的觀照，裡面隨即能夠明白，這是

要功夫的。如果沒有明白的時候，就不要動盪你的思想。所以當你沒有動盪，也就沒有

斷不斷的問題；當你觀照的時候，它叫正念，它不是叫思想。 

這個地方他說「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這個百思想是針對於前面，所以使用

同一個語詞叫百思想，這個偈子是在對前一個偈子。他說：「對境心數起」，所以對所有

的境，我這個心數數就會起，起什麼？起清淨，轉這些識成智，所以「菩提作麼長」，

菩提也沒有長不長，其實就是這個樣子而已。那你說這個菩提就是長境了嗎？我們以煩

惱即菩提，它就等於它，也沒有說我煩惱短一點，我的菩提長一點，所以沒有這回事。 

這個地方呢？是不是他的境的解釋不一樣？瞭解意思？所以這個上面，他對於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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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是不一樣的。那如果說前面臥輪禪師，對境心不起的境，是不是指雜染的境？在修

的過程；後面六祖惠能大師講的這個境，如果它是雜染之境，那麼你心數起，是不是就

叫迴光返照？如果清淨的境，那這個心數起，這個心就是指清淨的正念，然後這個上面

就是應該去圓滿的，它答案是這樣。你當體，當下看清楚就是這樣，煩惱即菩提。 

牛頭融禪師的《絕觀論》 

問：何者是心？答：六根所觀並是心。問：心若為？答：心寂滅。心為體、為宗、

為本。心性寂滅，即定、常解，寂滅為慧。 

對於這個境，我們給同學做一點補充，牛頭山的法融，一般簡稱叫牛頭融，他有著

一個叫《絕觀論》。有學僧就問，問：「何者是心？」何者是心？在世尊的這個經論裡面，

最開始它並沒有把所謂第幾意識、第幾意識分得很清楚，它總說，這叫心。所以學僧就

問：「何者是心？」這個法融，這個牛頭山的法融就回答：「六根所觀並是心」，你六根，

我們根是不是根塵會相對？那你相對出來的境，相對出來的境，當你觀照它，你納受它，

用詞不一樣，當你境成立的時候，那是不是就是取境？六根對六塵完成境，是不是就是

境？但如果你六根用根不用識，那麼你根跟塵對出來，是不是直接是在觀照中？那觀照

出來的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的答案，是不是就在裡面，很明白？他說，他的解釋心是這

樣解釋的。這是不是就是清淨？就是佛性，就是覺性，就是佛心，就是清淨心。所以這

個字你可以怎麼使用。 

問：「心若為？」那學僧就問這個心是什麼樣的相狀？答，他就回答：「心寂滅」，

這個心是寂然的，「心為體、為宗、為本」，也就是你這個清淨心，你明白所有一切，它

可以運作，這就是體；依這樣子下去，這樣的路線，所證得的所有的一切，這就是宗，

這就是基礎。 

「心性寂滅」，所以心性是寂滅，「即定、常解」，這個過程裡面也就是定，然後恆

常能夠明白的瞭解一切，「寂滅為慧」，而這個過程是不是很明白？這裡面的內容，實相

無相，所看到的觀，前面是不是有個觀？就是你不明白的狀態，是不是弄明白了？所以

這出來的無相的智慧就是叫慧。 

問：何者是智？云：境赴解是智。何者是境？云：自身心性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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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學僧又問，問：「何者是智？」那這個慧最後發展出來，什麼叫般若，般若的智

慧？這個時候他就回答：「境赴解是智」，以對內來講，以對自己來講，如果裡面有境的

話，是不是六根對六塵出境？如果裡面有境現前的時候，你能夠把實相現前，是不是赴？

赴就是有驅動力，你有這個能力，你能夠有這個能力瞭解實相，這是不是就是一個觀？

也就是一個覺照，那出來的東西就叫智，這個以自己對內而言。 

如果是對外來講，眾生有境的時候，如果眾生有境界，他有一些問題，眾生是存活

在自己的世界中，如果眾生有這樣的問題，有這樣的境界的時候，你能夠為他來解脫，

讓他明白，展現出來就是叫智。所以一個是屬內智，自己所自證的般若實智，另外一個

是不是展現出來的智慧的相狀？他就這樣回答。 

那這個學僧又問，問：「何者是境？」那麼又什麼是境呢？我們以境的定義來講，

如果你以自修的狀態，當你六根對六塵出來，你有取讀某一個東西，裡面有五蘊，這就

是你的境了。是不是就是你的境？自修的話，「自身心性為境」，如果你自身，自己從這

個身跟心，從這個身跟心產生了所謂的一些東西，這個就叫境。這個你就得自己很明白，

是心意識所產生結構的染境；還是畢竟空，身心畢竟空的空境、實相。 

這個以自修來講，就自己要從這個基礎點去看明白，修行人你必須很老實的去明白

你自己。那以度眾的狀態之下，什麼叫做境？也就是每一個眾生他從身心裡面，結構出

來的東西。對不對？所以以自修跟度眾，在這裡面，一切裡面，就是你可以修持的地方。

所以這個回答，是不是都很圓融，兩面都有？  

問：何者是舒？云：照用為舒。何者為卷？云：心寂滅無來去為卷。舒則彌游法界，

卷則空跡難尋。 

那學僧又問，問：「何者是舒卷？」舒就是這樣，對不對，張開嘛，卷就是收回。

當然這個一定是某一些修行上面在問，這個大機大用。當我們這個覺性的使用的時候，

我們講般若無知，它在一切本來就寂然，可是用的時候，它又不落入死寂的空洞之中。

那既然你問，什麼叫舒卷，這個法融禪師就回答，答：「照用為舒」，如果能夠照破，能

夠機用，你不住在一個不能動的狀態，照用就是叫舒；「心寂滅無去來為卷」，但是你在

照用的時候，對於你自己也好，你在照用照破你這個境的時候，這個就是你的覺性的使

用，但是你的心是寂滅的，它沒有去來相，這個時候照破，回到空，這個叫卷。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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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用、收，其實是體相用是當下完成的。 

如果你還要談舒跟卷的話，他說：「舒則彌游法界」，舒的話，機用的話，是不是十

方法界你都很明白？那卷的話，則空跡難尋，在每一個當下，安處的每一個一念當下，

全部很明白，可是也不是斷然的斷滅的進入到空，但是有的所有一切是畢竟空，也不會

去找到它的路徑、跡相、你的所得，是不是無所得？是不是舒跟卷？其實這只是學僧在

問的時候有出入相，他要回答的是沒有相。 

問：何者是法界？答：邊表不可得，名為法界。 

所以最後，問：「何者是法界？」答：「邊表不可得。」無量無邊，沒有什麼邊際，

也沒有什麼可表示，言語道斷，「名為法界。」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對於境這個東西，

因為「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這個境，跟「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

想，對境心數起」，兩個境就看每一個修行的人，你在什麼樣的境。如果你是清淨的覺

照，那個就不講境界，就是不講所謂的境、外境、雜染境、客塵，就不用這樣的解釋，

那麼這個境，也不是境了。這裡面我們還是對於每個修行者自己，在這過程裡面的點點

滴滴，再聽智達，這個智達法師他的《心境頌》，特別講心跟境。 

智達禪師《心境頌》 

境立心便起，心空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住，心境兩俱清。

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淨，知心境本清；知心

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這頌裡面他有講，他說：「境立心便起」，這個境立當然是講五蘊的雜染境，你境成

立了，你這個心是不是意識心，就是已經完成了？境立心便起，那你發現這個境跟發現

這個心，是不是心王、心所都有了？「心空境不生」，如果你知道這個時候我的意識心，

所以我這個意識心已經執取了，十二因緣法，十二因緣是不是無明緣行，行緣識？是不

是已經出來了？這個時候知道它畢竟空，你也不用懊悔，也不用回頭，不用怎樣，不用

痛苦，不用，你要知道這不要繼續下去，這個心意識不要接續著這樣滾，所以你心空，

這個上面抽掉這些雜染，對於事相上面它的道理知道，它有發生的過程，接受它，運作

它，但是放下它，心清淨起來，這個境是不是就無生了？當你這樣的這個境，是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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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再持續下去？是不是就此這個境就照破了？ 

如果不會修呢？「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如果你這個境成立了，你這個心就

在這個境裡面，合在一起，這個心跟境，兩個其實都是盲點，可是看不清楚的。你看不

清楚你的心，而這個境呢？也其實是你的意識所起的境，只在綁住你自己。這個是《心

境頌》裡面，很明白？ 

它說：「境心各自住，心境兩俱清。」如果你現在看外界的所有一切，與你有關，

與你無關，是不是都是屬於一個緣起？那這個緣起，我們這個境這個字，就給它客觀的

假名，這就是一種狀態。所以當這個狀態，那我能夠明白，不起五蘊，那我這個心是不

是產生作用？各自安住，各自安住，這個情況我明白，我也知道我的明白。我明白我的

明白，但是沒是非，「心境兩俱清」，是不是心呢？明白，然後這個境你看起來也是清淨

的，這是不是都能夠用清淨來讀一切？ 

「悟境心無起」，這個當下呢？你明白，你能夠產生作用，你的覺性產生作用，悟

這個境，可是心是無起的，沒有起五蘊的，對不對？是不是這就是悟？所以每一個當下，

修行在哪裡？每一個當下。「悟」就是那個當下，「迷」也就是那個當下。如果迷的話，

「心境共行」，是不是這樣？心跟境是兩個黏在一起，剛有比一個很大的動作給同學看，

黏著、黏膠，中間叫我執、法執，這是執，「迷心境共行」。 

「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如果你迷的話，這個境跟心是不是混亂了，兩個變

一體？這個時候心跟境其實在裡面縱橫，隨你怎麼發展，其實那個就是深陷在鐵圍山

內。是不是？用心意識堆積如須彌山這麼高的知見。 

那「悟境心元靜」，如果你瞭解這個境，但是你沒有五蘊，這個狀態是不是明白所

有一切？所以悟境心元靜，這個心還是保持是靜的，所以「知心境本清」，這個心也就

是覺性的作用跟這些境，其實本來就是清淨的，是加諸了自己的心意識的造作，你才這

裡產生煩惱境。 

「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泠泠。」所以明白自己這個覺性，

明白這個心，很明白，就沒有所謂境，你就不會在這裡有很多的知見產生。明瞭這個境，

其實它是因緣和合法，你這個心呢？也就了無形蹤，它就是一個覺性的作用而已，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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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蹤。 

「境虛心寂寂」，所以這個境呢？是幻化幻化，幻化幻化，你可以處理，但這處理

它也有時間空間的因緣。那在處理的過程，你的心是寂寂、明白、平靜的，「心照境泠

泠」，當你這個是已經明白了，境明白了，當你在運作看明白的過程裡面，這個境呢？

還是沒有是非的，還是清涼的。泠泠意思是像水流的聲音，其實就是清涼的樣子。心照

這個境的時候，這個它並沒有什麼，它並不是有是非、有冷熱、什麼高下。 

我們之前不是有個禪師？這個寺被盜匪所燒，大家都躲到這個這屋樑上，大殿上

面，然後他也不看著這些寺被盜賊所燒，他就說：「快參！快參！快參！」有沒有？你

看，在那個當下，是不是「境虛心寂寂，心照境泠泠」？這些對他沒有影響，這樣就可

以比照。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說，我們知道修行人，就在每一個境起的時候，你境起的時候，發

生了覺照的功夫，而這個覺照就是一個過程。然後在這上面，一直是寂然的，發生作用，

很明白的，這樣子就是一種修行。 

讀到這樣，是不是覺得愈來愈有方法了？修行人不怕中間的過程，是只要你明白就

好，沒有人都沒有發生過過程的，世尊也有發生過過程，我們也看得很明白，六祖惠能

大師也是一樣有過程，很多的祖師大德都有過程，慢慢的我們一步一步再瞭解更多的。 

今天這個〈機緣第七〉就先說到這裡，這個機緣能不能接引，什麼時候問出個真正

的話來，而不是繞是非。一般都是繞在是非，這個跟佛性沒有關係，對不對？也不是在

問我這個過程怎麼突破？而是只是一種對世間的不滿，對事件的爭執，這個狀態，事件

上它是可以討論，它本來任何的事相上，就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它不應該是爭執。那你

對於看明白跟自己的過程，應該要抓住心法，這部經給我們很多很多的過程的點撥，有

一種模式，也有一些很清楚的提攜，該怎麼運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瞭解這個〈頓漸第八〉，這個〈頓漸第八〉就是最主要談到，神

秀大師跟六祖惠能大師在南北兩處，慈悲的度化眾生，這上面呢？眾生對於頓漸上面，

總有一些高下的比喻，那我們回溯一下，前面說到這裡，我們說了多少頓跟多少漸？這

裡面還沒有悟開，大家都是漸，是不是？你說我讀的是頓法最上乘，那個是六祖惠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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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跟這些大德在上乘，我們是還沒有搭上車，所以不可以對這個頓漸，已經有了一些揣

測跟分野。 

這個悟前跟悟後，一個起修的狀態，在悟前做了好多好多的功課。我們前面有舉大

德三十年、四十年做功夫的大有人在，而且還是出了家專修的這些歷史上的大德。有的

呢？到六祖惠能大師那邊去接受指導，依止在身邊，前面不是講八年、十五年、多少年

的，還有悟後的起修呢？這個師父是盯著看的，這一步一步在開發的，所以只有悟的那

一剎那叫頓，前面的功夫要不要做？這個大家總是希望，我能夠拉，我能夠摸到那個頓，

這個是一種超高的幻想，我們來瞭解一段經文。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

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 

先讀到這裡，這個回到所謂總論，總論當時的相狀。這個當時六祖惠能大師，他是

居住在曹溪的寶林寺，當然曹溪是指南方韶州這個寶林寺；神秀大師呢？他是安住在荊

南的玉泉寺，荊南就是現今湖北省當陽縣附近，就是比較靠北方，他在那裡駐錫。當時

呢？南北兩宗其實都很興盛，大師跟神秀大師都很慈悲的在化度眾生，當時的學人就稱

為南能北秀，就是南呢？有惠能，北呢？有神秀。 

由於大家就是大眾有如此的稱呼，所以就有了南北兩宗，它的這種宗風的特色稱為

頓漸，有了這個頓跟漸的不同的分野。雖然是這樣，但是真正學佛的人，許多其實是不

瞭解兩宗，它是怎麼樣的一個修持的宗趣，也就是它的宗旨是怎麼的。其實現在聽一聽，

同學認識自己嗎？認識自己嗎？重點是你要認識自己，所謂誰是南誰是北與你無關。哪

個辦法是你相應的，佛法的知見是不是完整的，這才是跟自己息息相關的。 

神秀禪師 

這個神秀大師，我們就給同學做個補充，這個神秀北宗的神秀禪師，當然你這裡一

看，說前面「明鏡亦非臺」，你看，多高超！「本來無一物」，他前面不是講還有臺，還

有物嗎？這個神秀哪有什麼可看頭？此一時，彼一時，修行一定有過程。對不對？當時

神秀在那裡，他是很老實的修行；六祖惠能大師的根器不同，所以他已經契入空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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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忍和尚座下的時候，當然一點撥就開。所以當那個偈子去對那個偈子，似乎有高下，

但是最後呢？兩個都一樣是開發出來的人，這個時候跟那個時候是不一樣的。 

北宗神秀禪師者，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

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 

這個在講到神秀禪師，神秀禪師是開封的人，他姓李，俗家姓李。他很小的時候就

學儒學，而且對於儒家的這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這些都有，「博綜多聞」，也就是都

有學習，都有吸收，而且他是一個實踐者，這裡面有講。他說：「俄捨愛出家」，沒有多

久他在這讀儒學跟生活面，之後他就捨愛而出家去，「尋師訪道」，他很老實的想要去找

到一個自己的老師，「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他就慢慢參訪，一直到東山寺，就

遇到了五祖忍和尚。五祖忍和尚當時教大眾，也是「以坐禪為務」，也是一樣你如何身

心要寧靜下來，這是一個前方便，前面有講，世尊也是示現有這個禪修之相。對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