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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9》 

             印可法師宣講   

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深加器重，祖

既示滅，師遂往江陵當陽山。 

這個時候這個神秀，「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他就讚歎而且降伏了，他說：「這

個五祖確實是我的老師。」他在依止這個老師的時候，是如何做呢？很叫人感動的。你

不要看說他中間，還沒有悟到六祖惠能大師這樣，他為什麼在那裡能夠當教授師？前面

不是他也是教授大家？你一個能夠當教授師，那沒有那麼容易。他過程是：「誓心苦節，

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他誓願我是要好好的真的去修行，所以他發起這個自我的誓

願，我要好好的磨練我自己，所以「以樵汲自役」，我砍柴汲水我都願意去做，自己承

擔而真實在這裡付出，而求其道，在這裡呢？在五祖的身邊，要志求道業。 

「祖深加器重」，所以五祖忍和尚當然會器重他，這是一個實修又願意付出的，他

不是靠著貢高我慢的思想。你要看到前面，任何的這個大德的身邊，一定有這種人，而

且他在對於自己弟子的教學裡面，像之前不是也有給同學介紹，介紹一個文喜，他到仰

山座下，才得點撥而開悟？這個仰山不是說你開悟了，給你認可你開悟了，之後怎麼樣？

他叫他去當典座，有沒有？去大寮煮飯，那是最難搞定的工作，而且古時候的叢林，是

一千多人，三，五百人，都是大道場，這不是煮三個人、五個人，三十個人吃，他如何

能安住？ 

話說這個五祖忍和尚很深加器重他，當最後當然「祖既示滅，師遂往江陵當陽山。」

之後呢？五祖忍和尚把衣鉢交給惠能，惠能南下，他前面有講幾年後他就會過往、圓寂，

所以他一直在身邊的。這個神秀他就一直等到五祖示滅以後，於是他就離開到江陵的當

陽山這個地方去。 

當時他跟六祖惠能大師，五祖教神秀是第一棒，那接下來是六祖惠能，六祖惠能得

衣鉢而南下，那這個神秀呢？神秀他在五祖忍和尚的座下，他是上首，前面有講親教師。

那頓宗，直指人心，他當時的根器雖然那個時候沒有點撥開，但是呢？「飫聞飽參」，

他在這所有裡面，也是真實的在修持，那會不會開悟？自然有一番體悟，才會有後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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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景象。 

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

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  

  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  

  師有偈示眾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這個地方呢？當時唐朝的武則天武后，她就聽說了，聽說當時五祖忍和尚示寂之

後，他的最大的大弟子到這個當陽山，這個當陽山是比較靠北方的，這個武后於是就召

他，就召他進宮來。因為武則天這個武后，她也是崇仰佛法，「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

禮」，對他是畢恭畢敬，在大內裡面就是為這些百官們說法。這個武后就是很尊敬他，

就讓神秀再回到他原來住的這個當陽山，就是令他在當陽山這裡再建一個叫度門寺，再

建一個度門寺，很莊嚴，「以旌其德」，來表彰這個神秀大師的修為。 

以前是不是你修行各方面，或是說你對國家有貢獻，這個國王或皇帝是不是會把你

的古厝，你的故鄉大肆整頓一番？對不對？當時百官對他的崇敬的情形，這裡一講，大

家就會看得很明白，「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這個裡面的皇宮貴族都心悅誠服，

都對這個神秀神秀大師禮拜，對於他所說的法就是真的納受。 

到唐中宗即位之後，「尤加禮重」，特別的又對他禮遇。「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

子禮」，裡面有大臣要請問法要的時候，都以弟子的身分這樣屈恭，這樣來禮敬神秀禪

師。這個神秀禪師他就告訴大眾，他說：「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他說我們這個佛法，自心本具足，如果你還在外界裡面要追求這些佛法，就如同你捨棄

了你的父親，而你跑到外地去了。 

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

王公士庶皆至葬所。 

後來他在什麼時候圓寂呢？中宗的時候，神龍丙午年，他在東都天宮寺入滅，當時

追諡叫大通禪師，當時他入滅的時候，他幾乎是國師級的了，當時這個皇帝，皇帝就送

他的這個遺體，都是有建塔的，送到橋，然後王公士庶，就是這些大臣們、百官們，就

要一直送一直送，送到他葬的地方，表示多恭敬，這個是神秀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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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說那神秀他講的是這個漸法，那為什麼還得到這麼大的認同？其實我們必須

很瞭解，剛開始的時候，神秀跟惠能是不是同師弘忍？都是弘忍的弟子，他們都是去依

止禮拜同一個法師，叫五祖弘忍和尚，但是他們兩個的心性跟修行的辦法不大一樣，當

時只是這個神秀跟惠能他的悟性不大一樣，他修持的辦法不大一樣而已。 

及忍卒，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

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 

  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最後當這個忍和尚五祖弘忍法師圓寂之後，這個惠能大師就往韶州的廣果寺。就往

南走，中間我們前面不是有知道發生一些過程？還放火燒山，對不對？最後呢？他到韶

州，在韶陽這個地方，南方這個地方原來有很多很多的虎豹，就山中有老虎獅子、虎豹

這些東西，當這個惠能大師走到這裡的時候，一日之間，這些虎豹都不見了，都跑光了，

這就是有護法龍天。「遠近驚歎！」這個人來了之後，一日之間，這些兇猛的野獸，自

然遁藏，所以大家都很驚歎，這一定是個能人，這個是六祖惠能大師這邊發生的。 

那往北走，神秀他曾經奏武則天，他就上表。這個過程，神秀起步是比惠能早，因

為惠能還躲在獵人堆十五年，神秀他是在他的師父就五祖忍和尚圓寂之後，他就到當陽

山去。對不對？所以他在當陽山一定也是他有修證，才會有門徒，最後武后才會請他到

大內去，到皇宮去。那話說我們這樣瞭解，時間點這樣明白？ 

所以當時神秀當惠能出來之後，在南方是不是這個頓禪的，廣開法筵，接引很多人，

這個時候神秀他就奏武則天，他就跟則天皇帝說：「請召能赴闕」，請你，請你一定要下

召，把我們五祖忍和尚嫡傳正統法脈的這個惠能大師請到皇宮來，因為他是正傳的。其

實悟後的心胸是開闊的，不是像世俗人這樣，世俗人那邊比大小，這邊打那邊，那邊打

那邊。真正悟後的人，心如虛空，心大如海，哪有可能容不下的？ 

所以這個「能固辭」，這個惠能他就推托，他就辭去這個武則天她的詔書，就是召

他去皇宮。那秀，神秀自己又再寫一封信，「重邀之」，來邀六祖惠能大師請你到這個皇

宮來，為這個百姓宣揚佛法。他自己又寫信去，是不是有這種心胸？對不對？會不會是

南北敵對？不會，那都是下面的人，都是還沒轉過的人，才會這樣。我們前面不是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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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對不對？ 

「能謂使者曰」，因為信請使者捎來，惠能大師就跟捎信來的使者講：「吾形貌矬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我呢？長得矬陋，我長得比較不莊嚴，個兒也小小的，口音

呢？也比較不精準，不準確。他說「北土見之」，因為北方是個文化重鎮，它的文化水

平比較高，皇宮裡面，所以他說北土如果看到我這個樣子，恐怕不會很尊敬我所說出來

的所有的佛法，他就推辭。 

他又講：「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所以我們的師父，又特別說道我與

南方這邊，吾法緣，所以這也不要違背。實相就是如此，我法緣不在那個地方，那這個

就是推辭了，這是在則天皇帝的時候。那到中宗的時候，唐中宗不是更對神秀非常的推

崇嗎？到中宗的時候又召他入宮，當然這後面就有記載，我們就不再說了。這樣聽懂？ 

所以神秀是不是跟惠能大師會在那邊暗自較量？不會！哪會暗自較量？會暗自較

量是看不開的人，那個還沒有脫殼。所以「有紛爭者，其實都是兩宗之徒，非秀心也」，

其實不是神秀是這種心的，這樣聽一聽才知道，是不是很值得尊敬？那個過程是一個過

程，它不是最後的那個答案。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瞭解一段經文。 

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

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先讀到這裡，所以大師就常常針對眾人說的這些話，他就跟眾人說：「法本一宗」，

佛法本來就是一個宗旨，宇宙人生的真理、實相，哪有什麼特別的？哪有什麼特別？你

最後是不是要悟那個？是不是最後都是一樣的？「人有南北」，只是人的居住環境有分

布在南、分布在北，這個是一個環境，一個距離的因素而已。 

「法即一種」，佛法本來也就只有一種，「見有遲疾」，只是眾生的領悟上面，有快

跟慢的不同而已，是不是有的人快一點、慢一點？那你快一點的就說，「烏龜一樣慢，

你聽那個，你沒有用，你快點快點跟我走，你就比較快悟」，跟你走，他也是鴨子聽雷。

是不是？有的他就是在領悟上的有速度的差異，並不是說他人住在南或住在北。所以惠

能大師這樣回答的時候，是不是就很客觀？是不是很客觀？有的人會去強調殊勝的殊勝

的殊勝，相應最殊勝，能解脫，幫助他解脫，不是幫助他加壓，最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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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大師又說：「何名頓漸？」什麼叫做頓漸呢？他重複再講一次，「法無頓漸，人

有利鈍」，佛法沒有什麼頓跟漸，只是人的根器有利跟鈍的差別，所以體悟的時間上有

快跟慢而已，只是因為他體悟的快跟慢，所以才分出頓跟漸。 

甘泉和尚云：「夫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若未識者，以信為先；信者，信心

是佛。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自心是佛，心外無別佛。」 

這個地方我們就給同學補充一下，補充有一個甘泉禪師。一個甘泉禪師他就說，他

說：「發心入道，先須識本心。」我們今天發心你是不是要修行入道？先須，第一個準

則「先須識本心」，你就要知道你這個心，你要瞭解你這個心在做什麼，不是發心入道

就要瞭解別人在做什麼，那叫心外求法。有的人發心入道，來聽，我們是要聞思修，就

聽到什麼就是業相，什麼就是沒善根，我們什麼、什麼，回去說啊，你們這些業，沒善

根，你都沒有管你自己，都在管別人。是不是有人這樣？所以「發心入道，先須識本心」，

你就是要明白，明白自己到底這個心念裡面的五蘊等等這些，你要看到這個才對，修的

點是從這裡的。 

「未識者，以信為先」，那如果你還沒有辦法看到，你這個內心的所有的發生，這

些的時候，以信為先，那就是要清淨信，但是他有解釋，他有解釋這個信是什麼，你就

要以信為先。「信者，信心是佛」，你信是信什麼？信你這顆心，明瞭它，你可以修證，

你是佛，你可以成佛，當然以此類推所有眾生也一樣。「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自心是

佛。」他沒有信心，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你就不能承擔，說這顆心是要好好修的，所

有的一切，是不是由這個地方就開始？ 

「心外無別佛」，就每個眾生，世尊也一樣，是不是由這顆心修？有成就者他是不

是從那顆心修？是。成就者他是在修理我們，他成佛嗎？不是，他是不是先瞭解他自己

那顆心？到最後他修完之後，來帶引我們，是不是這樣？那我們是不是要先看到信自己

這個佛心、菩提心、覺性？是不是要信這個？「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自心是佛」，這

個不是講貢高我慢的話，不是，這是在講說你要知道你的道場在哪裡，你的第一個點在

哪裡，「心外無別佛」，世尊也是這樣，三世一切諸佛是不是都這樣修？到最後祂幫助我

們，我們也要照祂的路線這樣。 

舉動施為，更是阿誰？如是解者，一念相應，即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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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施為，更是阿誰？」那你在所有的行住坐臥的裡面，你要看明白你是誰，你

在做什麼事，你這個心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不要一天到晚要整理別人，不整理自己。對

不對？「如是解者」，如果你能夠這樣徹底瞭解這個基礎點的話，「一念相應，即名佛」，

如果你能相應這個清淨，你這個佛性就能顯揚了。 

所以這個甘泉禪師就講，是不是要明白？那我們如果明白原來就是從這裡開始起修

的，你這裡開始起修，是不是你的行住坐臥，就會從你正確的這個點？你也會尊重眾生

的佛性，這所有也是不干預，在所有也是要圓滿，也是所有一切是不是會改變？是不是

會改變？從這裡的所有一切，這裡改變，環境裡你就會去改變。你如果只是就事而這個

心不修的話，那是在有為造作，那只是就事上面。對不對？所以這是不是「法即一種」？

這個是甘泉禪師他在講。我們第一、我們沒有那麼利根器，我們沒有辦法明自心的時候，

是不是要相信我有佛性，眾生有佛性，我們能成佛？那這上面，所有的一切要看清楚，

用清淨，對不對？ 

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證悟。然上皆約今生而論，若遠推宿世，

則唯漸無頓。今頓漸者，已是多生漸熏而發現也。有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者，誠哉

此理，固不在言。 

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裡面它有講，它說：「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我現在開始

要學習的時候，我是不是因為我不瞭解？所以我要讀經也好，我要學著什麼也好，是不

是因為我要瞭解，我要修？這是因為你瞭解了，你原來不瞭解，你現在瞭解。聞思修，

你聞跟思是不是這一塊？聞跟思是不是這一塊？是不是因為你原來不瞭解，所以你現在

要聽聞，所以你要照這樣去做，去改變你自己？照這樣去思惟，照這樣去做正確的事，

這叫解悟。 

「因修而悟，叫證悟。」那你瞭解的時候，你是不是要再一直修正你自己？你在修

正，你照這個準則，我瞭解了，然後我再這樣去改變，這樣去做的時候，就是證悟，證

明我那個悟是對的。對不對？ 

那我們說頓漸差異在哪裡，這個是就「今生而論」，對這一輩子而說。你這一輩子

不明白的時候，是不是前面要聽經聞法？是不是要迴光返照？是不是這樣？聽經聞法、

迴光返照，是不是解？之後你解了時候，是不是悟了？之後要去修，要證明所有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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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是這樣，所以當你在悟的那一刻，是頓沒錯；那你前面解悟的過程，是漸沒錯，

這是對這一世。 

「若遠推宿世，則唯漸無頓」，當你類推到你宿世，你累生累劫是不是有很多習氣？

你有很多歷史，是不是有很多歷史？所以你為什麼現在有因緣果，因在前面造，中間有

一些發生，現在也在發生中，有一些是現在是果，有些是現在在發生中，所以如果你類

推你累世到現在的，只有漸而沒有頓。 

「今頓漸者」，那你如果說此生此世很快，有的人在解悟上面很快，在轉變自己，

改變的時候就證悟。今頓漸者，能夠很快速的這種人，「已是多生漸熏而發現也」，也就

是他多生累劫是有在聞思有基礎，而且他此生此世一聽的時候，就馬上會改，這是他累

世熏修而來。 

所以有云：「法無頓漸」，其實他全部是過去的累積。「頓漸在機者，誠哉此理」，所

謂頓跟漸，其實佛性不是因緣法，記得那個故事嗎？佛性是大家本具的，它不是因緣法，

它不是因緣法。那我們說要有結法緣，才能開發，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累積累積，累積累

積，不可能，暫時不可能回頭，所以有些時候必須藉由聽世尊開演，開示悟入，而開始

萌自己那個佛性。對不對？這個是就這樣的狀況而言。 

在每個人開始修行的時候，你納受法義，開始是不是在整理？自己不懂的去補足，

錯誤的知見是不是要推翻？這過程你會不會有思惟跟辯證？內心，你會擇法，對不對？

你會擇法，當你用心意識去擇法的時候，你只會跟自己的習氣，「這哪是人，這樣講」，

跟自己的習氣跟自己的顛倒是對打的。對不對？這個是一個一段時間，你會覺得佛法這

樣說對嗎？其實那個是世間知見。 

那如果說有的人他對於自己世間的這些東西，累世修為再來的人，他對於自己世間

的這種看法，他本來就不完全肯定它，他本來就是做保留，他本來就是保留。但有的人

就是滿滿的世間的這知見綁死，有的人他本來就是這樣做保留，世間這種想法也不過是

一群人的想法，你個別現在的想法。你發現你的想法，十年中間變異過很多次，價值觀，

從小到大，是不是也經過很多次的更新？是不是這樣？ 

如果說你慢慢在修行的時候，你發現你在整理你自己，整理你自己是不是此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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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懂得整理過去嗎？沒有，修行是不是都是那個當下在修？所以很多經典都是講那個當

下、當下、當下，那個是修的過程，對不對？那你這個當下當下去釐清貪瞋癡，是不是

放下？是不是就是會放下？對於自己的價值等等那些東西，都是平等的去看它，而這些

呢？也沒有什麼特別要保留的、個別的。當你這樣子開始對自己肯定，再否認，再不肯

定也不否認，再保留平等去看它，再知道這些，就是這麼剎那剎那，那這個剎那你也不

住，你也不住，這些情緒都沒有，放下的時候，他就會悟。可是悟，這個悟的狀態，就

是我們講五分法身裡面的解脫。 

同學！修行一定有答案，法無頓漸。佛祂要說出來的所有的過程歷史，人要怎麼修

為、開示悟入，就是眾生的佛性，也是般若的真智，這個本自具足，無增無減。如果我

們眾生障深慧淺，剛剛所講的是不是有個過程？而這過程歷時多久？不知道，有的人就

住在那個空境裡，有的人可能在這個空要邊緣的時候，世間的習氣名利心等等跑回來，

魔性沒有過，所以會有魔。那這個上面每個人的速度快慢，都不是任何一個人可干預的，

因為那是他自己，他自己的那個所謂障，他自己的障。 

那我們根有利鈍，我們障薄德厚者，一碰觸的時候，悟得快，障礙比較薄，然後功

德比較飽足飽滿，碰到的時候他悟得比較快，這叫頓，這就叫頓，那六祖惠能大師就是

這樣。是不是？所以他聽「應無所住生其心」，就唉呀！一切本有，所以修行就是這樣。 

那你說從空，從世間的雜染的顛倒，到進入解脫，到空生妙有，在有跟空裡面，已

經沒有所謂是非善惡；這生命的一切在具足中圓滿，那是自己的部分。但對於有關係沒

關係的眾生呢？因為大家都跟自己是一樣的，所以呢？會施設方便，施設方便，所以有

五性三乘，然後隨著眾生你是利或是你是鈍根，開出頓跟漸的辦法給他用，並不是你現

在需要某一種特別的頓跟漸。所以這個點，這個點讓同學知道，這一段發生，是一個過

程。那你怎麼明瞭到某些東西，當這些開始出來的時候，都叫無師之智，這就後面所講

的無師之智。開始是不是要有師？所以前面，你在未悟時是不是師度？悟後是不是自

度？六祖惠能大師是不是這樣？悟了自度。他說：「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

用處不同。」 

那我們現在，我們在迷，或是迷悟，是不是常常顛簸顛簸的時候，就是要有師？因

為你有迷。當你不迷之後，到最後完整在開發你的累世，跟所謂的所有的一切實相，這

個都完全明白，跟佛就沒有什麼兩樣。但是我們眾生明白到多少層次？如果這是一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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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89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有一切是大圓滿，就是所有一切是一個球體，圓滿的球體，你是不是圓滿到中間一塊？

看得懂三、五世，三千五百世，還是三萬五千世，所有細部的每一個有沒有都清楚？每

一個落點的因緣，會不會去圓滿它？而這裡面到你完成的時候，畢竟成佛是什麼樣的相

狀，走下去才知道。 

如果我還沒有發生這樣，我要記得「先識本心」，有境界之後，卡在魔位，智慧未

現前，什麼東西，這過程都是值得，一定是必要走過的，沒有什麼可以強迫，沒有，沒

有什麼可以強迫。沒有人可以強迫你，也沒有人可以說你沒有佛性，就是識自本心，每

一個識自本心。 

說為什麼當時就是南能北秀，南頓北漸，其實這是跟大環境，一切實相是有關係的。

北方是文化重鎮，對不對？你有某一種熏修的人，你的意識是不是有改造過？你是不是

有堆砌起你這一輩子所學的東西？是不是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也會結構，跟思

惟一定有某一種程度，所以這一定的。所以在北方的人，你已經是知識分子，你知識分

子怎麼學佛？次第接受合理的理論，而且步驟很明白，這個時候你是不是會接受了學

習，而試用各種辦法？是不是會這樣？在這種狀態你會證明確實是這樣，你會自己去想

要證明，因為你不想被騙。除非你宿世善根，這個聽了之後你馬上可以轉。 

要不然一般來講，你要證明這無誤，而且不會違逆自己的習氣、自己的喜好、名利

心，這個過程是要經過一番抗爭，跌跌撞撞，所以這些要證明一切無誤是很正常的。當

時漸教可以被普遍的接受，因為北方的這些文化重鎮有文化水平，這些人有所知障，有

意識形態，因為他是知識分子。所以神秀大師在北方，很明白，很能夠表達，這些王公

貴族、這些大臣能夠這麼禮遇禮敬他，因為他自己本身的出生的路徑就是這樣。他開始

是不是學儒學？是不是真實的在這裡面去修正自己？供養、奉獻自己，一點點一點點去

體悟，所以當然他所悟得的東西，他們怎麼翻掉那個知識的葛藤，因為他自己就要翻掉

知識的葛藤。接下來。 

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

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 

這一段，神秀的弟子其實不是神秀，神秀的弟子只是會譏笑諷刺說，什麼六祖惠能

大師？目不識丁，一個字都不懂，他能夠有什麼專長？他能夠用什麼來教人？神秀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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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六祖惠能大師他是得了無師之智，我剛剛前面是不是在講無師之智？講那個發生跟

那個湧現，跟那個過程，跟你如果從此世到累生累劫。到累生累劫你看得明白的時候，

你知道你有什麼業果，你會知道有什麼果，不是都不知道的。所以他得了無師之智，深

深的領悟上乘的佛法，我是不如他的。 

況且我的師父五祖忍和尚，親自將祖衣跟佛法都傳給了他，這豈是平白無故的這麼

一件事！是不是？神秀是不是說實話？所以在這上面來講，我們要瞭解所謂南頓北漸，

並不是說禪宗有什麼南跟北的大小區隔，其實就是適應者的辦法。 

在唐宣宗的時候，這個皇帝他對於所謂南北的禪法哪個為上，也有一番想要探討探

討的意思。所以有一天唐宣宗這個皇帝，他就請問弘辯禪師，他說禪宗為什麼有南北之

名？這個禪師在回答他的時候就非常的客觀。 

師對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輾轉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

祖。」 

師對曰，這個弘辯禪師就回答他：「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輾轉至二十八祖菩

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這是一個簡短的介紹，當時世尊是用正法眼藏，也就是

佛的心法，心心相印，付予大迦葉，你所悟得的完全沒錯，你繼續把這個法給傳承下去。

所以在印度傳了二十八祖、二十八代，到菩提達磨，上一次有跟大家介紹，他的師父說

你應當到震旦去，而且在什麼時候，是我圓寂之後的幾年之後，不要馬上去，因為法緣

未開。 

所以菩提達磨到中國來之後，還有在嵩山的少林寺有九年面壁，壁觀婆羅門，這個

就是一個時間空間、眾生根器，他有一些不可說不可說的這種法緣。所以在中國傳到第

五祖的忍大師，當時他的座下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

化。這是很客觀的介紹，當時五祖忍和尚有兩位最主要的弟子，一個叫惠能，他呢？得

這個衣鉢，衣法，然後在南方這個地方弘法；一名神秀，也就是在北方這裡揚化這個佛

法。 

「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他說他們所得的法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開導發悟，就是要開導眾生，讓眾生如何根據他的根器而來領悟佛法，有頓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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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有快速跟慢，其實這個根機是因為眾生，是因為眾生的差異，「故曰南頓北漸」，所

以才說南是頓、北是漸法，「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並不是禪宗本身就有所謂南與北。 

其實大家已經愈來愈明白，是因為眾生的根器。諸佛菩薩都是觀機逗教的，所以他

不會說我有什麼佛法，我有什麼辦法，我就是不教你，佛菩薩不會保留。對不對？所以

這個過程，就是我們要瞭解。上次也跟大家談到所謂的頓，頓悟就在當下那一刻；而前

面你的加行、你的學習要經過多久？就像禪門，不立文字。在大藏經裡面的這些有名號

的古大德，說到他的開悟偈，或是說到他做功夫的整個過程，有二十、三十、四十，對

不對？比比皆是。你說我是一個利利上根器者，今天就會跟大家說到，古大德有把他修

行裡面，最為危脆不好辨證的那一段，很仔細的描述，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慧能居於雙峰曹侯溪，神秀棲於江陵當陽山，同傳五祖之法，盛行天下。並德行相

高，於是道興南北。能為南宗、秀為北宗、以居處稱之也。 

在《祖庭事苑》裡面有講到，「惠能居於雙峯的曹侯溪，神秀棲于江陵的當陽山，

同傳五祖之法，盛行天下」，其實都是一樣的。「並德行相高」，其實都是一樣，他的道

德涵養，他自己所證悟的不可能不同，於是「道興南北」，所以這個佛法，在南北兩地

一樣是盛行，「能為南宗、秀為北宗、以居處稱之也。」這個是因為南方跟北方他的所

居之處，來特殊的讓它做一個分野，並不是它有所謂殊勝與不殊勝。 

其實什麼叫殊勝？相應最殊勝，到最後你悟開那個就是殊勝。有的人參訪明師，你

走了千山萬水，到最後悟開的那個就是你的明師。那前面的是什麼師，難道不是師？前

面的就是幼稚園小學的老師，你沒有那些基礎，又何來有最後那個臨門一腳踢破呢？ 

所以在我們前面，在前一品裡面〈機緣第七〉，六祖惠能大師是不是接引了非常多

的禪子？這些人去參六祖惠能大師之前，難道是白紙一張嗎？不是的，那個功夫綿綿密

密，不知道做了多久，自己只有最後一點點的釐不清的狀態。而且我們慢慢會瞭解，六

祖惠能大師在這個〈機緣品〉裡面，所描述出來接引的都是真實用功的，而最後他在這

裡踢破了他那個毛玻璃，踢破的就是悟開的那一個點，是因為他完全把心放下，來接受

這樣的指導。裡面並沒有講到有多少是六祖惠能大師，裡面一千多人裡面的人，對不對？

所以這上面是有一些可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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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當然他講到，六祖惠能大師得了無師之智。所謂的無師之智呢？講到的是

沒有師父的指導，而獨悟的智慧。如誰？如佛，佛所證得的智慧就是無師之智。祂不是

由教師，不是由老師，或是由外力、外星人來教導，或是什麼樣之前的，哪一番的言語

來教導而得。那又如緣覺，沒有佛的世界當時叫獨覺，緣覺或是獨覺的聖者，是自己由

觀察諸法的因緣生、因緣滅，不待師教而證成覺智，這個都是在講無師之智。 

當然無師之智呢？無上正等正覺講的是如佛所證的，其他呢？我們講三菩提，聲聞

也有聲聞之智，緣覺有緣覺之智，這個地方他講六祖惠能得無師之智，這是在講六祖惠

能他真實開發了。所謂任何悟者他的前面有沒有師，六祖惠能大師前面有沒有師？如果

我們把他的時間，我們把他生命的長河，就是一整個拓開來看，他累生累劫有沒有修？

有，因為他前面有講，對不對？他累生累劫有沒有修？有沒有最早的一個老師？我們不

可說沒。是不是？ 

釋迦牟尼佛跟阿難，在哪尊佛的座下一起發心？一起發心，然後慢慢的修行，經過

三大阿僧衹劫，成佛之後，示現八相成道。所以他雖然那一世是無師而自通，前面有沒

有修？也是有。所以以無師之智，是在講他已經飽滿到那個程度，他的利利根器，觀察

一切當中，能夠自己悟開，所以這個地方的無師之智，給同學做幾番的補充。 

在石頭希遷禪師裡面他有講：「汝心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

應用無方；三界六道，唯識心現；水月鏡像，有生滅耶？汝知之，無所不備。諸聖述言，

欲顯法身本寂，同歸根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