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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1》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和尚呢？是指德高望重的出家人，也就是親教師的意思。這個在現代就比較不

是這樣用了，當時講到和尚就是指受戒者的師表，就是你要去受戒，為你授戒的戒和尚，

羯磨師。還有很多的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和尚，後世在近代沿用是弟子對師父的尊稱，

叫和尚，這是尊稱，臺語叫和尚。所以他說我今天聽聞和尚您一說，要糾正我對身心，

執著於那樣子的一種修行模式，有了一番新的領悟，「便契本心」，便契入了本心。但是

有沒有真正的開悟？沒有，還沒有，他只是契，才瞭解我這個點的一個瓶頸。 

他說：「弟子生死事大」，對弟子而言，現在我看生死這一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很重大的。這個生死我們要把它瞭解到就是輪迴、無明才有生死。所以「和尚大慈，更

為教示。」請和尚您大慈大悲，再給弟子一些些教誨開示。所以他還沒有悟的，他只是

懂得說，那個辦法可能現在我可以有另外一番的不一樣。後面六祖惠能大師有回答。 

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 

  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

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 

這個是對答，大師就回答他，因為他說請和尚來為我開示。當然六祖惠能大師知道，

你的和尚一定是有料的，因為他們彼此其實是尊敬的，只是你沒有辦法契入，一定你有

某一些瞭解，死板板的定在那裡。所以他就反問他說，「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

我聽說你的師父有教導開示你們，這些參學的依止的這些學生們戒定慧的修持法，「未

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不明白你的師父他在說戒定慧的時候，這個內容是什麼？

要你們怎麼修？「與吾說看」，你說說看，我參考參考。 

誠曰，志誠就回答：「神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所有的惡事惡念，都不要造

作，這個叫戒；「諸善奉行名為慧」，眾善奉行，所有該做的就要好好去完成它，這個就

叫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而內心裡面的意念這個上面要清淨，這個就是定。「彼說

如此」，他是如此教導我們，這麼說的。「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那不知道和尚您是用

什麼佛法，有這個準則嗎？在教誨學人。一個寺跟一個山其實都一定有它特殊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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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讓學人去遵循。這個大師就回答。 

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

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如果說我有什麼特殊的辦法，可以給所有來參學的

人，那麼我就誑騙你了，我就騙你了，我沒有什麼東西給人。「但且隨方解縛」，我只是

根據每個人他束縛的這個點，然後我幫他解套，意思六祖惠能大師就是看到你在哪裡綁

住了，你哪裡不對，他幫你撥這一塊，讓你自己去證悟；「假名三昧」，這個假立的名稱

就叫定，就叫三昧。只是這樣子，我沒有做些什麼事，就是你有什麼綁住了，告訴你，

幫你解套，說給你聽。那你能不能解套？就要看自己這個時候的相應。如果如同你師父

所說的戒定慧，是不是這是「是諸佛教」？是諸佛共通的教誨，是不是「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自淨其意」？是不是總說？這沒有錯。他說，如你的師父所說的戒定慧是不可

思議，確實是不可思議，是諸佛教，他說的跟佛是一樣的。 

那佛有略說，這個就是總綱。眾生你是初機的好了，你這個壞心眼行為錯亂一大堆，

是不是跟你講「諸惡莫作名為戒」？真的，我要改；「眾善奉行名為慧」，該做的事要做，

嗯！真的，我該去做；「自淨其意」，對！心思晃動，所以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沒有錯，

這不可思議。初學的是不是這樣？ 

再進階一點的話，那看諸惡莫作，惡的定義是什麼定義了？眾善奉行，什麼叫善？

你在中等的進入到某個程度，你這個惡是什麼惡？這個善是什麼善？是比較性的善法還

是無漏的善？「自淨其意名為定」，什麼叫自淨其意？還有意，要怎麼去淨化它？是不

是還有辦法存在？還有較量跟辦法。以中等的人來講，他能不能抽出無為法？這要看根

機了。可是這個「是諸佛教」，是不是所有一切都可以通用？ 

如果上上根器的人，「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會

自己翻牌的。你到某種根器的時候，什麼叫戒？什麼叫定？什麼叫慧？一切毫無所得。

對不對？所以不會被戒綁，不會被慧綁，不會被定所綁，所以他會自己去翻這個牌。但

是他翻過這個牌的過程，一定會有一番的對佛法全面的一種融通，然後重新定義什麼叫

戒，重新定義什麼叫善，是不是到不思善不思惡了？那到最後，什麼叫意？意，還是意

識的狀態。那如何這個意轉識成智，最後是要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而不是只是大原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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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不是到上上根器的人，會在這個上面有新的讀法？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他就說：「吾所見戒定慧又別」，我所說，依我的知見，當然

他這用見，意思是說我所說出來的，我要指導的原則，跟你師父所說的戒定慧，是有一

點不一樣。這個志誠是不是又撞擊到他原來進入的一個思想？ 

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 

  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 

志誠聽到「戒定慧就戒定慧，是諸佛教，怎麼還會有不同？」因為北方是屬於什麼？

他是用三藏十二部的漸次，次第教法，他是穩紮穩打的，安全牌，就這樣修行。那志誠

回答戒定慧應該就只有一種，怎麼還會有不同的？大師就回答，你的師父所說的戒定

慧，是在接引大乘人。大乘是不是要行菩薩道？所以是不是諸惡莫作？是不是要眾善奉

行？是不是要自淨其意？是不是大乘？那我所說的戒定慧，是在接引最上乘人，也就是

最中心的，智慧利根的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因為眾生在體悟跟理解的能力上面，

這個上面他的條件，他自己的根器，要看到自己佛性有快跟慢的差別，這前面講過很多，

不再重述。是不是每個人的條件，跟每個人領會的不一樣？一樣，這個我們很容易看得

懂。 

譬如說，有一件事情的描述，有的人他描述一次，三、五個人懂；有的人他描述十

次，他都聽不懂。這個就是悟解的不同，體悟跟瞭解理解的能力不一樣。在座當然男女

眾都有，女眾是不是文科比較強？男眾是不是理科比較強？是不是？領略情感是女眾比

較強，領略自己所得來評估自己的點點滴滴，是不是男眾比較厲害？哪一種比較容易

悟？迴光返照的容易悟？對不對？這樣知道嗎？ 

那女眾是不是在情感的糾葛上面，會比較綿密糾結，所以女眾只要翻過情，翻過那

個情，男眾翻名利，男眾翻名利，比較容易悟。男眾情比較可以，不要就不要，這樣，

可以丟下來。對不對？女眾呢？拖拖拉拉的，是不是？綿綿無絕期，放不下。可是男眾

對名利就不容易放了，他要的是名跟利。當然經論裡面也有說，經論說劣根性的粗糙凡

夫，重物質、重色法；那比較利一點的，重心法、重名利，這樣。 

所以你要看這個人還在物質上面，物質上面放不下，收集累積，用這個來包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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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跟安全感，尤其是安全感，這樣很麻煩。物質就會帶引你到某一種，你個人的滿

意的程度，那你就卡位了。那比較利根器的，他會去讀他內心點點滴滴的種種。這個上

面是不是悟解不同？你要領悟，要理解這個，要看到自己佛性，快跟慢，這個地方他就

讓志誠有個比對。 

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

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 

  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

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這個地方他就說出來，讓志誠你自己聽聽看，他說，我現在說出來，我所說的戒定

慧，是不是跟你師父的有一點點不一樣？我所說的戒定慧，是不離開每個人的清淨自

性，從這個角度而說出來的。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最後的時候你自己會去解釋它，你

自己會去翻那個牌。 

他說：「離體說法，名為相說」，如果要離開自性這個本體來說法的話，也就是叫做

相說。那個是就於大眾的相狀，一般你所看得到的事相而說。事相來講，你是不是凡事

做得好這個叫戒？可以應該做的要去做，像事相上是不是這樣？很有智慧，這件事他該

做了，自己內心呢？能夠穩定下來，這個叫相說。他說如果你只著重在這個相狀上，而

沒有把本體清淨的這一個點提出來的話，這些你沒有辦法徹悟的。因為自性常迷，相說

會使眾生還是在比對比對比對，而常常陷入迷昧當中。相說，理沒有出來，你的相是不

是生滅法？理是不是寂然常住？是本來無一物。 

所以如果你就相上來說，點點滴滴，點點滴滴，那永遠也講不完的，永遠一定有生

滅，一定有發生的過程。可是你理體上面的這個自性上面，你沒有辦法知道它真正的空

性。所以「須知」，你要知道「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都是從清淨的覺性裡面而發展

出大機用，這所有都是清淨中出來的，你一定要回歸這個清淨，是真戒定慧法，這個才

是真正的戒定慧。 

「聽吾偈曰」，那聽我說這個偈，這個地方「心地無非自性戒」，這個心地在不同的

經論裡面解釋不一樣，在戒法的時候，它講這個心地就是指這個戒。因為戒，以心為本，

戒是不是你心中有對錯的時候有戒？我們有兩種人沒有戒，一種，這要說大魔王，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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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對跟錯？其實就是他自己才對，是斷滅因果者，所以他否認有什麼對錯，那這種是

沒有戒的。那一種人呢？是如佛一樣，戒而無戒，一切圓滿，不起心動念，他沒有錯謬，

是從自性裡面，自然安住在清淨的所有一切軌則當中。 

這個心地這兩個字，在戒學上面就講，如世間的大地為基礎就是為基，所以戒就是

心地，戒就是心地，菩薩就是根據這個心而修行，所以這個心為地，也叫心地。這是在

菩薩的經論裡面就是講，這個菩薩的內心，你根據這個心，菩薩的戒其實就要端詳你的

起心動念，對不對？起什麼心？動什麼念？利他之心，覺悟之心，大心，是不是？這前

面有講過。在禪宗的心地，特別就是在指達磨祖師所傳的菩提就是心地，也就是達磨祖

師所傳的這個心地，就是清淨佛性的意思。所以這裡應該用什麼，就是以禪宗的這個解

釋，達磨祖師所傳的菩提，即心，也就是佛性，也就是覺性。 

所以「心地無非自性戒」，這個覺性，所有一切安住在其中，所有一切都沒有錯謬，

這個就是你由清淨的自性所發展出來的戒，你的覺性如果都是覺對，覺的是對的，是不

是就是自性清淨？你是不是安住在其中？但是不止這樣，下面「心地無癡自性慧」，在

這個安住清淨的覺性當中，它是沒有無明、沒有愚癡，也就是它根本智，這樣根本慧是

一直安住而一直在產生作用的，所以這個菩提是不是常住？這樣的意思。所以心地無癡

自性慧，就是這個自性慧講的是根本智，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出世間的智。如果沒有這個

出世間的智，就不是叫出世道人。如果我們有什麼樣的智慧，那這個是在世間的裡面的

功用。如果你心中還是有所謂的愚、闇、無明，看不明白，那麼就不是自性慧；真正出

世間是因為從清淨的覺性裡面，發展出來無雜染的，空與妙有，實相的智慧。 

菩薩自性慧的三個次第 

菩薩的自性慧裡面，我們現在是不是在講「心地無癡自性慧」？其實就是講覺性中

發出來的智慧。那我們是不是我們沒有那麼利根器？沒有辦法馬上安住在這個達摩祖師

所傳的菩提即心，所以我們是要學著菩薩。那個菩薩呢？這個過程他的自性慧它有三個

次第。 

一、謂能悟入一切所知。是不是第一個次第是你能悟入？你能夠悟入一切所知，你

一切所見的點點滴滴，現前的，你的根所對出來的東西，你能悟入。是不是覺性？覺性

能夠產生這個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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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已悟入一切所知。也就是你能夠覺知，然後進入。我們譬如現在有人走過，

你會知道有一個人走過，是不是也是瞭解？你的覺性有沒有產生作用？另外就是說已悟

入一切所知，他走過，內容是去幹麼？上淨房。是不是有內容？是不是這樣？這是第二

個階層，上淨房，打比方。 

三、及已悟入一切所知，揀擇諸法。第三個層次，是一個人走過去，你知道某某某，

安立假名，安立假名走過去，對於自己已悟入一切所知，眼所對根塵無是非，知道他去

上淨房。第三個階層是「已悟入一切所知，揀擇諸法」，你在這裡面呢？很明白，半個

小時上三次，啊！腸胃型感冒，怎麼幫他？你可以揀擇諸法，這樣知道？當然這是舉例。 

那你對於世間的所有一切，這在講菩薩，根對塵的時候：第一、能悟入，你的覺知

能覺，但是都是安住無是非的。第二、他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相狀？第三、你有那個能力

揀擇諸法，這是七覺分裡面的擇法分。那這個地方你有能力，有那個辦法，就利益眾生、

利他，覺、自覺，能不能幫他覺？不知道，但是能不能利他？這樣子，這個就是菩薩的

自性慧。他有這個智慧可以利益眾生，能不能覺悟眾生？這個可能有次第上跟能力上的

差異。 

那這個菩薩呢？「普緣一切，五明處轉。」菩薩，他是怎麼樣呢？「度眾在世間，

覺悟在中間。」對不對？所以菩薩他是怎麼呢？普緣一切，他是平等的緣一切，一切的

發生，然後呢？在五明處轉，這個五明就是菩薩行於世間的五種能力。 

菩薩的五明處 

第一、內明，對於一切因緣語言什麼等等這些都瞭解。 

  第二、因明處，就是他的因緣果法。 

  第三、醫方明處，就是菩薩對於醫方、醫療等等這些有瞭解。 

  第四，聲明處，聲音、語言這些世間的文學等等的。 

  第五、工業明處（工巧明），他是有技術的。 

這一些呢？菩薩在哪裡？就在這裡轉，就在這裡使用。他這個地方並不是陷入，而

是他在這裡利用這五明，這個就是世間，因為你度眾在世間，你是不是度眾在世間？所

以菩薩一定具足某些能力，問題他能不能轉？就這樣子。如果你能轉法輪，你能夠轉，

當然自己是菩薩的話，一定是內心有體會的，是安住，常遊畢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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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六祖壇經 9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那如果你在使用這五明，內明、因明、醫方明、聲明、工巧明，這裡面能夠以這樣

的方便，來利益眾生，行化，那麼就是叫菩薩的自性慧，當知即是菩薩一切慧之自性。

所以菩薩會在哪裡展現？會在這所有的一切能力裡展現，但是是不是菩薩就不一定了。 

我們世間裡面這種技術超好的，所有能力超高的人，有沒有？有，你如果去看大公

司的總裁，是不是？那最高的那個。有的工作很有經驗很有經驗，問題是他是不是菩薩？

就是看他有沒有安住清淨的自性，而發展出大機用。能夠自己安住在根本慧裡面，利益

眾生，轉法輪，這就是六祖惠能大師講的。 

「心地無亂自性定」。而這個心地呢？是沒有晃動，沒有錯謬，恆常的，穩定的，

這就是由清淨的覺性裡面發展出來的狀態，它本來的相狀就是這樣，本來無一物，這叫

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不增不減就是指真如，清淨的真如，就是法性，那你要看

法界也是一樣，所以法身是不變的，常住的，遍一切處，無一法增，也無一法減，所以

我們講不增不減。對不對？「自金剛」，當你真的這個真實的戒定慧安住的時候，所有

的一切萬象來講，自己是不是具足圓滿？具足圓滿呢？如金剛的堅固，這是一個譬喻，

因為金剛堅固銳利能夠摧毀一切，所以它不是萬物所能夠破壞它的。就講到什麼？清淨

的覺性，所以這個金剛是取它最勝之義，它的道理，它的這種涵義。 

如果這樣，是不是才是真的叫戒定慧？從清淨覺性裡面做什麼事，該做，能夠用菩

薩的五明，在所有一切裡轉法輪，心地是恆定的。這樣子不增不減。你的覺性，你的真

如，不增不減，那這樣的果決，這樣的能力，這是殊勝的，自己絕對能摧毀所有的這些

障礙。「身去身來本三昧」，如果是這樣的話，不管你在在處處到哪裡去，都是安住於三

昧當中。是不是它這個說是從自性裡說？這一段，夠受用了。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師然

之。 

這個志誠聽了之後，聽了這個偈子之後非常的慚愧，於是也就向大師謝罪。為什麼

謝罪？因為他剛剛說戒定慧應該只有一種版本，你怎麼會有第二個版本？小小的質疑。

他一聽的時候，原來這是從最中心，我們每個人本有的清淨佛性這樣去講。什麼是你安

住的這個戒？這個戒是不是戒而無戒？才是清淨圓滿；而這個慧，是自發的，而且在每

個當下。那你的體性呢？覺性呢？本來無一物，是無晃動的，這裡面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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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了之後，於是向大師謝罪，瞭解了，就呈上自己的一偈。他說：「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原來自己的色受想行識，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知見，很多很多原

來灌輸進去的這些東西，還是成就了自己的五蘊，還是在這上面有所謂的分別、計較，

還是有自己的執著，還是有自己的意識，這個五蘊是幻。這在前面我們講過五蘊的修持，

所以在這裡不重提。這個「幻何究竟」？這個幻它究竟之處是什麼？你要追根究底去看

到這個幻，因為六祖惠能大師你講明白了，「迴趣真如」，追根究底其來自於一念不守真

如而已。 

那如果我懂得本自清淨，迴轉回來，趣入本來的覺性，沒有是非，消融掉這些幻境，

那麼五蘊是空。對不對？是不是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迴趣真

如，我現在才知道清淨的真如，根本就沒有這些語言文字，這些所謂戒定慧的事情，而

是它所有的展現。「法還不淨」，諸法還原它不淨的雜質，「本無生滅」。所以他說了這個

時候，「師然之」，六祖惠能大師許然之，這是他說的沒有錯，就說嗯！你說的是對的。 

，這裡呢？我們眾生在心念裡建構了很多的資料庫，很多的比對，也有很多自己暫

時之間的感受跟結論。諸佛都講，大德都講，無住吧！步虛空，空吧！因為那個就是我

們凡夫會動盪，暫時產生的意識結構。所以我們對於過去所做對與不對，所以大德有講：

「罪福俱空空亦空，無心繩子繫虛空，凍嶺梅英香噴鼻，從教雪火一爐紅。」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針對於志誠他所顯現出來的態度，當然他在講到這個戒定

慧，就談到「心地無非自性戒」，也就是你心中並沒有是非的對立，沒有錯謬的一些知

見的產生，這個狀態之下，是清淨中所發展出來無是非，也就是真持戒。 

在講到「心地無癡自性慧」，是由根本智清淨發生出來，能夠處理所有一切的事情，

並不是在世間的所謂事相上面有自己所謂想法、看法，而與實相不吻合。在上一次我們

略瞭解菩薩的自性慧，菩薩就是在這個五明處轉法輪，也就是行菩薩道在供養眾生的時

候，是根據於清淨的智慧而起作用，當然裡面一定有含帶我們在世間所學習的種種的技

藝。那「心地無亂自性定」，講到自性清淨，在所有一切當中，是如如不為所動，所以

這才是一種畢竟，自性所產生出來的定境。 

那這些說來說去之後，總是讓這個志誠產生極大的震撼。那談到自性呢？這個志誠

懂了，他自己的五蘊這是一個虛幻的存在，那真正的點呢？追根究底其實是自己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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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覺性本無是非，所以他在這個地方迴轉，迴轉之後，知道法無淨與不淨之分。任何

一句話，你以有是非的人，你聽起來所有的話都是是非；以沒是非的人，聽這些話都不

會產生是非，這個是不一樣的狀態。 

這個上面呢？人的眼睛總會去挑著，什麼事是叫做對，什麼事是叫做不對，這個標

準是在自己的，對於所有外界所看的、自己所聽的等等的，都有所謂知見，來評斷什麼

叫對與錯，這上面無非就產生了五蘊，跟這個知見的成立。這上面，六祖惠能大師對於

他所說的這個四句偈，是「許然之」，也就是，嗯！肯定他說的是沒錯，但這並不是大

徹大悟的偈子，他這個只是在講「發現自己」，這只是一種發現自己所呈現出來，迴光

返照體得的一個道理而已。所以六祖惠能大師繼續說道，就是下面的這一段。 

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

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

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 

先這一段，於是大師再向志誠繼續說道，你的師父他所說的戒定慧，是勸化一般的

大眾。這裡用小根智人，並不是所謂人有大小，我們不要從腦袋瓜裡的尺寸，以為這個

頭圍大一點就聰明，那得了大頭症不就是很聰明。所以這個地方也不是說大小的意思，

意思是一般程度的大眾。那我所說的戒定慧呢？乃是勸大根智人，也就是利根器之人，

就是能自我覺照之人。所謂什麼叫利根器？就是凡是懂得迴光返照，自我覺照，那這就

是利根器的人，由這一點來作為一種評判。並不是這個說一件事，就馬上知道很遠它的

變化，那個是可以練習的，那個是世間智。人家說觀微知著、舉一反三，對不對？你拿

那個東西，有一件事情你的態度如何，你的抉擇如何，他很聰明就知道你後面會發生什

麼事情，其實以佛法上來講，這個不叫大根智人，這是叫世智聰辯，這是世間智。 

所以有的人說你好聰明，你有夠聰明，那個世間的聰明，只會讓你有些時候有障礙。

因為你會揣測，你會用自己的想法，去決議這件事。你到底是要附和呢？還是你要抓把

柄呢？還是你要補充呢？還是你有批判呢？這一些都是就世間的世間相而去發展。但這

種聰明的人呢？在世間學裡面，或許可以做好一點的工作，可以有一些比較有領導性的

能力，那對於不能夠迴光返照，那與成佛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菩薩修行呢？他如果具足了這種世間的能力，也就是前面講的因明、工巧、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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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聲明等等的這些五明，他本身在學習的時候，有這樣敏捷的能力去學習，學習的速

度態度都很好，但是他最主要是他這個覺性是保持著的，他的清淨是很容易脫俗的；也

就世間的這些，俗世的這些，不會沈溺在裡面。那這種根器呢？又能夠迴光返照，看到

自己哪裡對了、高傲了、哪裡錯了，然後在這心念當中的發生總總。如果懂得迴光返照，

能夠及時去做一種修正，這才是利根器的人。那我們一般都會誤解於世間的能力，就等

於佛法的利根器，非也。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如果能夠悟得清淨的自性，在在處處行住坐臥之

間呢？是真正具足清淨的戒定慧，那也就不需要再安立何謂菩提，何謂涅槃，就不用再

跟你講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也不必說明安立什麼叫做解脫知見，終究修行裡

面是「無一法可得」。 

這在上次跟大家介紹無師之智，所有一切的修行，都得自己下手，都得自己好好修

持，而所證得的東西，都不是任何祖師大德或佛給你的，那個只是一個訊息，那是指月

之指，終究是無一法可得，而由自性中去體現出來的。這裡面是穩定，是不躁動的，所

以在畢竟空當中是現妙有，不住世間的萬象，而能夠達畢竟空，在妙有中，「方能建立

萬法」，隨一切的緣起，而隨緣起而覺、而行，隨緣滅而寂靜，所以萬法皆空，諸法實

相，畢竟空。 

「若解此意，亦名佛身」，如果瞭解這一番的意涵這個道理，也就是成就了佛身。

當然基礎講的這個佛身，由法身開始，而他在整個裡面的度化眾生，行住坐臥當中，也

就是指向我們前面所讀過的一體三身，「亦名菩提涅槃」，也就是達到菩提涅槃。那這個

過程，並不是死寂的，因為他有談到建立萬法，也就是了悟，並完成了解脫知見。如果

無住身心，自然智慧會湧現；如果你住著在世間的一切現象，或是你個人的知見跟道理，

對不起！你就是成就了五蘊身。也就是五蘊的世界，他不是懂得諸法實相。那不管你怎

麼樣去解釋它，總是還在繞情緒，還是五蘊。那這個地方呢？六祖惠能大師想要讓這個

志誠完全的明白，所以他繼續說道。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

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 

這個地方就講到一個見性之人，在立起來所謂的佛身，就前面的佛身、菩提、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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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知見，而努力的要完成它，也可以，也可以；但如果不安立這一些的目標，那也不

無不可，也沒有不可以。如果你做的一切，都完全的如諸法實相，在行住坐臥之間呢？

自由自在，隨後面所說的這一段，那麼你不立，本身就是了。那你如果立，也是告訴自

己，自我覺照，自己本身瞭解自己在什麼狀態。 

一個修行人當你小有體悟之後，你本身會知道你懂多少，不懂多少，在每一個狀態

之下，你的心浮動與不浮動。你不懂得，這個叫做不染汙無知，前面有講過，不染汙無

知是無罪的，你不要造作無明。你雖然是無知，但是你不染汙，所以你安住清淨中，實

相慢慢慢慢你就能夠現前而瞭解，智慧會慢慢的開發。所以菩薩依然有五十二個位次，

五十二階。 

那如果說你很明白，這件事明白，你還要明白的去檢覈這是不是實相，還是你的意

識造作。有些時候你的明白是所謂很多層次的，很多層次，客觀的去兜起來它的一個相

狀，而這個是不是實相呢？那這中間的因緣變化，又能掌握多少呢？這個上面就是修行

人自己知道的事實。這些如果你自己明白，智慧不現前，所有的一切當中呢？你只是安

住於清淨，但看不明白。所以有些時候會自己安立一個，我為成就三身，證所謂的證菩

提，然後得證涅槃，這些都是會自己去明白的。 

那自己在解脫之後有沒有開發？解脫知見完整否？這個上面你立也好，立起來，你

自己知道，你迴光返照的時候，自己有幾分證量。如果你在這裡面一切不需要立，而已

得，就如同下面：「去來自由，無滯無礙」，只要是你在在處處不管在這裡，不管在那裡，

來去之間能夠自由，無滯留也沒有罣礙，也就是沒障礙。在「應用隨作，應語隨答」，

在應當用的時候隨緣而圓滿，應當用語言來說法的時候，能夠就當時的狀況而應對，而

回答。在這種狀態之下呢？「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在一切應化救度眾生，隨緣說法

的時候，也就是顯現化身的功用，而總不離開是由自性清淨中而顯現的。如果是如此的

話，也就是所謂「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達這樣就叫做見性。 

所以這個意思是，其實我們也常常說到悟有深淺，每個人修行的過程悟有深淺，就

像以前舉例，爆炸一樣。你這一次你體悟的時候，你炸開了，你爆破的時候，是不是沒

有再留下微塵粒子？是不是畢竟空？如果說你這一次因為某一種障礙，某一種內心的迷

惑，而放下，當體體證空性，這個時候就像爆炸一樣，但這個爆炸呢？卻留著小小小小

一些一些的小單位，這小單位可能還要透過你悟後起修，每一次隨緣，隨緣，內心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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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現行？這個過去的八識田中的這些種子，有沒有起現行？這是習氣。如果你起現行

了，就等於有個東西沒爆破。是不是？你八識田中的那些還有你的習氣，這些並沒有爆

破，你這些就得這個悟後起修的時候，隨所有的因緣現起的時候，再一次真正安住清淨

中，迴光返照。那這裡面呢？再一次的小爆炸，這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