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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3》 

             印可法師宣講          

《楞嚴經擊節》： 

若是上根利智，必須裂開圈套，撲破疑團，從自己胸襟一一流出，棄其舊而開其新，

始自蓋天蓋地。 

《楞嚴經擊節》裡面有一段它特別在講，上根利器的人應該要怎麼修。它說：「若

是上根利智」，若你的根器很利，然後也不會有是非，這上面「必須裂開圈套」，如果有

任何瓶頸陷阱的時候，你必須裂開，意思說你懂得如何排除，你要如何抽拔出來。「撲

破疑團」，這個上面，這件事情我看不清楚，那你就無是非的把它看清楚，不要讓這個

不清楚一直哽在喉嚨，也不要看不清楚就討厭這件事或這個人，有的人就變成討厭了。

那利根器的，他是不起動那個情緒五蘊，可是他把看不清楚的這些，他一定要把它弄明

白。那弄明白裡面，它的因緣觀、它的時間、空間、環境，什麼什麼都會像剛剛講的，

都會很明白很明白，全部都湧現，很明白在這裡。那這個時候，能放下。那這個過程呢？

這個疑團終究會破的。 

這個疑團破了之後，你所有的一切，喔！原來如此，「從自己胸襟一一流出」，那個

般若智慧跟實相它會現前。這個實相你又看得很明白，沒有是非，然後你的心就很穩定，

平靜下來。人就是知見跟所有一切看錯了，用自己在解讀，所以才有煩惱。因為我們佛

性本清淨，本來無一物；就是你不明白，弄錯了，它不是對的，你才會掛在心上。如果

是很明白，所有的一切，你就會自然的這樣，所以這個智慧就一一流出。「棄其舊而開

其新」，你要記得你以前的知見，所有那些，那些舊的是習氣，而現在流出的般若智慧

是無是非的，這所有一切是看得很明白的，那它也有時間空間的條件，這些沒有障礙的，

沒有障礙。所以它有一段，它講： 

大凡看教，須得真實工夫到家，自有真實受用。 

所謂佛的這些教法，我們為什麼能悟？為什麼不能悟？「須得真實功夫到家」，你

真的自己必須去整理你自己的這些功夫，你要用法門，你要用法門，先把你那個雜染的

那一塊，先轉為清淨。然後之後呢？之後你真的都是要有這個心地功夫，這些起心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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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這些呢？要有功夫到家，自然會有真實的受用。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宗乘教語，必得如來真旨。 

它說你參就必須實參，有的人參就是：「他怎麼這樣？很可惡」，參他的可惡，這樣

就參錯了。這樣知道意思嗎？你愈參他，愈可惡，他怎麼這麼可惡？以前那樣也可惡，

現在也可惡，以後可能更可惡。因為你把重點放在是非中，你要參，譬如說他怎麼這麼

可惡？唉呀！是我心中想他可惡，這件事情的實相是什麼，因為我落入是非中，所以我

應該來參，實參，參，這個因緣法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有自己前因後果，自己看不

明白，自己的知見，這些是不是都參到？這參到，是不是就撥開？裂開圈套。參錯了，

他可惡，愈想愈可惡，你的情緒愈長愈長愈長愈大，灌水，它發芽。對不對？所以參須

實參，那才叫實參。 

「悟須實悟」，你悟到唉呀！一切寂然，你的內心再也沒有懷疑之處。那很多人沒

辦法改變現實的時候，你明白了這因緣果，這是果報。這事我還沒辦法圓滿，因緣也不

具足，就會怎麼樣？就會無作戒體，自己又要做好，然後會發願，對不對？會迴向，就

這樣。所以悟須實悟。所謂的宗或是乘，或是三藏十二部的教，或是透過語詞，「必得

如來真旨」，不管透過什麼樣的模式，你應該要得到如來所說的真實的旨意，祂不是在

講文字相上的東西。 

莫執文會義，隨語生解；直透詮旨，契會本心，無師之智現前。 

所以這個過程呢？不要在文字或是語言裡面，產生了你自己的知解，你瞭解的一部

分；要直透那個詮旨，真的要透達到那個實相畢竟空的道理，然後契會本心，這個時候

無師之智就會現前。這個是要自修的，每一個當下能修，也就叫頓修。 

天真之道不昧，消歸自己，冥合無遺，即不見有文字絲毫之相。 

所以所有的一切呢？都不再是闇沌不明的，所有的一切回歸，自己內心的所有的東

西，都能夠消融掉，最後呢？「冥合無遺」，跟佛的三藏十二部所說的實相之理，畢竟

空、正等正覺，是所有一切吻合，而沒有遺漏的。「即不見有文字絲毫之相」，也就沒有

文字相了，語言，你留在心中是不是就是一個塵，客塵？文字也是一樣，對不對？上次

跟同學介紹，證得解脫的那個當下，跟那個過程裡面，語言文字都不見了，語言文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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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然後任何語言都一樣，任何的文字也都沒有是非，所以會變成有一個重新學習的

狀態，重新開發。 

那些，就為什麼有的人悟後，看什麼經典就像白話一樣？因為它說的道理，就是實

相而已，他不會有障礙。那我們凡夫是不是有自己的很多知見？所以看不懂聽不懂佛所

說的，對不對？這個就是差異。你用清淨就知道它這個都在講清淨，講過程，講這個什

麼的。然後這些大德都在講，提攜我們他的過程跟辦法，這些文字就是在講這些，實相

本來就是空，這些的話你一讀就知道了。 

他為什麼回答這些話？因為志誠他開始有帶著一些對立的想法，所以他的戒定慧，

並不懂得什麼是真的戒定慧。所謂的戒定慧並不是一個相別上的，「相別」當然你不會

有錯謬，你真實的內心是寧靜的，而明白的，這樣子。接下來我們來瞭解，後面的另外

一個六祖惠能大師所接引的人，這一段相當的有故事情節。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

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

刺師。 

這一段已經演化到真的是所謂針鋒相對，要滅之為快，要把對方殲滅掉。這個僧志

徹，他來見六祖，要來行刺他的時候，他不是出家人，這個僧志徹是後來他出家。說有

一個僧人叫志徹，他以前發生的事情，他是住在江西的人，因為江西比較靠北方。所以

這個人他俗家的姓，姓張，名字叫行昌。他年少的時候就有俠義之氣，也會一些武功。 

自從這個南能北秀，就是南頓北漸，這二宗分別在兩處廣開法筵，度化眾生，這個

都是很興盛的，當時禪法。「二宗主雖亡彼我」，就是兩位的宗主，也就是神秀跟惠能大

師，上次有跟大家介紹，神秀大師還跟惠能大師寫了信，請他去北方，他說我長得比較

拙陋，所以那邊的人可能對我的相貌跟口音不會很相應，所以我不便前去，我還是在南

方。是不是都有一些互動？所以這兩位的宗主，其實他們沒有彼此較高低，也沒有分彼

我。因為這都是在說三藏十二部，都在講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哪有什麼高不高？就是

眾生有根器的不同，快慢在眾生，所以他們心中是沒有芥蒂的。 

但是「徒侶競起」，但是信眾門徒當中，就常常會有彼此之間的競爭，然後不斷的

發生了一些言詞衝突，彼此就產生了愛憎。愛，就是我師父最好，你們師父不好，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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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種想法。這種，人就是這樣，人就是愛分這個，說實在這個是害了自己。在佛門中

任何的一個團體，它講到這個的時候，就水火不容。如果說一個家庭裡面，會有我的想

法，你的想法；這個朝政當中，又有所謂左派右派，那誰是誰的門徒，誰就不是，相應

問題，就產生了這種偏愛跟憎恨。 

這個時候當時北宗神秀門下的弟子眾，自己就認為說神秀大師才是第六祖，因為他

一直等到五祖忍和尚圓寂，他才離開。當然五祖忍和尚對神秀是非常的器重，當時他也

是教授師。「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但是他們很擔心，我們說神秀才是第六祖，但是

這個祖衣，祖師的衣跟鉢，傳承是被惠能拿去的，這個不要被天下人知道，這個應該是

發生在就是蠻開頭的地方。所以他們嫉妒，嫉妒這個被大家知道，惠能其實是承受五祖

傳承下來的衣法。如果大家知道的時候，那神秀就不大可能光明正大的叫第六祖了，因

為傳承下去的祖只有一個。 

所以「乃囑行昌來刺師」，就私下買通，派遣這個張行昌到曹溪去，然後要刺殺六

祖惠能大師。這六祖惠能大師知不知道？知道啦！自己的這些災難，如果還不知道的

話，哪叫大師？所以這個師，這個下一段。 

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 

  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 

  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這個很有情節。這個大師他心中明白，很通透，他預先就知道有人要來行刺這麼一

件事，當北方發生派人過來的時候，他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先準備了十兩金，然後

放在座間，就是他座位的旁邊，就常常他坐的地方，當然這個座間，一定是他這個寮房

裡禪修的。因為誰晚上來殺你，這個大庭廣眾之下，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要來行殺，又

不是飛劍要斬黃龍，不一樣，對不對？所以因為他是暗地裡要來刺殺他的，所以他就把

那個金子，就放在自己座位的旁邊。 

時間到了，那一天的晚上夜裡，這個行昌，張行昌，當然他是少俠，他有功夫的，

他就潛入到六祖惠能大師的寮房，「將欲加害」，企圖要行刺，加害於他。這個大師，你

看這多不一樣，這個大師呢？「舒頸就之」，他就安然的把脖子伸長長的，讓你砍。他

就好！你來了，你拿了刀，脖子伸出去，讓你砍。「行昌揮刃者三」，這張行昌於是就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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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一連砍三次，就砍，三次喔！「悉無所損」，但大師絲毫沒有損傷。大家一定會想他

是不是穿了什麼鐵甲了？是不是？絲毫沒有損偒。 

大師就開口說話：「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因為這是有因果的，開悟之後的人看得

懂因果，上一次不是有跟同學講嗎？如果對你情感有需求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那是累

世有一點關係。如果是真的是沒有關係的眾生，你一定會明白，你會珍惜，那就是度化

眾生。對不對？如果他自己起了較量等等的，累世也沒有關係，然後你還是會珍惜他，

可是你不會甩他，因為那就沒有欠債，那是你自己心裡的問題。這樣聽懂嗎？對不對？

那他當然知道傷不了他，傷不了，所以他這個因果看得很明白。 

「正劍不邪，邪劍不正」，讓你砍，「只負汝金」，因為有人叫你來殺我，我只欠你

金子而已，「不負汝命」，我沒有欠你命，我沒有欠你一條命。像六祖惠能大師已經悟到

這個程度了的時候，所有的因緣果報他都看得明白。所以他知道，「只負汝金」，因為別

人請你來，那我過去，當然這裡沒有講，他是不是跟過去的因緣只是欠他金子，「不負

汝命」，我沒有欠你一條命，所以你殺不了我。他是安住在清淨當中，你殺不了我的。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 

這個時候這個張行昌一聽，大驚，嚇了一大跳，驚嚇到什麼程度呢？當下昏倒。因

為你砍三次，他都毫髮無傷，而且他說：「我只欠你金子，我沒有欠你命」，這句話多震

撼！這對於一個行走江湖的人而言，這是好大好大的震撼。 

我們一般總是會想到，自己如果在這上面有所功用力，我要辦得到這麼一件事，這

個事情就能夠被我所完成。你今天如果進了廚房，買了一個蘿蔔，拿了一把菜刀，你想

要把它斬成七塊就七塊，十塊即十塊，輕而易舉的。因為這個刀把握在你手上，使力的

是你個人，而這個物品呢？是你認為可以任你宰割的。 

這個惠能大師他依然的把頭伸出去，照理講，以這個能夠行走江湖的這樣的一個俠

士而言，刀在手上，劍在手上，我直接砍下去，人肉就是人肉，應該就是直接切成兩段，

但是沒有辦法，這個上面直接讓他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震驚。因為六祖惠能大師的當下，

並不是以報身或色身的角度，當你以無身想，你以無執著於色身的這種想法，就能夠轉

物。那我們修行總是會有一些過程，因為我們是物質四大和合，假有之身，所以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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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條件之下，總是會有它的結構，在結構之下，總有違安微恙的時候，感受上呢？

認同這個身體是我的，這個就是我的。那修行達到如六祖惠能大師這一般，這個身是虛

假的，他很明白。人當你能夠放掉這些的執著的時候，這個身所產生的任何的現象，不

是痛苦，它只是一個現象。是幻有嗎？意識結構在他的心中，這上面沒有所謂是不是的

問題。 

所以大師說「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因為他是正法，他是成就法身的。如果對於

一個成就的大德而言，沒有這麼因果的話，他根本不可能會受傷的。他說，我只欠你金

子，沒有欠你生命，這一句話對於這個張行昌而言，也是莫大的震撼。因為我沒有欠你

這條命，你收不了我的命，你砍不了我的命的；但我只欠你金子，因為別人用我的命交

換金子，你首肯。這上面在過去的因緣，六祖惠能大師是不是欠了他金子，當然這只有

六祖惠能大師的歷史，自己知道。 

張行昌一聽，大驚！當下昏倒在地。這不是一般人的根器呢。我們一般來講，我只

欠你金子，不欠你生命，這一句話對他並沒有多大的作用力；可是張行昌這個當下，他

對於我的能力竟然不能砍傷於你，這是個不可思議。而你只欠我金子，不欠我命，那麼

張行昌他對於生命的解讀，他基本上有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在座！我相信當過父母的，

你會覺得你孩子的命是你給的嗎？你覺得你可以掌握任何眾生的命嗎？當然以造作來

講，桌上的一隻螞蟻，你可以把牠揉一揉，灰塵，好像你可以這麼造作，那是不對等的

狀態。那是不對等，意思是什麼？你大牠小，這是你造作的，這在造作的角度，裡面它

有大小，你強壓。 

但對於平等的來講，六祖惠能大師知不知道自己的因果？知道，修行到這個程度，

不知道自己的因果，怎麼可能？知道眾生跟他的因緣，他也知道，所以他當然知道你殺

不了我的，因為我沒有欠你這條命。這個張行昌一反他過去，以為自己可以在這上面有

自主權，只要拿了金子，看到你這個人，我就可以讓你斃命，交差，這個是完全沒有因

果想法的。所以他能夠驚仆，聽到之後會昏倒，表示那個震盪有夠大！他並不是害怕，

他並不是害怕我殺不了你，而是這句話的震撼。 

當他醒過來之後，久久才醒過來，於是向大師求哀悔過，馬上他即願出家。怎麼可

能一個江湖俠士，馬上請求大師發願要出家，這裡面說明什麼，是有因果的，確實有因

果。可是我從不認識因果，我從不相信因果，可是確實有因果的；明明在我眼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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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我就砍不下去，而且你又知道，所以大師確實不可思議。那我生命裡面，自己所認

為的這些價值觀，其實可能都是錯的，所以張行昌他即願出家，他心裡會想到，你生命

裡面有多少東西，你迴光返照，必須去解讀你的價值，只有這幾句話，他即願出家，不

容易！  

那我們說出家因緣，從古至今，會想出家的人，他一定有一個點，他才會出家，而

且才會出成功。出家基本上他必須具足有一個念頭，那個念頭是出離，我們現在不要管

什麼離苦得樂、不離苦得樂，什麼叫樂，那是個別定義而已。而世尊說畢竟的常樂我淨，

在沒有證得常樂我淨的佛子們，也只能揣測常樂我淨。那個常樂我淨對佛子而言，它是

一個遠期難以想像的目標。但自己對於現在所存在身心的束縛，那種不得自在，想出離。 

婦女厭欲出家緣 

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

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厭惡淫欲，今故出

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 

講一個公案給同學聽，一個故事。這個《雜寶藏經》裡面，有一個婦女，她長得非

常的端正，就是「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她是在外道法裡面出家的。大

眾在看她長得這麼的標緻，長得非常的好看，就跟她說：「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

出家？」妳長得這麼的標緻，人見人愛，那妳為什麼要出家？難道妳日子過不下去了嗎？ 

這個婦女回答：「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厭惡淫欲」，她說並不是我長得

不端正，不是端不端正的問題，是我從小到現在，我就不喜歡男女淫慾的這麼一件事，

「今故出家」，所以我今天出家了。當然她有補述，原因我在家時，我在俗家的時候，

因為我長得很好看，「以端正故，早蒙處分」，因為我長得很端正，所以我早早就婚配給

別人了，早早就結婚了。 

早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

肯道。為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正欲具道，無顏之

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耳。」 

「早生男兒」，我生了男孩子，我的兒子，而且我這個兒子長大，「端正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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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的端正。長大了，然後很奇怪的，「轉覺羸損，如似病者」，然後很奇怪他長大之

後，卻身體一直虛弱，一直虛弱，一直虛弱，虛弱到即將死亡，就乾枯掉了。「我即問

兒病之由狀」，我就問我的兒子，你為什麼，你到底怎麼了？你怎麼愈來愈枯瘦如柴呢？

這個「兒不肯道」，這個兒子就死不肯說。這個母親看著他身體一天一天的枯瘦，一直

追問，你到底怎麼？你身體怎麼了？然後這個兒子他不能不說了，因為他快沒命了。 

「兒不獲已，而語母言」，他最後就跟他媽媽說了，他說我如果再不說出來，恐我

這個小命也不保了，然後我要說的時候，我又無言以對，我又不知道怎麼說，我覺得好

慚愧，「正欲具道，無顏之甚」，我真的覺得好丟臉。然後母親就說，你說吧，孩子！你

命已經奄奄一息了。他就說：「我欲得母，以私情欲」，母親啊！因為我太喜歡妳了，我

太愛妳了，我一天到晚就思想著，慾望無窮的想要跟妳交好，來滿足我的私慾。「以不

得故」，因為我不可能得到的，所以我就一直枯病了，他愛上他母親的美貌。 

母即語言：「自古以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

以存兒命。」 

這個時候，這個母即語言：「自古以來，何有此事？」從古至今，哪有兒子去愛母

親的，你怎麼會愛上我呢？她長得太好看了。然後這個母親自己心裡又想著，「我若不

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如果我今天不依著我兒子想要的這個慾望去滿

足他，我看我的兒子是一定會死的，我今天寧可違背世俗的這些禮節，讓我的兒子能活

下來吧。 

在中醫裡面有一個病，中醫裡面確實有這種病，這種病，叫白淫，也就是日思夜想，

就想著男女的這件事，於是呢？會筋痿，就是會產生這是精脫的現象，那慢慢人就整個

枯槁，最後呢？會死亡。那這個孩子就得了這個病，因為他所愛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

所以這個母親想著，如果我不從他的話，我這孩子恐怕是要死的，我寧可違背常理、亂

倫，來讓孩子保留這一條命，讓他圓滿。 

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床，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地獄。我即驚怖，

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 

「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就跟兒子講，來吧！你上床來吧！滿你的意。「兒將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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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劈裂」，這個兒子呢？他正要爬上床去，跟他母親交好的時候，地裂開，「我子即時

生身陷入地獄」，我的兒子當時就從這個裂開的地縫裡面，這樣掉下去。「我即驚怖，以

手挽兒」，我嚇一大跳，我驚恐的用手去抓我的兒子，「捉得兒髮」，我一把伸過去的時

候，只抓到我兒子頭上的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我只抓到我兒子的頭髮，

他還是從這個裂縫掉下去了，那他的頭髮現在還在我的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

我深深的感悟到這件事，所以我出家。 

因為世間人是被愛跟慾折磨著，而這裡面呢？為了要滿足所有你想要的這個強烈的

慾，而這些滿足都是因為你承認，你愛著這四大所有的感官上面的這種覺受，這是這個

女人。那我們來看佛經裡面，「眾生以淫慾正其命」，眾生是不是以淫慾正其命？你今天

要投胎轉世，是不是經過父精母血，父母交媾，二根相處？最後你識在中間，參與了，

所以以淫慾正其命，讓你的生命有一個基礎點，慢慢的長大，投胎，就是這樣。 

為什麼出家不管佛道或是外道的出家，出家的戒跟在家的戒，不管它有多嚴苛，所

有的一切多嚴苛，就有一條戒是完全不一樣，就是淫戒。《楞嚴經》所有都是在講，第

一個首重講的是為什麼會有魔？為什麼有五十陰魔？首重淫。所以這個當然這一番也是

經論裡面拿給同學聽。 

所以你怎麼看你生命的這個存續？你怎麼看你生命的存續？你有沒有曾經有那麼

一念，要出離世間的這個染著？有沒有？如果你有的話，當然你可能基礎點於哪一些不

同，有的所謂是棄離式的出家，那不算，我們現在在講正念出家。棄離式的出家，就因

為事業不順，家人有一個不測，遭受到意外，看到無常而出家。但你有沒有真正去瞭解，

你生命所有的紛飛，所有的煩惱，來自於無明，而無明與渴愛相表裏。這個渴愛，慢慢

延伸出來，以我們關係的結構，是不是以淫慾？就是這樣一代一代而來的，所以這是可

出離的，它並不是綁死而不能出離的。只是懂得離這個慾嗎？出家的因緣，有好多，當

然還有一些經論講出家的因緣，是輕鬆的，活潑的，這裡介紹給同學聽。 

破戒跟出家的關係 

復次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缽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

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阿羅漢。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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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裡面有講到破戒跟出家的關係。《智度論》裡面講：「佛法中的出家人，

雖然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缽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這是一部經，裡面

有講到出家之後，縱使你會破戒，你會入地獄，但是終究你還是能證解脫的。這一部經

裡面講到，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比丘尼，她最後證得六神通，獲得阿羅漢果。她就常

常入到很有錢的富貴人家裡面，去讚歎出家的功德，然後就跟這些貴婦講到說，「姐妹

可出家」，妳們其實是可以出家修行的。 

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但出家，

破戒便破。」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

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 

那這些貴婦就笑笑的說：「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我們長

得是年輕，姿色頗好，要持戒是很難，很辛苦的，又持不好，會破戒，所以幹麼出家，

自討苦吃？這個比丘尼，就優缽羅華比丘尼就回答：「但出家，破戒便破」，你如果有要

出家的話，首重先出了家，會破戒沒辦法，那就破戒吧！ 

這些貴婦人家就問她：「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破戒的話，是會下地獄的，

怎麼可以讓自己破戒呢？這個比丘尼又回答：「墮地獄便墮」，如果該墮地獄也該墮。這

貴婦人聽了就更是哈哈大笑！她就笑：「地獄受罪，云何可墮？」她說地獄是那麼辛苦

的，地獄受罪是無限期，怎麼可以破戒，然後下地獄？妳說破戒就破戒，墮地獄就墮地

獄吧。 

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

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 

這個比丘尼就回答，她說她自己，本生經自己的故事，她說：「我自憶念」，我回想

起我過去，「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

她說過去呢？我是一個戲子，這是演戲的女子，然後我常常都要穿著不一樣的身分的戲

服，說著一些世間的雜話。所謂戲嘛，就是引人情愛，引人產生那個五蘊，那個波盪，

愈激烈，愈附和，愈符合你心裡，那你就是愈相應，為他哭，為他笑，那戲就是演得好。

人生百態，就要讓你輪迴得更好，更入戲。然後我就是穿著比丘尼的衣服，然後也在嘻

笑著，那也在演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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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因緣故」，就這麼一點點的因緣，後來「到迦葉佛時，我就做了比丘尼。」

譬如你今天要演戲的時候，你的身分是演一個比丘尼，會不會去揣摩比丘尼？會吧？總

會去瞭解比丘尼該有什麼樣的言行舉止，對不對？這裡面或許會探討一二，是不是也植

了種子進去？她說，我呢？那一世出家當比丘尼。 

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 

那一世我自恃著，憍慢，自恃著自己種族，各方面都是殊勝的，而且長得很端正，

所以生起了憍慢心，最後也破了禁戒，當然這個禁戒講的是重，四重禁戒，破這個禁戒，

後來果報在地獄，受了種種的罪。這個沒有結束，繼續他說。 

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可

得道果。 

雖然我受重罪在地獄受苦，到圓滿的時候，這個果報受盡的時候，我在釋迦牟尼佛

出世的這一世，我跟隨著世尊出家，我出家得阿羅漢道。雖然我曾經破戒，但是我依然

可以得道果，因為罪性本空。 

那這裡面呢？當然有幾個點，我們是可以去思考它的，這或許跟我們的經文，並沒

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希望同學，你對於你生命修行這麼一件事，你必須看明白，到你成

佛之前，你沒出家才怪？要不然你釐不清出離是什麼東西。你對於生命的苦厄，跟生命

的那種不自主的染著，你毫無踩剎車的那種意圖。因為眾生是在這個雜染的習氣裡面不

斷的熏，你熏在這塊熏很多，你習以為常，積非成是，什麼時候你會真的去想到是畢竟

出離。這個是比丘尼的故事，雖然她曾經下地獄，但是最後她證得阿羅漢果。 

這裡面有一段，還是跟同學拿出來討論。有的人說我想去受菩薩戒，可是我怕破戒，

所以我不要去受菩薩戒。同學！如果你想受菩薩戒，你又怕破戒，你要不要去受菩薩戒？

要的理由是什麼？先受了再說，破戒了再說，是不是這樣？這個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

想法。對不對？那你要看，如果以一個法師，那法師有兩派，有的人說，你既然要受菩

薩戒的時候，你必須自己斟酌斟酌你的環境，這樣你爾後才不會犯戒，那你也不會很折

磨你自己，這是一派法師說。那一派法師說，你既想受菩薩戒，你有願心，最後你就可

以圓滿持你的戒，因為持戒是你自己的本身意願，有一派是這樣說。一個是就俗諦而言，

一個就法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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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上面，好，那我們不談誰是誰非，我們現在講，你受了菩薩戒，然後犯戒，會不

會入地獄？會不會？會，果報是一樣的。你沒有受菩薩戒？犯了這個戒，會不會入地獄？

也會，其實果報是一樣，你受不受戒都一樣在地獄。如果你犯的是四重：殺盜淫妄，一

樣。那你受了菩薩戒之後入地獄，跟沒受菩薩戒入地獄，它有差嗎？一個是知，一個是

不知。受了菩薩戒，你知道犯戒，你入地獄，是你知罪。對不對？不受菩薩戒，所以你

犯罪，入地獄是果報，而不知戒，你不知罪。知罪的比較容易起來，還是不知罪的比較

容易起來？知罪的比較容易起來，因為知罪就會慚愧，慚愧就會自然有這個贖罪，彌補，

自然那個柔軟心會跑出來。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它的答案都是在地獄，但出地獄的時間卻不一樣，受戒的比較快，受戒

的起來比較快，為什麼？我們心中的地獄，會讓我們不得自由，對不對？那你實質受地

獄去受報的時候，這個罪人不知悔過，是不是要受很多無間的極刑、酷刑，對不對？但

是如果你知罪，知錯的時候，這個時候呢？你的身心柔軟，地獄所有的景象，就不是真

的那麼苦了。這個就是這個故事。 

那我們在這個上面來講，每個人怎麼去讀自己生命裡面的點點滴滴，有的人是能夠

有自主的，有的人是不能自主的。那有的人他在這個精神層次的壓迫，是沒有辦法翻過

來的，這是性格上是比較懦弱的；有的人呢？他內心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自己會去自覺

這一塊，而自己翻過山越過領。所以佛意思是說植了這樣的一個種子，這種因緣是不可

思議，未來呢？會得無量功德，會成就道法。 

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白衣呢？雖然有五戒，大家也講，要把五戒持好，但是出家，如果你看得懂，你明

白你為什麼出家，你要真的去瞭解是為了自覺，就是為了自覺，覺他是一定要掛上去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要有出離。如果你想要證得無上菩提，基本上一定要有出離心，是

不是？還有清淨正見。對不對？所以這個出家這個一念，是可以讓你的生命，直接的說

吧，會有一個輪迴的截止點。 

講到這個，談到這裡，所以當他即願出家的時候，六祖惠能大師一聽，當然就知道

這是一個利根器的。他會不會把他當成：「你是一個刺客」，這樣，招呼一下，只要六祖

惠能大師開口一下，來人！是不是這個馬上五花大綁？對不對？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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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是不一樣。下面這一段經文。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 

六祖惠能大師於是就給他十兩金，師遂與金，就給他十兩金然後跟他說：「汝且去」，

你暫且趕快離開這兒吧，因為等一下只要我一開口，惟恐我這兒的信眾、徒弟等等，會

反過來加害於你，因為你要刺殺我。「汝可他日易形而來」，那你可以在以後改變你自己

的容貌、形象，再回來找我，「吾當攝受」，我會接受你當我的弟子的，因為他求出家，

但是這不是時候。這個時候，這個行昌當然就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