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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5》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以般若立場來看善惡，「一切諸法皆無實體」。是不是你有意識心起動無明，所

以才有善惡？對不對？那所有的相狀裡面，是不是因緣所生法？在因緣裡面呢？就是這

個環境、這個因素、這個心意識、這個無明所結構出來的相狀。那你以般若智慧來看它

畢竟的實相，它這是一個短暫的而已，它畢竟是空性。當善惡的結構，兩方只要有一方

是無為的，這個善惡的果就不一樣，它最後的果就不一樣。 

那你善惡的心念放在甲跟乙，兩個同存善跟惡，那一方是所謂傷害另外一方的，那

你會有答案是「這是善被惡所欺」。最後他們會不會得到平衡？這是時間、空間。那你

以般若智慧，你以第三者來看，這個善跟惡對你有沒有什麼意義？對你有沒有什麼意

義？就是一個批判的意義而已，就是一個批判的意義。 

那以眾生甲跟乙，中間只要有一方是入無為法位，這是入無為法，他不以受傷者，

或是另外的一個角色，去接受這件事，我們是不是色受想行識？當你不用意識去受它的

時候，在這當下就正受。正受環境裡面呈現出來的順或逆，順或逆都是因緣而已。 

就現在給你一碗很好吃的飯菜，跟打你一下，都是受。當你給你一碗很好吃的飯菜，

你就正受，正受就食物，你取之，飲食之，這因緣和合，這是一碗飯菜。當有一個人駡

你打你的時候，你也正受，你也正受於這就是一個因緣法，不圓滿的地方；那不圓滿的

背後，就是有一些該調整、該圓滿，被誤解，那就是心沒有辦法真知灼見，照了分明，

那這上面也沒有留著苦受。剛剛沒有留著樂受，而達到捨受，正受而無受，是不是就清

淨受？當你清淨受來看這些的時候，善惡其實都是空性。是不是這樣？所以它不是對

立，是平等一如。 

所以以若自覺悟，若自覺悟，境地上面，不立兩個立場這樣來看它，你不對立來看，

「你這個人好可惡，你這個人好慈悲」，你不是立這樣的相對論，這樣來看世界，你的

心就空無一物。但是你在負面的，譬如說在一個衝突之下，你是不住就不衝突。你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妙有，它實相裡面就是告訴你，你有些事情可以轉個彎，你應該做些什麼。

但是如果你住在這裡，就是虛妄分別。是不是就是虛妄分別？所以經論裡面在講到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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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都是要用智慧，來滅除善跟不善相對分別的執著，通達一切法無相、平等，如

果這樣，當然就是指這個人有般若智慧，通達覺悟的境界。 

我們眾生呢？在善惡裡面，都氣死閒人。是不是這樣？那你說眾生什麼叫善？什麼

叫惡？對你善的是恩人，對你惡的是不是恩人？是不是恩人？其實這輩子你最難能可貴

的，就是對你惡的人。你說怎麼是？難能可貴的是對我善的人。因為善會讓你憍慢，會

讓你憍慢，世俗裡面有一句「忠言逆耳」，但是你不能老是當忠臣，你有些時候你還是

知見分別一大堆的。有的人自己知見分別，其實自己在善惡裡面，要不強調善惡，那倒

不是。知道？ 

那我們以一個修行的角度，什麼叫善？什麼叫惡？善法跟惡法，以實相來講，就是

因緣結構的樣子不一樣，那你該圓滿的善法，有沒有要圓滿的地方？惡法有沒有要圓滿

的地方？都有，你既有善惡的話，就是有圓滿的地方。有的是人家對你好，是對方對你

釋放。有時候以這個因緣法裡面，應該就是這樣，共享這個物質，以六度來講，它名為

布施；以相狀上來講，這叫善行。使用語詞不一樣。然後不管你善行或是布施，是不是

都要達三輪體空？是不是這樣？所以善惡，它是沒有是非的，善惡是不二的。 

那多少人修行裡面，人家對你善，你能以空相來納受？對於惡，你也能以空相來納

受？多少人能這樣？多少人能這樣？那就是大德。大家都期待那個善，然後就是憎惡那

個惡，對不對？搞得自己心裡不平靜。那菩薩都在善裡還惡裡？菩薩都在善裡還惡裡？

我們當然要說菩薩沒有善惡，對不對？可是菩薩是不是都在行善，而無善之心？可是他

一定是度惡人，就是要轉變的。你以比較上來講，未證涅槃，善也是惡，因為會黏縛。

對不對？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他當然懂善惡，善惡的眾生概念。你以眾生的思想上來看善惡，

那不瞭解佛陀祂在講經的次第上來講，你對於善惡就會有一個硬邦邦的，死板刻板的這

種解釋法。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因為逆境而逆增上，所以那個惡，也就是善，沒有提婆達

多，世尊的功德、世尊的修為，還沒有辦法讓我們發現得那麼完整，沒有逆境的考核，

你還真的沒辦法過魔關。對不對？這個地方又講到，唉呀！你這麼說，我這個學道之人

增加了好多懷疑跟迷惑。我們都用學人，學人在經論裡面，其實它有一些定義的。聖賢

人，我們先來瞭解聖跟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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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者指見道以前調心離惡之人，謂凡夫離惡而未發無漏智，還沒有開發出漏盡通的

無漏智慧，不證理亦未斷惑，係見道以前之位階行人。簡要分之，以有漏智修善根者，

稱為賢者。 

賢跟聖，它是有所不同的，賢人講「善和之意」，就是說這個人身心都是善良的，「見

道以前，懂得調伏自心，調伏離惡之人，那這種人叫賢。也就是說是在凡夫，這個人還

是屬凡夫。」這個凡夫呢？離惡，他離惡，但未能發無漏智，他沒有發無漏智，「不證

理，亦未斷惑」，他沒有證得真理，他內心安住在清淨無為的理上面，也沒有辦法斷除

他所有的迷惑，這個是在見道位以前修行的相狀，這樣叫賢人，這樣叫賢。 

聖者係即指證見諦理，捨異生性之人；謂捨去凡夫之性，發無漏智而證理斷惑，屬

見道以後之位。簡要分之，以無漏智證見正理者，稱為聖者。 

那聖就不一樣，「聖呢？」是他會於正理，就出凡入聖，他「會於正理」，畢竟空的

道理，理事他明白，實相、時間、空間、因緣果，他明白，所以「證見諦理」，證見苦

集滅道這些諦理，「捨異生性之人」，也就是他不再是輪迴的凡夫，這個意思就是捨去凡

夫之性，「發無漏智而證理斷惑」，這是在講「見道位以後的這些聖者」。 

所以賢聖這樣知道？他差異在哪裡？有沒有斷惑證真、發無漏智。發無漏智就不會

有煩惱，就不會有煩惱。因為再怎麼樣，他都懂得空的道理，他都懂得理，事的背後畢

竟空的道理；而事在圓滿的時候，他也不會起煩惱，他會去圓滿它。所以要以有漏智，

有漏智就是世間，我們有比較級的，什麼才做比較好等等這些，「以有漏智來修善根的

人，稱為賢者；用無漏智來證見正理的，稱為聖者。」這樣知道意思？ 

但是呢？這個學人，學人的位置，現在我們為了解釋這個學人，需要學習的人，尚

需要學習的人。佛教徒在修道的階位上面，次第上面，如果還有要學習的地方，就叫學

人。所以以見道位之前的賢人，是不是一定是學人？是。以聖人也有分學人跟無學，意

思呢？就是說學人，如果以聖者來講，有人證得聖諦、四聖諦，菩薩證得，或是說聲聞

乘－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這四果來講，他本身裡面也有有漏跟無漏兩種五

陰，因為他有習氣，斷惑證真。 

上次不是跟同學解釋，開悟就像爆炸一樣？有沒有？那有的是炸開了小碎片小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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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的，那你還要一個一個逐一的去面對因緣，所有一切緣起的時候，再迴光返照，

把你累世的這些八識田中的這些再炸破。是不是這樣？悟有一些過程，是不是這樣？所

以這是因為什麼？結構問題。這是習氣，這習氣種子，八識田中的那些種子沒破盡。那

有的是一悟永悟，他安住在清淨當中，那就爆破的時候爆破。 

那我們講菩薩是不是入眾生，入三界中度化眾生？是不是這樣？這個菩薩，一地菩

薩回來的菩薩，如果一地，他在三界裡面不管哪一地，不一定講我們世間。這個一地菩

薩回來世間的時候，他一定會悟，他悟開的時候，爆炸有沒有完成微塵粒子，或是所有

一切消失於無形？不會，他一定大顆大顆粒子還很多。你說八地菩薩，再回來開悟的菩

薩，他會爆破得是不是很碎？是不是不一樣？中間是差什麼？就是過去阿賴耶識的種子

跟習氣，就是這個東西；所以一分一分，分分證法身。十地菩薩是不是還有一分無明？

直到成佛，對不對？所以這個地方在講，當你還沒有成佛之前，其實都叫學人。 

五種補特伽羅相續中，諸無漏法是學；五種補特伽羅者，謂隨信行、隨法行、信解、

見至、身證。二種補特伽羅相續中，諸無漏法是無學；二種補特伽羅者，謂慧解脫、俱

解脫。 

這裡面當然經論裡面有講，有漏的五陰跟無漏的五陰，縱使你見道位，如果你是隨

信行、隨法行、信解、見至、身證，這個五勝，發得真智，但是你還是有有漏跟無漏的

兩種五陰在，對不起！還是需要再學習，這叫學人。那如果畢竟得阿羅漢，現在的阿羅

漢我們直接把他當大阿羅漢，證得慧解脫、俱解脫（身心俱解脫），這種這兩聖才叫無

學。所以我們是不是常在學地？我們還是在學習狀態，千萬高傲不得，高慢不得。 

我們之前不是花很多時間告訴各位同學，在悟後起修，這些大德他講得很明白，悟

後起修要如何保任，自己安住清淨無為當中。要如何從有為轉無為，才入無為，而入無

為法。在起惑的時候，不要造業，記得要如何？就是無明沒有關係，無知沒有關係，要

不染汙，是不是談到不染汙無知？不染汙無知，你才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學習，慢慢的

開發，但基礎上，他是沒有有漏的五蘊，是不染汙的。只要你有有漏的五蘊情緒，就是

染汙，就是染汙的五蘊。這樣瞭解學人的定義？所以這個地方他說，讓我這個學人聽起

來更加的迷惑。那大師就回答。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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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汝，終無二說。」 

  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這個時候大師就回答，因為他問的是《涅槃經》，他說《涅槃經》在過去我曾經聽

過無盡藏比丘尼讀誦過一遍，那個是最早的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從五祖忍和尚那個地

方，到曹溪來，最早的時候那一段因緣。後來不是有追殺嗎？他就躲到山洞裡，然後在

獵人堆裡十幾年。他說當時我聽過這個無盡藏比丘尼誦讀一遍，我直接就為她講說經文

中的道理，我在說的過程裡面，沒有一字一義不符合經文的，甚至於現在在為你解說的

時候，我也沒有第二種說法。 

那志徹一聽，這是不是一個肯定的語詞？志徹一聽，其實他這個心是降伏的。他說：

「學人識量淺昧」，學人我學識、修為、心量、知見上面，都還沒有辦法融會貫通，所

以我尚在闇昧中，祈願和尚您慈悲委曲的再為我開示。是不是非常的恭敬，也非常的謙

卑？所以縱使六祖惠能大師用不一樣的語詞，他有沒有給他想壞？有沒有跟他對立？沒

有，他全部接受。這樣的人就能點撥，這樣的人就是弟子，他這個撥得開，但是不是笨。 

有的弟子他是師父說什麼好好好，笨笨的，自己對於法上面，沒有辦法再去擴充，

自己沒有辦法去融會貫通。這個疑問並不是問難，這個是疑問法，他是恭敬而疑問的，

對不對？那有的是批判而問難的，批判而問難的，就不用說。因為這前面這麼多，開始，

你看整個的頓漸跟前面的〈機緣品〉，都會有一個高低差，然後降伏；降伏心性之後，

才撥得開。是不是都這樣？這個就有一個模式。所以這個志徹他是完全降伏的，因為當

時他放他一命，所以他在這上面是完全沒有問難，沒有對立。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下一段

經文。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

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這個地方志徹非常謙恭的請大師委曲開示。這個六祖惠能大師說道，你知道嗎？佛

性，因為在經文裡面講到佛性常住，這一點是大家不會翻牌的吧？大家都知道佛性常

住，但是以眾生而言，這個佛性常住其實只是一個概念詞，只是世尊所說的佛性常住，

那我們以現代語詞來解釋，那是覺性。你什麼事情什麼東西，在在處處都能覺，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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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若把佛性用覺性來理解它，是比較容易銜接得上。 

那談到佛性常住，恆常住著，如果以一個恆常住著，你應該隨時隨地都能夠感覺到

那個清淨，都能夠安住在常樂我淨之中，但事實非也。事實是眾生有善惡諸法，心中有

好多好多不一樣的紛紛擾擾，念念的起，念念的滅。這裡面這個大師就說道，如果佛性

常住，你可以真實的感受得到，那還有什麼善惡種種的萬法出現在你的心中？它應該是

兩個不同時存在，那世尊也不用提攜種種去善惡的法門了。 

乃至於以現象來說，這個是以自古到這個時候的現象來說，乃至於窮盡劫數，也沒

有一個人真正瞭解佛性常住的時候，自己真的發了菩提心，認識了佛性這個東西。意思

呢？這個中間世尊開示悟入，講到佛性常住，其實大家還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好多好

多的時間，才透過辦法慢慢去看到自己隱而未顯的佛性。對不對？所以如果說常住這麼

容易一聽之後就明白，那眾生即可馬上這個佛性顯揚出來，那麼這個常住，才是真的絕

對容易感受得到這句話的正面意涵，但不是。 

有的人呢？修行裡面，其實大家都知道，偶爾自己在輕安之中，或許還因為努力的

放下，曾經有瞥見空性。但是在瞥見空性之後，是不是世俗的習氣又翻滾？而就又再湧

現。所以真正要掌握自己的佛性是常住嗎？這個在凡夫而言，真的是無法具體的去摸得

到，或看得到，或感受得到，體驗得到。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就說道：「故吾說無常」，他

是就於眾生而說。那他補述了，我所說，我這麼說，正是佛所說的真常之道也。這個我

們是在消釋這段文。 

當然裡面我們可以做一個深度的瞭解，我們一般把這個世間有為無常，無常！這個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不是我們把有為法無常是

一句？佛性常住是一句？我們是不是一般都這麼讀？所以我在找佛性，然後我知道有為

法是無常，所以一邊看著無常，一邊要找常，一般是不是這樣子？那重點在哪裡呢？重

點呢？就是大家就在想著，如果世間是無常，於是我就應該不要去執著世間；那佛性是

常，所以我要徹底的去看到我的佛性。所以我一邊要撇掉世間，一邊要去找這個清淨佛

性，一般是不是這樣？這個是次第法。 

也就是世尊祂看我們綁在哪裡？祂看我們綁在覺性錯用，執著無常為常，是不是這

樣？我們覺性錯用了，所以執著有為世間的一切，期待心希望它為常態。事實上眾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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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一切是無常？其實知道，每個人其實自己都知道，眾生只是開始的時候，以為、

期待，其實真正自己是知道無常的，但是強化自我的意識的期待心，不願意正視無常。

很多人其實你在物品丟失的時候，你都知道是無常，可是你不願意接受無常的事實，其

實只是這樣而已。那你能夠覺知常與無常的時候，是不是就是覺性？所以覺性本來就是

常的。 

那世尊在講這個無常的萬法的背後，祂不是跟你講這個無常，所以你不需要住在無

常中？這個無常可以泯滅，祂不是這樣說。祂的意思是說無常的背後，其實變異就是它

的常，而有常的佛性，就是你可以覺所有的無常。那我們就是不知道覺性的使用，其實

就是常在用，所以它是常住。那無常的背後，它的變異、無自主、主宰性，是不是寂然

的？所以有為法的背後，是不是就寂靜涅槃？是不是這樣？所以世尊祂並不是否認無常

的萬象，祂是跟你講，無常的背後你要看到真常之理，而覺性你覺錯了，有煩惱，這個

煩惱是無常，那你的覺性是沒有是非，它本來就是乾淨的，所以它是常處於涅槃狀態。 

所以有為的，是不是就是寂然涅槃，寂靜涅槃？清淨真如佛性，是不是也是寂靜涅

槃？所以真如、真理遍一切，佛性常，萬法無常。佛性在錯用的時候，顯無常，事實上

是常；萬法，在無常的相狀之下，其實它的變異性，它無自主性，是寂然涅槃，也是常。

所以這兩句話其實是同一句，不是兩句。但我們次第上來學習會把它分兩句，所以就會

有二乘，就會有二分法，是這樣來的。 

無常的現象中，其實就隱藏著常的真理；而常住清淨中，是不障礙緣起的。沒有一

個人有什麼能力，可以阻止一切因緣的發生跟變化。在法界緣起當中所有的一切，你沒

有任何的自主權可以說我掌握，時間停擺了、空氣凝滯了，所有的一切就此結束，沒有

這一回事。所以在寂然之中呢？這個緣起性空、世間相常住。這一小段可以瞭解了？ 

因為眾生有這樣的偏差，所以佛說三藏十二部都是方便，祂就是為了讓你看到，然

後所謂常與無常是方便說。你真正懂了之後，體會之後，常與無常它不是語言文字，它

沒有對立性，所以也就超越了所有一切，不談常與無常。 

那他說：「又一切諸法」，這個萬法假使是無常的，其實大家都知道無常。同學！你

認真的去知道一切，是不是無常？你今天如果是常態的話，那我們就叫礦物，但礦物長

時間也會有變異，那我們是不是就叫礦物？我們叫動物。植物雖然它在某一個定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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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六祖壇經 9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你給它播種了，其實它也會有擴大，一顆小小的種子它可以成大樹。小小的一顆種子，

可以無限的成長，然後再果實，這個種子再落地之後，是不是又延伸下去？ 

所以這裡面，萬法，我們看到它的相狀，就於一個小段它生命存在的相狀來講，可

以說是無常。那如果是無常的話，應該有一個起落，有一個生滅，那每一物跟每一物之

間，它有一個自我主宰性，來說自己在某一段的出生跟某一段的毀滅嗎？其實是沒有

的。當然這一段是六祖惠能大師的言詞。 

他說：「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如果說這個物跟物，它自己有自我的主宰性，

也能知道自己的生跟自己的死，但事實不然，因為萬法無自性，它是無自性的。如果剛

剛那一句，常住的話，那真常的佛性，就沒有遍及到有生死的這些物物。對不對？如果

我們說佛性常住，那物品我們說法性，我們就不說佛性。有情眾生用佛性來解釋，無情

的萬物我們說法性，所以法性是寂然。對不對？那你佛性，你成長生命所有運作的現場，

是不是在法性當中？你是不是在物跟自己的交流，有個變異的情形之下，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你這真常的佛性，是不是我可以使用在所謂有情上面，而不能夠來

解釋於無情？這個就變成兩個二分法，這個就是誤解佛法，這個就是二乘人。因為他這

裡就是要讓這個志徹產生大疑團，這是一個大疑團的引發之處。那麼你佛性在在處處，

山河大地，是不是世尊有講山河大地？這個所有的一切，與自己的四大是一樣的。自己

的四大是常，還是無常？現在都沒人敢說了。來！四大是常還是無常？四大是無常，那

山河大地是常還無常？那無常的背後又是真常，所以自己的四大呢？你看，這個就是疑

團了。這樣你們有沒有產生疑團？六祖惠能大師真厲害，是不是腦筋在打架？它就沒有

遍及一切。 

那色法，你的色法跟你的心法，是二法還一法？其實佛並不是要建構給你常的概念

或無常的概念，佛是要我們丟掉常的執著跟無常的恐懼。因為以佛性來講，它沒有語言

文字，以寂然、寂靜涅槃而言，它在這裡面，顯跟隱當中，並沒有特別的語言文字來表

達。這樣可以聽得懂嗎？起個大疑團好了，這個上面，六祖惠能大師這麼說，其實都是

為了志徹。 

這個志徹我們先來瞭解一下，志徹在開始的時候，當他叫張行昌的時候，他要刺殺

這個六祖惠能大師，所以他從「常」。後來六祖惠能大師不死，他從他自己的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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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可以辦得到的常，轉而瞭解自己的能力是無常的，因為這是造作的，對不對？這是

造作的，所以他從常轉為無常。也就是對於自己造作的這個部分，認定這個只是起心動

念，所以它是無常。 

另外呢？從六祖惠能大師赦免他的罪，這個當下呢？他認定要報恩，六祖惠能大師

赦免他的罪，是在無常中生起的，是不是？是不是無常中生起？然後他轉為常，因為他

應該要報恩。所以張行昌，也就是志徹，他有兩個矛盾點，一個是從自己的常轉為無常，

另外一個是從無常中，生起他內心執著的常態，要報恩，他的生命於是有了障礙，有了

束縛。 

我們如果以佛性，剛剛最早的那一番話解釋，我希望同學你能瞭解。學佛的開始，

為了泯除自己四顛倒「常樂我淨」，常顛倒、樂顛倒、我顛倒跟淨顛倒，所以世尊在常

的時候說無常，所以在常的時候說無常。然後二乘人呢？常顛倒，他認為是無常，所以

他不要了；樂顛倒，他認為是苦，所以我不追了，我也不想去追求那個樂，所以內心不

敢樂，也不想樂。很多修行人就是這樣，是不是？都開始悶悶的，對不對？自己老實講，

那過程一定會有的，就覺得樂有罪，然後覺得一切是苦，用苦來解釋。 

然後呢？初學佛的我顛倒裡面，什麼都認為主觀意識的這個我，所以世尊就講無

我，所以二乘人就一天到晚要無我，無我無我，追求無我，因為追求無我，才能夠萬緣

放下，才能夠摒除內心的這些東西。可是在摒除的時候，進入希望得一個無想，證得一

種空的體會，然後住在空裡面。這個過程就是從我的顛倒，想要追求一個無我的顛倒，

對不對？是不是慢慢進入引過來的陷阱，你本來是踏著泥濘的，那現在我給你黃金，我

給你涅槃，我給你無限這個清淨的東西，那眾生以為自己身口、身心是淨的，清淨的淨

顛倒。世尊講這哪是淨？三十六種穢物，心念，念念生滅，所以真正的寂然寂靜當中，

是所有一切不用意識的這種動盪，常住涅槃，所以這講到真正的清淨是什麼。於是眾生

其實不可能體悟到那裡，就假想，假想涅槃，假想清淨，是不是進入了，跨過來了？是

不是這樣？跨過來之後，怎麼破？ 

世尊再講，前面你顛倒世間；後面你顛倒，否認世間。在你否認世間之後，世尊要

跟你講，世間跟你架構起來的另外的一番理論，其實這一個常，一個斷，這是一個常，

一個斷。你要丟掉那個常跟無常，你要丟掉那個苦跟樂，你要丟掉那個我跟無我的追求，

你要丟掉淨與染的對立。當你完全都丟掉的時候，那就是涅槃的了義，這個時候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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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入了真常、真樂、真我、真淨，常樂我淨。 

所以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在說的地方，其實就是要反志徹，也就是行昌他的問題所

在。所以這一段你如果獨立把它作為佛法的一個指標來讀，不大能釐得清。但如果你把

現場，把張行昌這個人，志徹的身心問題套上去，就知道它的作用力是在開示悟入。客

觀了，就比較客觀，會這樣說，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跟他的方便。接下來六祖惠能大師他

就再補述了，他說： 

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

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

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  

這個就把他自己剛剛所說的話，做了一個調整。他說，佛的說法，乃是以各種的方

便、譬喻，祂所說法的對象，最開始是凡夫以及外道；而這些凡夫跟外道，執著於邪見

常樂我淨四種顛倒。那麼接下來呢？就是佛為這些已經進入修行的二乘人，這個二乘人

呢？他了知，「於常計無常」，了知常是無常，所以又計度分別，執著了無常、無樂、無

我、無淨，總共就有八種顛倒。所以在涅槃會上，世尊就把涅槃了義的教法，再度的重

新整合，說了出來，是要破除所謂凡夫外道跟二乘人他們的偏見，而很明確的說明佛陀

自證得的常，就是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你現在呢？「汝今依言背義」，你現在就是依著經文的言詞，是不是就著經文的言

詞？想要來瞭解它、揣測它，但違背了經文完整的義理，所以是在用斷滅的這種無常的

想法，同時內心裡又確定有固定不變的死跟常。剛剛我們談到這個志徹有兩個問題，一

個是從常後轉為認定無常，也就是世間的造作的部分；另外一個部分，是從赦罪而認定

要報恩跟佛性常在，所以他要去追求六祖惠能大師所證得的涅槃境界。因為他頭砍不下

去，他脖子伸長長的讓他砍三次，他說：「吾欠汝金，不欠汝命」，我只欠你金子，十兩

金，我沒有欠你一條命，你殺不了我的。所以當志徹感受到這個的時候，他是不是想要

去追那個「常」？是不是心中有了無常的認定？又有一個常的追索，是不是翻過來？是

不是這樣？所以剛剛的那一段話，其實就在翻他的念頭而已。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故意把佛性的常，用世間摸不到而說之為無常，就是前一段。把

世間萬象的所有一切無常說是常，是不是就是要反他？這一段話最主要是在讓志徹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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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再整理。他說到這個地方，志徹，就是「行昌忽然大悟」。但我們呢？是剎那迷糊，

對不對？為什麼差這麼多？因為你沒有進入二乘，所以你聽這一段翻不過來。這樣知

道？他這個是當機眾，這當機眾，你現在還在常的肯定，而是顛倒的。雖然你明明知道

是常，是無常，可是你的心裡真正呢？有沒有翻過那個常顛倒？沒有，可是志徹有，可

是這個行昌有。 

行昌當他砍不下六祖惠能大師，那他說我欠你金子，沒有欠你一條命，他馬上昏倒

呢？那個衝擊有多大？因為完全翻過去，他完全翻過去，常的概念跟需求跟無常的恐

怖，就都沒有，這叫涅槃了義，就是這一段，為了達到這樣的答案而已。而這個涅槃了

義呢？你真正安住的每一個當下，是明明白白，自己所做的也明白，過去沒有什麼好懊

悔的，現在安住於清淨真如、清淨當中，對於未來，每一個緣起的時候，就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