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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6》 

             印可法師宣講          

諸經論中，經論中有一個重要的偈子，在《法華經‧方便品》講到。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 

佛不用談佛性，是凡夫才需要談佛性。需要談佛性的，也就他有世間相，對不對？

清楚嗎？這就是《法華經》裡面講到的。所以《法華經》最後要跟你講，世間相，你不

用想，它叫隨緣一切，有為變化，現象裡面，蘊含真如不變之理。你既然有世間相，它

即有真如。對不對？如果離開世間的現象，那就沒有常住不變的道理，不用談，也就是

真正成佛者，你悟入清淨真如、佛性，不管什麼都可以，這個都安立假名，真正悟入者，

不談有為無為，不談真如，不談世間相，那叫做常樂我淨，叫寂靜涅槃，這個就是性相

如如，事理不二的道理，也就是大乘究竟之說，就是涅槃了義。但這個是不容易被接受

的，你必須已經體會過某一些，跟看得明白你的執著性，因為這個是在講畢竟空，不是

所謂對立空。 

世尊在經論裡面有講到，如果我們只看得懂世間相的常住，也就是凡夫。凡夫，那

間房子鋼筋混泥土，從我出生的時候就有，到我死的時候它還有，你在這一段裡面可能

都一直看到總統府，打比方。所以如果你只看到世間相的常住，而不知是無常者，這叫

凡夫的牛羊眼。如果只看到世間相的無常，這所有的一切變異，車子，第一年買新的，

二十年，用不到二十年，一定要報廢的，然後會老化等等，新的又出來了。以前沒有電

腦，現在有電腦，以前講電話，一定要有一條線拉著，現在哪裡都可以講。 

像這些呢？如果你只看到世間相的無常，而不知道常住的道理，這個叫小乘偏空的

僻眼，偏僻的僻。如果能於無常當中，了知它常住的道理，又在常住的任何的一種描述

裡面，知道它無常的義理，就是菩薩的實相眼。這一句比較不好懂，常住是不是有體悟

過的人知道，在空中生妙有，對不對？是不是空中生妙有？那這個妙有是常還無常？這

個妙有的相狀是無常，它的道理是常。那你的空是常還無常？亦常也可以說是無常。以

證悟過不退的人，他是常；以凡夫偶爾沒有雜染的狀態，說無常。所以這些是不是都世

間語言文字？丟掉吧！丟掉它，而去懂得不管語言文字的背後，你安住的清淨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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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可建立萬法，這所有的一切無常的背後就是常，它就是因緣的顯跟隱。所以回

去要重讀常與無常，一定得重讀，因為都有某一種程度的概念建立起來了，某一種程度

的追求標立起來了。 

因為前面六祖惠能大師也為前一個說到：「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前面

為志誠說，你立起來有佛身、菩提、涅槃、解脫知見，努力要完成它也可以，你不立也

可以，那個程度問題，對不對？那就是你在前段、還中段、還後段？你需不需要用功？

在用功的時侯當然有一個標的，我這學期要考完，我才能夠晉升下一個年級，所以這個

叫立，我立這個檢覈的過程必要。當你畢業之後，你還需不需去回頭去看，還有前面的

考試要考嗎？沒有，那只有實用。對不對？是不是不立亦得？你已經飽滿了之後，這個

裡面已經化為無形。 

所以這個地方就講到，志徹他就是依著經文的言詞，在這裡面有了執著。現在六祖

惠能大師這番話，就要讓他對於所謂斷滅跟常或是無常的這些呢？都一起打翻。這個時

候行昌忽然大悟，也就是說了下面的這個偈，我們來瞭解一下這一段。 

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這個張行昌他聽到六祖惠能大師這個左右左右常斷常斷的一些立論之後，突然之間

明白自己的問題，而放下那個問題。前面的疑團，就是要讓你自己知道問題，放下那個

問題，而不是尋找那個答案。同學！我們修行裡面，常常有一個盲點，就是我有一個問

題，我要去找答案，所以我帶著我要尋找答案的這樣的一個念，跟這樣的一個動能，去

尋找這個答案，所以千山萬水，很累。最後找到那個答案，擁有那個答案，覺得這個累

是值得的，然後就擁抱這個答案，這個就是二乘人。 

那修行呢？知道自己這個問題，先反觀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而發生，這是另外一種

走法了。知道有一個問題，反觀我這個問題的發生的迷惑，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從哪裡

產生的；先放下這個問題，也放下這個迷惑，讓自己安住在沒有迷惑，也沒有問題裡面，

但會把覺性顯揚出來，去重看它原始的相狀，於是不用去找，是答案會現前，那是第二

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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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六祖壇經 9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我們一般都是用第一種辦法，對不對？要去找這個答案，這個答案只能靠別人給

我，跟佛給我。如果你用的是第二種辦法，當我有這個懷疑跟迷惑的時候，先看我這個

懷疑跟迷惑，起動是因為什麼，放下這個躁動，放下躁動，重新把全盤再看一次，不用

找，因為這個答案不需要別人給。當你不需要別人給，你看明白的時候，可能有假以為，

啊！我明白了就是這麼明白，答案就是這樣，這樣也叫擁抱答案，這樣就是成為一種自

我的境界。 

那剛剛的第一種辦法呢？唉呀！找到這個答案，擁抱這個答案，這數他人寶；這是

別人給的，是知見上的答案。剛剛第二種的這個，唉呀！我原來瞭解，原來就是這樣，

了然於心境界，而住在境界中，欣賞自己，這樣就住在某一種境界，兩種都不是最畢竟

的。也就是你如果了然於實相，你還能運作，忘掉你了知的一切，然後在這裡面，融入

在其中，無是非的能力展現，就是佛性顯了，然後去圓滿一切，沒有聲音了，沒有產生

再疑惑了，不會再產生疑惑，這樣子就叫開發。 

那我們講前一個，我有一個迷惑，我去找這個答案，當找到答案的時候，你還要驗

證這答案對不對，對不對？你會去驗證這答案對不對？到最後會發現要驗證的心，跟擁

抱這個答案，兩個都很累，所以能所一起放下的時候，原來的那個所有的實相卻明白了，

所以一回頭才知道走了好遠的路，這個就是大德常常在偈子裡說的。 

那我們開始都會學習第一種找答案，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就學著先放下能所，然

後現前跟不現前差異而已。不現前當中，若不現前，就安住定，慧未現，但日久，只要

你的佛性不死，你沒有要讓自己住在這種空的境界中，你自然會跨越過去。這樣，有意

思。 

這個地方張行昌忽然大悟，說了這個偈。他說，因守無常之心，二乘人守八顛倒，

眾生因為顛倒，而守著所謂常跟無常。眾生是不是守常，二乘人守無常？所以他自己，

現在在講是自己守著一個無常的心。那佛呢？為這一種眾生說到「有常住之佛性」，可

是佛說有常住之佛性，二乘人其實他還是讀是無常的，他還是讀無常。因為他的八顛倒

裡面，他們的眼睛裡面看到世尊，也是從所謂悉達多太子，然後出家、修行、成道，當

然降魔成道，慢慢的僧團，到成為一個老比丘，然後入涅槃。所以這個二乘人，他還是

看到世尊的這應化身，看到應化身其實是無常的。世尊在法華跟涅槃會上就一直在講「佛

性是常」，所以他就一直在最後，一直在重複強調這個，就是為了這個二乘人而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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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講的常，是在為看不到佛性的眾生而說，到法華跟涅槃會上，是為二乘人來說這個佛

性，那不知這個是方便。  

他說：「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我今天不在於意識上加以分析揣測，我離開了

一切心意識、覺受、概念、思想等等的這些，甚至於自己訂的標準，那佛性故而自然就

顯現了，因為他大悟。這個佛性是自性，其實不是大師您賜給我的，「非師相授與」，現

在發現原來是自己的，「我亦無所得」，事實上我也沒有什麼得到得不到的東西。因為大

悟是沒有得到什麼東西，而是一切都很明白，就是明白。沒有一絲的雲，沒有一點塵，

原來就這麼明白，自己所做的也很明白，現在在做什麼，也很明白，每個起心動念，也

很明白，每一個狀況也很明白，就這樣，所以沒有得到什麼東西。當你有失落才有得，

當你有不明，才有突然之間明白，那個只是那一個千分之一秒，噔！這樣，大悟了一下，

之後就明白，就沒有不明白，所以沒有暫時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我們對於《涅槃經》裡面有談一個主重點，還是給同學介紹一下。就叫「扶

律談常」。 

「扶律談常」係天台宗顯示涅槃經教說之用語。佛陀愍念末代鈍根之機，易起斷滅

之見，毀破戒法，亡失教乘，謂如來為無常。復誦讀外典，如是則戒乘並無，而淪喪法

身常住之慧命。  

這是天臺宗要把這個《涅槃經》教說，給它總合出來的一個語詞。主要是在講述「佛

陀愍念末代鈍根之機，容易起斷滅之見，或毀破戒法，亡失教乘」，也就是教也不明白

了，修行也不去修了，所以這個時候世尊才為大眾開演。「亡失教乘」，因為二乘人看如

來還是無常，其實你看無常的是化身，是那個色質身，佛說其實是常。對不對？所以「謂

如來無常，復誦讀外典」，有的人就所有一切就拿來參考參考，讀一讀，於是「戒乘並

無，而淪喪法身常住之慧命」，所以戒也不重要了，修行也不知道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最後呢？這法身常住的慧命也沒開發。 

佛陀乃於涅槃經中宣說戒律，扶助戒門（戒律）。又談佛性常住之理，扶助乘門（教

乘），故稱扶律談常。 

佛陀於是在《涅槃經》裡面宣說戒律，祂有談到戒律，「扶助戒門」，也就是要把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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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戒門這個地方，再讓大家看到它的重要，因為那是一個身口意的標準。「又談到

佛性常住之理，扶助乘門，故稱扶律談常。」也就是佛性常住，祂所證得的那個畢竟的

常樂我淨，讓大家這個一乘二乘三乘這個路徑、這個教乘，大家真的會依這樣子去修行。 

又涅槃經乃佛陀為末代鈍根之機，贖其法身之慧命，故為扶律談常之教，稱為末代

贖命之涅槃。 

涅槃四德 

如來自己所證得的常樂我淨，跟大家介紹一下。大乘涅槃與如來法身所具足的四

德，這叫做涅槃四德；達到涅槃境界的覺悟，是永遠不變的覺悟。我們一般來講覺悟，

會不會有一個煩惱習氣？上次有在講，有清淨的五蘊，或是有些時候那是有為的跟無為

的五蘊，像這些就是還沒有達畢竟涅槃，習氣沒有永斷。 

如果「達涅槃境界的覺悟，是永遠不變的覺悟，所以那個時候稱之為常。」所以講

佛。境界呢？是「無苦而安樂，稱之為樂。」所以我們在修行過程裡面，會不會有一些

苦樂交迭？煩惱現前等等這個時候，就是該用功的時候。而這個用功，不是對外用功，

是對內用功。如果方向弄錯了，這方向弄錯了，就想要扭轉乾坤、干預世界。對內用功，

就能夠證得無疾苦，之後呢？覺而行之，裡外都圓滿。所以如果你用功錯了方向，就是

一種期待心，所以修行裡面，當你如果這個境界裡面，有苦樂參雜的時候，就要小心，

就要小心，方向要對。「自由自在，毫無拘束，謂之我」，也就是佛，證得畢竟涅槃。「無

煩惱之染汙，謂之淨」，這個就是常樂我淨，就是涅槃四德。 

凡夫呢？不知道世界的真相，是無常、苦、無我、不淨，所以生了四種謬見。常，

就是以為人將永遠存在；樂，以為人生是快樂的；我，以為有自由自主可掌握的主體的

我。這個很嚴重，如果你這個我一成立，什麼東西都會跟著你而去定義它。那你說我已

全部否認我這個我，我就感覺我是行屍走肉，我就不知道怎麼活，所以我想滅掉我這個

我，不用，你不要愛你這個我，你只要無是非的我就可以了，你只要無是非無五蘊的我

就可以了。第一步走到這樣，走這樣，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凡夫以為淨身心是清淨

的，其實這是四顛倒。 

在當時印度早期的佛教，對治這個四顛倒，所以佛教我們學習「觀身不淨，觀受是

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念處，這個就是因為要對治四顛倒。這樣明白？那佛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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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我淨呢？就是如來法身所具有之四德。 

(一)常，謂如來法身其體常住，永遠不變不遷。我們為什麼會有退轉？為什麼會有

隔陰之迷？因為我們還不是如來。對不對？所以我們還有一些遮障。 

(二)樂，謂如來法身永離眾苦，住於涅槃寂滅之大樂。 

(三)我，謂如來法身自在無礙，為遠離有我無我二妄執之大我。剛剛是不是在講二

乘人其實有我，想要無我？所以會執著無我，追求無我，而站在我，站在我，要追求無

我，所以有時候真的想要入那個無餘依涅槃。對不對？ 

(四)淨，謂如來法身離垢無染，湛然清淨。這是常樂我淨四德的定義，很清楚。 

剛剛的這個扶律談常，就是如來要入涅槃之前，為我們這個末代的眾生，很慈悲的

再提攜一下。當時在法華會上跟涅槃會上，已證悟的世尊，當然知道這些弟子們有得證

清淨，所以跟他們講，你有多久多久以後會成佛，不是現在成佛，沒有一個說現在成佛

的，因為覺而未行圓滿，覺也不是遍一切，所以這裡面當然有祂的方便善巧。 

這個人他說「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我們在修行過程裡面要不要施功？施功！

施什麼功，施哪方向的功，跟什麼不施功。其實很明白，你如果弄明白，路很好走，弄

不明白，你就匍匐前進。這個《華嚴經》裡面世尊講： 

佛子！譬人乘船，欲渡大海，未至大海，多用功力；入海以風，無復艱礙。 

他說譬如我們要進入覺性的大海，還沒有走到海邊的時候，你是不是要很努力一步

一步往前走？你是不是要丟掉你的包袱？他說「譬人乘船」，你要渡大海，還沒有到大

海的時候，你是不是要很努力往前走？到了大海的時候，就是隨著這個風向，這個船就

會自然駛了。「入海以風，無復艱礙」，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一日之行，過先功力，於百千歲所不能及。 

「一日之行」，一天裡面所行的多遠的這個距離，「過先功力」，比之前你很努力很

努力的往前的那些，所消耗的體能各方面，是不是輕鬆多了？所以「過先功力，於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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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所不能及。」 

菩薩亦如是，多集善根，乘大乘船，入菩薩所行大智慧海，不施功力，能近一切諸

佛智慧，比本所行，若一劫、若百千萬劫所不能及。 

所以菩薩呢？菩薩也是一樣，在開始我們是不是障深慧淺？所以障深的時候，我們

是不是要對於緣起的所有一切，因緣法裡面，是不是多集無漏善？是不是多集善根？你

不思善不思惡裡面應該要圓滿，圓滿會傷人嗎？不會傷人的。你是因為有你自己要的標

準，你才會去傷人；打擊別人，因為為了要圓滿自己的理想，保護自己。所以菩薩在這

個過程是不是多集善根？我們這個善根要用無漏來解釋。「乘大乘船」，也就是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這個大乘的法船。 

「入菩薩所行大智慧海」，所以你的智慧從哪裡來？你的智慧從集善根跟本身的覺

性提高，在所有一切，止觀、三觀，對不對？在止觀雙運的過程裡面，安住於清淨中。

所以智慧是不是在集善根度眾的當中，也開發智慧？這個上面呢？當你有悟境進去的時

候，「不施功力」，就不用再有所謂困難的地方，這個地方不是說你不再修行，不再行，

不是！而是你不費吹灰之力，很自然的這個一路就這樣很順的，「能近一切諸佛智慧」。

這個比較呢？入了大智慧海之後，比較於你前面很辛苦的去思惟，或做什麼事等等這

些，時間有用多長，那作用力、工作有做多少，這些都過去不能比的。「若一劫、若百

千萬劫所不能及」，都不能及。 

我們先瞭解《大乘起信論列網疏》，蕅益大師他有講一段，他說，有人問。 

論主提問：一切眾生，一切諸法，皆同一法界，無有二相。 

是不是眾生跟諸法都是一法界，無有二相？是不是上一堂課也是這樣講？常的背

後，不礙無常；無常的背後，是真常。是不是同一法相？無有二相。 

據理，但因正念真如，何假修復一切善行？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要正念真如。如果大家都正念真如，那何必修

行，何必就是修復，做一些該做的善行，救一切眾生？這是論主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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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然！如摩尼寶本性明潔，在礦穢中，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

力，欲求清淨，終不可得。 

回答：「不然！」他說不然，這是一個譬喻，有一個摩尼寶，「在礦穢中」，跟砂石

在一起，你也要施功去把它磨乾淨了。對不對？這個磨這個施功，施在哪裡？這個汙穢

在哪裡？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施功是施自己，不是施外力的功？那外力的功，當你這個

所有一切會自然去圓滿它，它並不是斷滅的。 

真如之法，亦復如是，體雖明潔，具足功德，而被無邊客塵所染。 

這是在講我們這摩尼寶珠上面有沾惹了一些塵垢。 

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諸行，欲求清淨，終無得理。 

所以如果你在這上面，一開始就講不施功，是在講不要造作，如果講要勤加修行的

施功，是在施這裡功（指內心），這樣知道意思？如果你「不修諸行」，你沒有去圓滿它，

你要想要求清淨，就表示這個塵垢，你並沒有看清楚，並沒有滌除，「終無得理」，你不

會證得那個畢竟清淨的道理。 

是故，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眾生，離彼無邊客塵垢染，顯現真法。 

  先引喻，後法合，文並易知。 

這個在講發心的時候，所以我們常講「不施功」，他這個地方他講我今不施功，是

不是在講他後頭了？他前面有沒有施功？有，你看他離開六祖惠能大師之後，還皈依其

他的僧人出家，志徹。那出家多年，是不是很勤行的精進在修持？戒行清淨，有講。他

又想到六祖惠能大師當時赦他死罪的這個恩澤，所以又跑來謁見六祖惠能大師。是不

是？這個過程有沒有施功？有，到最後那一刻不施功，因為他的矛盾，他的常、無常這

些同存，放不下，六祖惠能大師跟他說這些是虛幻，這些是虛幻的，所以他才不施功。 

節錄汾陽無德禪師【行腳歌】節錄 

驅邪顯正自應知，勿使身心有散亂。道難行，塵易漫，頭頭物物須明見。區區役役

走東西，今古看來忙無限。我今行，勤自辨，莫教失卻來時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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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我們就給同學介紹這個汾陽的無德禪師，這個無德禪師他講到：「驅邪顯

正自應知。」所以施功施哪裡？開始要不要施功？是。「驅邪顯正自應知，勿使身心有

散亂，道難行，塵易漫」，是不是我們這些雜染習氣很容易潑灑出來？對不對？你習氣

不改，說你會成佛，那是要讓誰笑死？這個是自己的問題，這都是自己的問題。所以「道

難行，塵易漫，頭頭物物須明見」，凡事凡物任何的行住坐臥，點點滴滴，你都必須自

己很清楚。 

「區區役役走東西，今古看來忙無限」，因為自己想要學習，可是這個辦法呢？就

得由佛的開示悟入，跟祖師大德的點撥指點，所以就想要有一個辦法，因為自己不會產

生辦法，所以有一個辦法，所以走東西，四處奔波又去參訪，今古，過去跟現在看來這

些都很忙。但是到某一個程度，「我今行，勤自辨」，我今天所有該做的事情，我都不會

懈怠，而且我自己看得很明白，「莫教失卻來時伴」，不要讓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清淨本性，

我本具有的，不要失卻了，隱在背後要顯出來。 

舉足動步要分明，切忌被他虛使喚。入叢林，行大道，不著世間虛浩浩；堅求至理

不辭勞，剪去繁華休作造。 

「舉足動步要分明，切忌被他虛使喚」，自己的行住坐臥裡面看得很明白，不要被

這些妄想雜念，虛妄的東西來左右你。「入叢林，行大道，不著世間虛浩浩」，入叢林，

為什麼要入叢林？上個禮拜講出家，對不對？你為什麼要入叢林？當然為了證道，是不

是為了明心見性？所以「入叢林，行大道，不著世間虛浩浩」，不是你戀著世間的這些

事相。他說：「堅求至理不辭勞，剪去繁華休作造。」修行就是你要瞭解它真實的道理

是什麼，就是什麼？畢竟空、無為、清凈的道理，圓滿、圓融的道理。「不辭勞」，不是

說這種自我檢覈，修行其實是比追求外界來得辛苦，因為順無明，眾生覺得是得樂；逆

無明，眾生覺得是苦，這是眾生。 

凡夫是這樣，你現在肚子好餓，想吃一盤臭豆腐，是不是無明？順無明，吃到了，

好爽！沒吃到，好嘔！是不是這樣？所以是嘔比較難，還是吃得很爽口愉快比較難？當

然會去追逐。那你如果說我為什麼要吃臭豆腐？堅求至理，我為什麼無明起惑造業？我

為什麼心中一直想吃臭豆腐？好辛苦，臭豆腐是假相，我的心這個是煩惱習氣、慾望，

我肚子餓是可以存在的實相，但是想吃臭豆腐，就是自我意識的加強。檢覈一堆之後，

唉呀！原來借假修真，我可以進食，不一定是臭豆腐。不是要泯除掉你的能力，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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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那個至理。 

這個過程呢？逆這個無明是不是比較辛苦？這個慾望還在讓它那邊，無明與渴愛相

表裏，慾望在那邊一閃一閃，先不要閃了，是不是？然後最後釐清的時候，是不是自由

自在？沒有無明，是不是自由自在？就不談明，沒有無明，就不用談明。是不是「剪去

繁華休作造」？你就不會去造作，你隨順因緣去進食，吃該吃的，就是這樣而已。 

百衲衣，雲水襖，萬事無心離煩惱；千般巧妙不施功，直出輪迴生死道。 

所以「百衲衣，雲水襖」，襖就是厚一點的衣裳、背心，「萬事無心離煩惱，千般巧

妙不施功，直出輪迴生死道」，這個地方就講你得心應手了，萬事是不是無心？你不要

用造作的心，就沒有煩惱。可是很多人就是很煩惱，為什麼？他造作，他用意識的造作。

這裡講到「千般巧妙不施功」，如果你是安住於清淨不思善不思惡，而你的覺性顯發的，

隨因緣現起的實相而圓滿它，是不是叫巧妙？你不是內心要去施外界的功，你前面的這

些是一個過程，施功是一個過程，是在自己有煩惱雜念，如果已經無煩惱雜念的時候，

就不施功了，那念而無念。 

念佛也是一樣，開始念佛是不是施功？念到某個程度，你還施功嗎？念而無念，就

住在清凈中。佛就是我，我就是佛，這所有一切明明白白，沒有煩惱，沒有障礙。禪修

也一樣，開始要不要施功？要，數息一二三四五這樣很拚的，跟妄想雜念，跟那個腿痠、

麻、腫、脹、癢，跟脊椎的那種，是不是很拚？施功，到最後施不施功？不施功了，一

切自在了，對不對？所以「直出輪迴生死道」。那再下一段。 

只緣心地未安然，不羨榮華不怕辱，直教見性不從他，自家解唱還鄉曲。 

是不是這樣？這些沒有人代，如果心地未安然，心地未安然，不要在外界裡去追求，

不要心外求法，應該要「直教見性不從他」，這個都是要自家解唱，解脫，這還鄉曲都

是要自己去體解的。 

度平生，實安樂，蕩蕩縱橫無依托。四方八面應機緣，萬象森羅任寬廓。 

「度平生，實安樂，蕩蕩縱橫無依托」，這是在講悟後風光，蕩蕩縱橫無依托，所

以裡面根本就無障礙的，「四方八面應機緣」，四方八面就是所有緣起的時候，是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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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應去做它？「萬象森羅任寬廓」，森羅萬象的起，這是變化等等這些，你都任運自

如、自在，可是這裡面還是圓滿該做的。 

報四恩，拔三有，問答隨機易開口，五湖四海乍相逢，一擊雷音師子吼。悠悠自在

樂騰騰，大地乾坤無過咎。 

「報四恩，拔三有」，可是這四恩三有就不是壓力的，「問答隨機易開口，五湖四海

乍相逢，一擊雷音師子吼。」這在講接引眾生。「悠悠自在樂騰騰，大地乾坤無過咎」，

這講悟後的。 

這個過程是不是有講到施功跟不施功？在開始的時候，「勿使身心有散亂，頭頭物

物須明見，區區役役走東西」，是不是施功？到最後是不施功。所以施功是因為心中有

散亂，不安定，所以要有勇氣，那個決定的勇氣，不再心外求法。 

那等到你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就不要再造作，不要再造作，而你的覺性顯揚的時

候，這所有的一切，就是這麼自然。因為沒有人可以給你覺悟，也沒有人偷走你的佛性，

也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這樣子是不是很清楚？這個行昌大悟之後說了這個偈，當然

六祖惠能大師知道他開悟了。接下來。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這個時候大師就聽他說了，回答他，你今天徹底覺悟了，所以你的名字應該叫志徹，

於是志徹就禮謝大師而退，當然這志徹這個名號應該是大師給他的。 

同學！聽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對於今天的課做一點自我省思。今天的課我相信有給

同學一些常與無常的糾正，有沒有？有沒有？當你心中有一種擺動的時候，當你有一種

矛盾，修行人很多這個時候，唉呀！很瞭解，隔一陣子又矛盾了，當你有一種矛盾，常

斷兩邊的時候，你就要瞭解我這個矛跟我這個盾都是假的，如果我不要矛也不要盾，一

開始就說沒有矛盾，又落入斷滅，覺性不在。所以你有矛盾，沒有關係，就要知道指認

矛，是你的執著，盾也是你的執著；矛也是你的覺性，盾也是你的覺性，因為你能覺常

跟覺斷也都是覺性。沒有關係，就知道矛跟盾不衝突。你要把它綜合來看，既是矛亦是

盾，矛盾是不衝突，雖然它的名字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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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跟無常是不衝突，那只是你認知這一塊的時候叫常，你認知這一塊叫無常；其實

常的背後它有無常，無常的背後是常的道理。所以當你以後有矛盾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你現在轉左邊看這一面，你現在轉右邊再看這一面，這都不是你，因為看的是片面。可

是看左邊是覺，看右邊也是覺，兩邊都覺，叫覺錯而已，覺得不夠完整。你就告訴自己，

你只是覺得不夠完整，並不是你沒有覺，你應該要知道它是不矛盾的。空跟有，是不矛

盾的。這樣會處理你的矛盾嗎？接受你的矛盾嗎？ 

一般人是當拿矛，就打盾；當拿盾，就恨矛。所以你會討厭你自己的 A思想，又討

厭你的 B思想，你就分裂了。你要融合的去看，這樣就能夠從矛盾中去放下。產生對立

是在自己的心裡，並不是外界給你的。你的矛盾是由你住著這一面的相狀，跟住著這一

面的道理，那相狀跟道理常常有不一樣的解讀，你要知道一切無礙，一切無礙，真自由

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