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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8》 

             印可法師宣講          

在六祖惠能大師入滅了二十年之後，北方就傳來說真正六祖就是神秀。然後有兩

次，因為六祖惠能大師他圓寂之後，就有做碑，以前的大德也有塔還有碑。因為大家都

離開了曹溪，那個碑文還兩次被這個北方的一些人把它磨掉，重寫那個傳承就是神秀，

這樣。事實上神秀也不在了，神秀根本不會跟六祖惠能大師還在暗槓，不會，兩個都作

古了，怎麼在空中還在看，他們也不留在那裡。這些弟子實在無聊，替我去爭個面子，

那面子我又不值錢，對不對？那個真是沒有意思的。 

這個時候他就想這何必如此呢？可是事實上六祖惠能大師有這個衣鉢，這個是事

實，他認為說學佛的人你不要去捏造，你何必捏造這樣，所以這個荷澤也就神會後來他

在那裡傳法，就一個人北上去詰問這個普寂說，你這裡真的有傳承嗎？拿出來。事實上

的過程，這個明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為什麼你們要捏造呢？為什麼要捏造這個不實。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這個普寂他沒有回應，他是靜靜的。他並沒有強烈的說，我有

傳承，我有衣鉢為證，其實都是門徒在較量的。後來他就寫了《顯宗記》，就把六祖惠

能大師這直指人心，然後佛法應該要如何徹見本心等等的這個寫了，著了這個記。之後

又再有一個地方，搭了一個臺，真的搭一個臺，然後當然那時候就會號召天下學佛的弟

子來這裡，聽他這個《顯宗記》，聽他要說的東西；於是他就據實的幾年怎麼樣，在曹

溪發生什麼事，弟子是誰，什麼、什麼、什麼，然後六祖惠能大師他過程，經過什麼，

一五一十的都講出來。 

這個時候的朝廷一聽之後，就知道要去查，那會去查。查了之後，果真大家也認同，

五祖忍和尚確實把衣鉢傳給惠能，沒有錯，但是得法的弟子有十人。後來這個藏經裡面

有講，事實上五祖旁出，除了六祖惠能大師以外，其實還有十個。六祖惠能大師自己傳

承的弟子，有四十三個，所以你四十三個裡面還要去推班長嗎？還是說我就是他唯一的

嫡傳弟子？這個應該都不是本人的作為。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有認可的弟子，他在身邊最

後會交代，你可以到一方去弘揚佛法，這個上面都有歷史，所以當時其實是有一番的這

些論辯。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就把這些事情說出來，肯定了，大家就肯定了，沒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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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惠能大師是五祖忍和尚衣鉢傳承下來的嫡傳弟子。但是其他的這些大德有十個，也都

是五祖忍和尚教導得法的法子，他沒有什麼錯，最後這六祖惠能大師的名號，「於焉」，

在歷史上肯定了他的位置。 

大家就會講，那七祖呢？由你荷澤來把這個地位肯定下來，所以你就是算是七祖

了；但另外在行思禪師那邊，在史上的記錄也是講他也是七祖。所以其實六祖惠能大師

既沒有把衣傳下來，所有得道者就是前面講「會佛法的人」，就是這樣，大家也不用在

這裡斤斤計較。 

那話說，這裡面，二十年裡面，為什麼他二十年後才弘揚頓教？是在二十年裡面，

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這麼接引眾生的這個頓法，當時一下子之間，就沒有那麼機鋒相

對，沒有辦法那麼的使用得好，所以弟子四處散到哪裡哪裡，各有自己的傳承。所以以

曹溪這個地方，剎那之間就沒有光彩了，那個地方就比較落沒了。 

然後這個禪法呢？因為北方這是文化重鎮，北方整個聽聞佛法的人愈來愈多，愈來

愈多，於是大家都覺得漸次性的去吸收佛法，是比較容易上手的。那你要根器很利，直

接接引能過，這個上面還要看每個人的修為，你準備到什麼程度。那要去撥，點撥你，

把你翻過去的，其實在四十三位的得法的弟子裡面，也各個有傳承，沒有錯，但是就沒

有像六祖惠能大師當時，一時之間，一時之間的名聲，這樣子。所以當時二十年裡面，

這荊吳這塊地方，就是原來六祖惠能大師弘法的這些地方呢？就慢慢的沒有什麼消息

了。 

然後在北方愈來愈盛，那愈來愈盛，中間有發生，就是辯論；辯論之後，只要一個

辯論之後，都會產生一些波盪，都會產生波盪，所以修行人他盡量不想造成這個辯論。

以後代我們來看待佛法的這種，所謂辯駁的事件，我們都會採取無諍，也就說你顯正就

好，你不要駁斥邪，這樣就好了。因為到末法它本來就是諍，很容易諍論，那你不管你

要顯正，或是你要所謂降伏邪魔歪道，只要產生諍論的時候，它最後都會有一個震盪，

而這個震盪，都是在不服的人心裡，你不服的人心裡，他就會把這個一直擴張出去。 

那當時北方因為座大人多，於是很多沒有檢點的事情就出來。一代一代的皇帝不一

樣，後來皇帝就抑止這個北方的漸法，然後貶，因為那是國師的身分，就貶，遷到南方，

慢慢遷慢慢遷，遷到很偏遠的地方。於是這個神會就是荷澤禪師，因為經過這一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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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六祖惠能大師才是真正的這個傳承。惠能才是真的傳承之後，大家重新回來，就看

到正統，就覺得說，這正統的佛法才是它的真法脈，於是又弘揚起來了。所以就是這樣，

因緣就是這樣走的，人一代一代都會有這種世間現象。 

那佛法，是針對於世間人的煩惱而有佛法，當你世間人有這樣的需求，這個法就會

廣大，就會行；當你世間人沒有這樣的一種需求，也不再這樣的根器，這個法當然就不

會弘，你要弘也不對時間，這樣子。所以是不是這樣交替？頓，然後漸，然後頓，然後

漸很大，然後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這頓又起來了。然後位置交換，這樣，這個南的到

北去，北的貶到南去，就這樣，這世間現象，實相，凡夫就是這樣。這個地方就是介紹

一下荷澤禪師。 

大藏六疑 

  荷澤神會禪師，於唐景龍年中，卻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 

第一問：「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 

  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 

講到荷澤禪師的這六個疑問，他問，這是在年輕的時候讀大藏經。他第一就問六祖

惠能大師：「戒定慧」。因為他是讀經藏的，他是不是在閱大藏經？六祖惠能大師所回答

的，都不是用藏經的角度來回，他就是用實修的角度。他說所謂的定，他就不再談你兩

腿一盤，不緣外物，他都不講這個。他說定就是定你這個心，看你心中還有什麼東西沒

有；戒呢？就是用戒來規範你一切的行，你行住坐臥裡面本身就是戒，你如法就是戒；

性中常慧照，就是以清淨慧恆常的可以觀照、寂照；自見自知深，因為他問：「所見不

通流」，你所見的東西如何？他說：「自見自知深」，修行是愈是明白，明白，修行人是

愈是明白，洞見實相，是自證乃知的，如人飲水，這個東西怎麼可能說得出來，拿出來，

說得明白。對不對？他就這樣回答，都是用實修的角度回答。 

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 

    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 

     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 

他說：「你本來沒有今天有，是什麼東西有？本來有今天沒有，是什麼東西沒有？」

六祖惠能大師說：「前念惡業本無」，他不以經論來講，經論因果篇是不是你前念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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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依然存在？他說「前念惡業本無」，因為那個是無明幻相產生出來的，過去心不

可得，所以他是以自性清淨的點回答他。「後念善生今有」，他問他；「本有今無無何物？」

第二個，他說後念，你後面產生來的念頭是有善的，那是現在產生的。 

但如果你產生的時候，「誦經不見有無義」，他講到誦經，從經論裡面，因為他深入

大藏經，他說我在誦經讀經的時候，如果我不知道有跟無的意義的時候，就好像我騎在

驢子上面，還要再找驢。當然這個是表示荷澤他自己懂，但這裡面更有意思的是：「誦

經不見有無義」，真的一般人誦經是這樣，一般人誦經真的不知有無義。世尊在經論裡

面，祂說有跟說無的真實用意是什麼？是因為你無，所以才說有；是因為你有，所以才

說無，所以它有跟無的背後的意義，就是空。 

但我們一般呢？讀有的時候就掉到有，讀無的時候就掉到無，所以根本就不知道經

論裡面的有無真實用意是什麼。那你坐在有，用另外一個有，來換自己的有，一般人都

在有；不知道的，又用無來讓自己更不知道，那不是很顛倒？ 

所以世尊在講業的概念，我們是不是會有前念惡業？業的概念，所以這個業有業

果，世尊說業果是為了讓你接受現在，然後從此不再造作，不是叫你心掛著業果。是不

是這樣？可是我們現在都是怎麼樣？世尊說業果，所以我們就掛著業果，就慘了，害怕，

你做了就錯了，更害怕那個錯，不敢做是沒有錯，可是那個害怕比不敢做，也沒來得輕。

對不對？可是世尊又不能說沒有業果，可是又要叫你知道業果屬過去，未來就叫緣起性

空，未來就是叫緣起性空。 

所以他說，如果本來沒有的，現在產生了善，「念念常行善行」，你念念當中就是想

到，我要做善，我要行善，我要起善念，「後代人天不久」，你爾後的果報，也就是人天，

而這個也不久長，這一句可以這樣解。另外一個解法，「念念常行善行」，如果你念念當

中呢？就真的在實行無漏善，那麼你後代，以後在人天的這個果報，也將會超越，而不

會在人天裡面停留很久。所以這兩句是不是有可以不一樣的解法？佛法很奧妙。 

他就問他，要撥開他對於這個個別的存在跟這些念頭。他說：「汝今正聽吾言」，你

現在是不是正在聽我講話？是不是正在聽我講話？「吾即本無今有」，你在聽我講話，

這個我，說法的這個六祖，他本來就是沒有的，你現在聽我講話，如果你執著了，這個

六祖就是有了。你聽法的時候，這是你有問題，所以你聽法，你有問題你聽法，當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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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問題，啊！業障很重，我好愚癡，就把我更標立起來，是不是本無今有？創造了

一個虛幻愚癡的我。所以同學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有，這個無，本無，不用執著於說法

的六祖，聽法的自己，而這個法不是語言文字，所以這是在有無裡面的對談，所以六祖

惠能大師都沒有用經論裡面的回答。 

第三問：「將生滅卻滅，將滅滅卻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  

  祖曰：「將生滅卻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卻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

生滅病。」 

他說，用這個生滅的道理，來滅掉這個滅，然後再用滅這個方法，來滅掉這個生。

那是經論裡面，你讀中觀就會知道。其實沒有辦法真的瞭解生滅的意思，所以聽來聽去，

如聾作啞，真的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六祖惠能大師很明確的跟他說：「將生滅卻滅，令人不執性」，世尊用生滅的道理，

要來泯卻眾生對於滅，滅是不是就是消失殞落？讓眾生對於消失殞落的那種執著罣礙。

對不對？是不是這樣？那如果是已經深入經藏的佛弟子呢？用生滅法，是不是希望能夠

往生到一個不生滅的地方？是不是？因為執著了有佛性常住，我也常在，所以令人不執

性，主要要使令眾生不執著，顛倒的以為，或是佛性的那種以為要永生的狀態。 

這就上一次我們的生，常與無常，他又回答：「將滅滅卻生，令人心離境」，以寂滅

的道理，要讓眾生滅卻生，這是起心動念的這個生，執著，所以要去造作，所以這個地

方最主要就是要讓眾生離開你境界的理想，世間的話，你有世間相狀的期待，出世間法，

你會有境界的期待。所以他又告訴大家滅，涅槃，真正的滅，寂然，也就是要讓你放下

你那個心，其實是有生的，生起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想法跟執著。 

「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如果沒有達到真正離常斷跟生滅，也就是在兩邊，

就應該自己先除掉你這個生滅、執著、二分法，執著的病。這是不是以實修的角度？同

學！你一定要輔佐這個文字，要不然不容易懂。 

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 

  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

不迷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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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狀態是先頓而後漸呢？什麼狀態是先漸而後頓？可是說實在，修行過程，也不

知道什麼叫頓，也不知道什麼叫漸，心裡想著頓跟漸，只會搞得自己很迷糊。當你的心

這個時候發現，唉呀！我的問題是什麼，這個就叫頓。當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

知道數多少，還看不到自己心裡的迷悶，這叫漸。對不對？那你唉呀！我知道了，馬上

修正了，就叫頓；習氣使然，知道，還要給它磨蹭磨蹭，拖拉拖拉，就叫漸。 

當然六祖惠能大師解得真好，他說，祖曰：「聽法頓中漸」，在聽法的時候是不是頓

知？頓知裡面，然後慢慢愈咀嚼、思惟、釐清，是不是這樣？聽法是不是聽得進去的法？

是不是你當下是，是這個道理？然後思惟，聞思嘛，是不是？沒錯，是不是釐清？聽法

是不是這樣？如果你這當下沒有辦法懂，那這個法就是等於沒聽。同學！你到底有沒有

聽法？有時候聽，有時候沒聽，是不是？重複聽，唉呀！那個頓找到了，然後再思惟。

是不是？ 

「悟法漸中頓」，體悟佛法呢？體悟佛法的真理，是不是你要在所有一切裡面，你

慢慢一點點一點點去體悟？體悟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是一個大悟點了。是不是體悟

是這樣來的？他說：「修行頓中漸」，你在實踐上面，當下知，然後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去證明它。修行的時候你當下，剛剛講，修行很珍貴是這樣，你當下知道，這個頓就是

你當下就知道。今天兩個人吵架，然後對方罵你一句，你就馬上給他回嘴。他說，你笨

呢？你就回筨，你才笨。他說出來你才笨的這個時候，馬上就知道，他沒說錯，我很笨，

他說的是我，他笨不笨不干我的事，修行的時候是不是這就叫頓？是不是就知道他說我

笨，這件事我本來就笨，他沒有什麼不對。那我如果知道自己笨，承認自己笨，可是不

笨死，笨只是這件事情我沒有釐清，別人也看得懂我沒有釐清，是不是這樣？這樣就叫

頓，這樣就叫頓。 

你如果人家說你真笨呢？我不知道我笨什麼，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到底笨什麼？有

的人是這樣，對不對？我連自己笨都不知道，這個還是算所謂沒是非來接受這個笨的訊

息。如果人家在跟你講你真笨呢？你說，你比我更笨。哼！啊！這就糊裡糊塗了，真的

笨，還賣掉了清淨。對不對？所以修行裡面，他就是要頓。他在這裡面當下這一刻他就

知道，當我把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我說錯話了，我說錯話，我手舉起來要打下去的時

候，掛在那裡，這隻手不大需要這樣。修行，你在修的時候是一點點一點點證明的。 

「證果漸中頓」，而證果呢？是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體會、體會體會，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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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那個剎那的，每一個剎那都變成是一個頓。所以「頓漸是常因」，頓漸就是在因地

的時候始終對待所說的話，所以這是一般修行的常態，是在因地的時候說頓漸。「悟中

不迷悶」，真正悟後沒有頓漸之說，只是裡面不迷悶這樣子而已。是不是他這樣問，他

這樣回答？ 

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這一句大家都會回答，

這是一個過程。 

  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

自心正。」 

六祖惠能大師就講：「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都不用管哪個先哪個後，他根本

就沒有回答你先後，對不對？這看人。常生清淨心，那你是不是在定中是有慧的？你生

清淨心本身就是一種定，智慧它就會慢慢的現前，所以這是定中而有慧的。「於境上無

心，慧中而有定」，那在境界上這所有六根塵緣境，緣六根對六塵，這個緣起的時候，

或是外境的一切，你在這上面，沒有住著用心意識的東西去解釋它，是不是慧中而有定？ 

那過程裡面呢？可能是有先後，以凡夫在因地中修是有先後沒有錯，看跟你的關係

法如何。其實一般來講，就跟自己的關係法有關。當你愛的人、恨的人、家裡人，你定

跟慧就只有你自己知道，有時候也無定也無慧，凡夫一個。是嗎？對外呢？這件事情，

有一點經驗是不是能定？這個慧還勉強可以發揮一點作用。 

這上面其實過程可能有先後，是在因地修。真正修行，「定慧等無先」，這均等，沒

有先後次第，「雙修自心正」，你這上面重重疊疊，彼此都是同時存在。你最重要就是要

讓你這個清淨的佛性，這個覺性，這個上面不偏差，他回答就這樣。 

第六問這個不是問蛋生雞，雞生蛋，不管你怎麼問，六祖惠能大師絕對不會給你落

在那種雞生蛋跟蛋生雞。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 

  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裡出。」 

六祖惠能大師他就回答：「說即先佛而後法」，在介紹佛法的時候是不是要講，佛從

畢竟清淨中，而開演出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以佛圓滿的覺悟，而把祂體悟的所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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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內容，說出來這個東西叫法，是不是先佛而後法？在聽者的，「聽即先法而後佛」，在

聽聞佛法的人，是不是先聽到佛所說的法，之後要學佛，才會成佛？「若論佛法本根源，

一切眾生心裡出。」如果要說佛法它最基礎的根源是什麼？就是眾生的心裡的狀態。所

以佛法就是因為眾生的狀態，所以湧現了，所以出生了。今天你有這個病，就要有這個

佛法；你沒病，就不用吃藥了。是不是？這是一念不守真如。 

這個地方就講，荷澤跟六祖惠能大師的對話，他在經論上的所有一切，六祖惠能大

師匯歸回答他，都是以實修的角度，他都不會去用世尊的經論裡面去回答他。這個還介

紹一下荷澤禪師他的一些過程，當然他著了《顯宗記》，然後當時大家對於他所說的一

些佛法有肯定，當時也盛行於世。 

到有一天，應該是講他祖籍的地方，祖籍的地方就有人來，有人來就跟荷澤禪師說：

「唉呀！你的父母親都亡故了」，就告訴他這個消息，就告訴他，「報二親亡」，你的父

母都亡故了。這個荷澤禪師就入堂，敲著楗椎，跟大眾講：「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

般若。」這個禪師人家跟他講，你的父母雙亡，他就說，我父母俱喪，請大眾來為我父

母念摩訶般若。那大眾唉呀！禪師的父母往生了，趕快都到法堂來，大眾才站好，禪師

就打楗椎說，勞煩大眾，大家都念了，聽得懂嗎？般若是什麼？他也用這個讓大家參，

般若是什麼？我父母親亡故跟你的般若有什麼關係？他跟大眾說勞大家來念摩訶般

若。大眾一聚合，他說：「勞煩大眾」。有，你們都有來要為我父母念摩訶般若。摩訶般

若是什麼？念完了。他到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世壽七十五歲。 

這裡面有一個過程，有一個過程是日子近了，他就一直跟人家說有問題快問，有問

題快問，他就跟門人說有問題趕快問，你有什麼想問的要趕快問，大眾可能就知道老禪

師要走了。就有一天晚上，他就坐化了，那時候的塔，這個皇帝都會有為這些大德造塔，

這樣，所以這個荷澤禪師，是肯定六祖惠能大師歷史地位的弟子。 

其他的弟子呢？對於這些諍論，什麼南北，這個佛法佛教裡面就是這樣子，真正要

修行的人，也不管世間的什麼大大小小、你我他、誰正誰邪，也不會在這上面有作意，

真正修行的人，自證乃知，人家說你悟不悟，沒什麼差，你悟不悟，就自己要明白。人

家說你悟不悟，那是他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是不是？真正修行人是不是這種態度？

就這種態度，所以所有的弟子對於誰是六祖誰是七祖，都沒有一個人出來說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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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神會他不是，他就認為說，明白就得弄明白，讓大家明白。佛法呢？他是

不忍見這個頓法不見了，他並不是為了要爭那個六跟七，他主要是說，明明佛法它是可

以有這樣的一個契機，這樣的一個悟，這樣的一個辦法，所以這個辦法應該留著，讓大

家肯定於有這個的存在，有這個的存在。所以禪宗在傳法的時候，都特別標這個點，他

會把這個法嗣，也就是他會把這個衣鉢傳給頓悟者，他會傳這個。那你漸的這上面，根

本就很安全。知道意思嗎？  

佛法，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你以慢慢體會，慢慢體會的人，他內心自然慢慢無爭。

他無爭的時候，其實是很安全的。可是佛法裡面有那利利根器，累世修一下，一過來的

時候翻過來，這種存不存在？所以神會只是為了要證明，把六祖惠能大師這一塊，留下

來讓世人知道有這麼一個方式，是有這樣的一個體悟法的，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就是一個

代表。那這個過程，肯定了六祖惠能大師的位置，才會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要不

然可能就不叫《壇經》，可能就是某個大德的什麼頌什麼記的一部著作而已。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

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

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這個是一個狀況的描述。當時因為六祖惠能大師的名號太大了，當時他在世的時

候，雖然北，漸也是在弘揚，可是南方，這個地方因為他有衣鉢傳承的這種證明，所以

大師就看到很多不同宗派，修行的辦法的這種理論，本來就有很多種理論，很多都到這

裡來質疑，也來問難。門人跟這些不同宗派理論不同的人，彼此之間也有一些爭辯，會

產生嫌隙，甚至於會生起惡念，想要駁倒對方，其實這個就是人。這是人的問題，不是

法的問題。 

佛法它沒有罪，它沒有是非的，法門也沒有是非。在會起難問的這些情形，其實就

於自己的知見而已，這個是自己產生出來，而否認對方。諸如此類的大眾，也慢慢匯集

到六祖惠能大師的曹溪。因為過去它是十方叢林，現在是祖孫道場。你看五祖忍和尚跟

六祖惠能大師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對不對？他來那裡踏碓八個月，之後佛法就傳給

他了，衣鉢傳給他。當然這裡面有祖孫道場的意味存在，傳承，也就是神秀，神秀在他

身邊好幾十年。當然在六祖惠能大師的接引的弟子裡面，也有在身邊好幾十年的，那也

變成一種傳承。可是這個傳承呢？它絕對不帶情感的；那我們佛法會變質，是因為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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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弟子跟師父之間是用情感的，我這個住持如果沒留給我們自己剃度的徒弟，這樣

算什麼？這樣我就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我自己，是不是這樣？所以就變成子孫道場。 

那過去最開始的緣，不是到風旛報恩寺嗎？最早的時候他到那個叫什麼寺？時，大

師至寶林，然後他有告訴大家，他當時就慢慢慢慢走，走到那個地方去聽印宗法師講《涅

槃經》，對不對？然後他跟那個印宗法師有什麼關係？沒關係，可是他跟他對談一些佛

法之後，他知道這個法脈南傳，那你是不是就是那個能人？他說，是！他就示衣鉢給他

看，是不是他就為他落髮？落髮之後，馬上依止於他，請他陞座說法。這種氣度，對不

對？他不疑嘛，他不疑。 

有時候弟子想像出來的一大堆情感，有時候是師父給弟子的一些牽絆，你就得跟我

這樣。其實真正佛的本懷是什麼？眾生平等，你方法哪裡用，最後在哪裡開悟或怎麼樣，

弘揚這個佛法，弘揚這個辦法，是弘揚這個辦法，不是弘揚我。對不對？是不是都在講

說你要弘揚這個佛法，不要讓這個法斷了？是不是要讓大家徹見本性，這個佛法？而這

樣的辦法不要斷了，而不是就人的情感因素。可是現在有一些就是就情感因素，情感因

素的會怎麼樣？他會要把自己所認同的這個脈絡、這個點，百分百肯定，而別的東西打

問號？所以才會產生這種切割，跟那種零零散散的，一圈一圈、一坨一坨的，其實這個

就是眾生的問題，其實不是佛法的問題，佛法沒有問題。同學！這樣很明白？ 

所以當時在大師的座下也有疑師，也有疑法，之前不是講一個《青龍疏鈔》嗎？《青

龍疏鈔》他是認為哪有這種頓法？是背著他的金剛疏鈔，背著他的疏鈔，一個老婆子不

是在給他問：「你點的是哪個心？」是不是？他認為不可能有頓法，後來呢？他不是不

再懷疑天下和尚的舌頭。是嗎？佛法是從自性中流出的，它不是人的語言。人的語言是

所謂情感的語言，佛法非情感，它是清淨中，這個語言文字是假立的，它是一個方便。 

看到大家只是在那邊爭辯，我這個理論，你那個理論，那個理論，大師很慈悲愍念

這一般人，每天都在那邊吵來吵去，那沒有一個見性，你們吵的東西是什麼，沒有意義。

你相應的，就相應你。所以他就跟大家講：「學道之人」，學習佛法的人，在一切裡面，

善念惡念，如果心中有的話，應當要盡除，你要完全的去知道這些是幻相。那也沒有語

言文字的必要，當你這些善念惡念的時候，你能夠無善惡，你能夠離這個語言文字跟善

惡念的時候，語言文字也沒有必要，也不需要描述什麼。因為你所起的念頭等等這些虛

幻，語言文字是假立，名、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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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二，也就是絕對唯一的這個本性，這清淨的本性，這裡面沒有二分法，沒有對立

的所有，這個就叫實性，這個也就叫佛性。也就是基於這個實性上面，而建立起一切的

教門，也就是從清淨中流出的。而這個流出，是因為眾生，眾生的根器，所以佛才說祂

沒有說法。對不對？ 

「言下便須自見」，在這個道理之下大家應該都明白，自己的言行之下，應該能夠

自見自己在這上面，是多麼無聊的爭辯。因為大家是不是都起惡心，多集座下？根本就

是在較量。其實這種較量自古到現在都有。下雨，我用帽子，有人用雨衣，有人用雨傘，

用法不同，方便不同。所以這上面，這道理之下，大家這些東西不要再爭了。大家聽了

六祖惠能大師的這番話之後，一起向大師作禮，各個也降伏了，內心平靜下來，願意拜

大師為指導師父。 

重點在哪裡？重點是你要真正懂得，真正佛法在說的是什麼。你要用的辦法，各自

抉擇。佛所說的辦法，大德鼓勵我們的，都是平等的，你都可以拿來使用；最後不管你

是念佛跟拜佛，是禪修的，最後都是要徹悟本性。對不對？是不是要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它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過程誰快誰慢，跟累世有關係，跟自己的用功有關係，跟自己突

破瓶頸的這種努力有關係，精進有關係。法門是給我們用的門、辦法，所以自己的這個

有關係，法門無是非。是不是這樣？ 

那你說一個時代一個時代，一定有相應、比較大眾化合宜的法門，當時是不是禪法？

在隋唐的時候禪法很盛行，到現在我們是淨土法門比較普遍。可是當時跟現在，也有頓

的人，也有漸的人。在法門的使用上，一樣是念佛，這裡面的體會、深淺、速度是不是

各自不同？你這個法門你在你心中產生理想，你從這法門要得到的理想也各自不同，但

這些理想，說實在都有一點空想，重點是自己用功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