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祖師禪的重要觀念（二）
（節錄自 2014 年 2 月祖師禪林中英精進禪十）
月祖師禪林中英精進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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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云。
百丈云。此乃暫時岐路耳。
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
經云。欲識佛性義。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
時節既至。如迷忽悟。
如迷忽悟。
如忘忽憶。
方省已物不從他得。
故祖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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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是無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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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聖等心。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
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
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善自護持。
百丈對溈山開示：經典告訴我們，要知道諸法的究竟實相，需觀時節因緣。一時的迷，
也只是如「暫時岐路」而已。只要一念廻光返照，見自本性的時候，當下知道原來一切諸法
是本自清淨、本自如如的，是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的，本自清淨、本自圓成。

無心也無法，
無心也無法，沒有一個真實的清淨心存在
聽到這裡，不要又掉落在：這個就叫佛性、叫清淨心，或叫真如、涅槃。這樣，你又落
在認為一切諸法（不管是出世間或者世間）都有一個實際的東西。我們說諸法本自具足，並
不是說它是先天地而存在，而是指一切現象當下就是空寂、就是無我。說它不生不滅，就是
因為它沒有真正的一個自相，沒有另外一個真正的自性真實存在。既然沒有相，當然就沒有
相生相滅，這就叫做不生不死、本自清淨。
本自清淨，不是說除掉了這些煩惱、染污以後，使得它清淨；也不是說超越不生不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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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另外一個不生不死；或者超越了染淨以後，有個不染不淨的東西或者境界。因為即生
死的當下，例如說生或死都是一個法、都是一個相，沒有自性，所以我們說它無相；並不是
否定說沒有生死，或者是超越生死之後有另外一個不生不死。
千萬要知道，佛法講的真實義就是緣起空，緣起空的當下就是沒有自性、沒有自我。沒
有自我，就沒有所謂的相生相滅，也沒有所謂的染淨對待，沒有所謂超越，也沒有所謂先天
地而存在，也沒有說滅掉這些不好的、然後使它變成好的。這都不是究竟的佛法。
這裡，百丈告訴溈山，歷代祖師這麼告訴我們（故祖師云
故祖師云）──「祖師」包括佛陀、菩
故祖師云
薩、和歷代善知識們──當他們體悟了以後，悟了就如同未悟（悟了同未悟
悟了同未悟），因為「未悟」
悟了同未悟
是一個相，
「已悟」也是一個相，所有的相都是當下空寂的，所以說它平等如如；只是在它的
因緣上面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
「無心也無法
無心也無法」
無心也無法 ，不要認為有一個真實的清淨心存在，或是有一個這樣的解脫法、涅槃法
可以去證。百丈說，究竟「祇是無虛妄
祇是無虛妄」
，也就是說不要掉落在錯認有一個法要修、有一個心
祇是無虛妄
可以去努力、或者有一個什麼樣的境界可以去成就，這都叫顛倒，都是落在有實際的法上，
不知道一切諸法都是當下緣起空寂。
所以，你們在用功的時候，不要掉落到錯誤的認知裡面。只要發覺自己掉入到在分別計
較你現在的境界是如何，不管是好是壞，只要清楚了解就好，但是不要陷入那個相的境界裡
面去苦惱，認為它是實有。不管你是用對治、或是用逃避，還是想我只要繼續努力就可以超
越．．．，這樣的心，當然也可以調整自己修行的狀況，但是仍然落在相上，不是究竟真正
祖師禪的用功。
因此，家師所講的「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你就要知道為什麼要放下，因
為諸法的究竟實相就是緣起空寂，所以當你接受它的時候，並不是說「哎呀！我就必須要從
這樣的境界裡面才可以修成自己的道業。」如果你是掉落在「我應該要努力」
，或者「給自己
一個機會」，或者「我對別人要慈悲」．．．。這些都沒有錯，但是是著在相上用功。
當你說要給自己一個機會時，或者是用智慧去觀照、用願力及慈悲去包容別人時，心裡
仍然要清楚這一切都只是因緣法，沒有一個實際的相可執著，沒有一個究竟的東西可證取，
但也不是斷滅。
所以，在用功的時候，仍然要給自己很多機會、鼓勵自己；對待一切事物時，也要能夠
慈悲大家。但不是說這叫做行菩薩道，而是行菩薩道當下，是因為諸法空寂，但是又不可以
遠離這些，這樣才「是名菩薩」
。如果掉在「一定要具足六度萬行，一定要怎麼樣去做，這樣
子才叫菩薩。」其實已經陷入到一個所謂的「我」
、一個所謂的「法」想要去成就，那就不叫
做真正的菩薩。
真正的菩薩，先是以智慧觀照；觀照到諸法的實相後，不住著在一切相的有無的證取，
而能了了清楚一切諸法當下空寂，可是又能夠發真正的大願力去成就一切因緣。所以，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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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面對的任何問題，你都要能夠清楚觀察到，可是當下要匯歸到所謂真實的實相，也就是清
淨心，或者智慧觀照，知道一切諸法當下空寂，空寂故，又有這些如幻假。所以你馬上知道：
既然腿痛，我就不要陷入到認定有一個實有的腿、或者實有真實的痛苦；可是你又不能否定
它有這樣如幻的假。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知道當下是空，可是往往仍陷溺在這樣的境界裡面。如何幫助自己出
離這樣陷溺的境界，就叫做智慧的運用。例如之前我曾跟大家說，我有一個佛友，當他腿痛
的受不了時，看到觀音菩薩坐在那邊，手捧淨瓶楊柳枝──楊柳枝常常遍灑三千世界，灑到
眾生的身上，所有一切苦難就消除──所以他就觀想觀世音菩薩楊柳枝的甘露往自己很痛的
腿上來灑。這樣一觀想，馬上感受到一股清涼從頭一直貫徹到腳。本來很痛的腳頓時不痛了。
他說，好有效哦！
這位佛友不知道其實這只是唯心所造，因為沒有實際的境，只是因緣的，所以才可以轉
變；但是他把它當作觀音菩薩的靈感。知道佛法的人，也同樣想：嗯，我自己現在這樣業障，
我深信佛菩薩常常在護念我們，所以觀音菩薩楊柳枝的甘露水灑在我身上，我深信一定可以
離痛。如果有這樣確信的認知，當然你只要求就可以達到；可是，前面第一個求，因為他真
正相信，所以不是通過思惟産 生的。這樣的仰信容易達到一心，就容易出現功效。
剛剛講的是從解信，你也知道佛菩薩時時刻刻是護念眾生的，而且是不思議的。我們這
樣的腿痛，只是自己一時的業障，如果祈求觀世音菩薩，你知道即使是因緣，可是這樣的因
緣假，只要我虔誠地祈求，不執著在那裡，也可以解決腿痛。
奈何，經過解信以後的分析，再來做這樣的虔誠祈求，往往就失效。因為你的心裡面已
經有兩種想法了。你會想：它是空，這一切不是實有的；雖然不是實有，可是仍然深信觀世
音菩薩的慈悲跟願力，仍然相信這樣的如幻假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淨除。但是因為你的思惟
太多了，所以反而産 生不了力量。
如果我們真正了解這個法，以無所求的心來相應，例如達摩「二入四行」的教法，把這
樣的痛當作是報怨行──即生命的訓練與承擔──你就不會在這裡面産 生任何對立，因為你
知道：這只是增益我所不能，自己以前不夠精進、不夠努力，所以藉這樣的境界來考驗、磨
練自己；在這當下，其實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執著，但是你仍然藉此因緣來消除現在所處的
境界上的一些困難，那就叫報怨行。
所以，對治的方法看起來有兩種，一種是從完全不求甚解，只是求感應、求救濟；只要
心虔誠，這些感應一定會産 生。但是這很難，因為沒有真正到達專心、專一時，是不可能發
生的。而且大部分要到絕境的時候，你已經沒辦法了，那個心才會發出來，這樣子叫做有感
才會應。「感」是指大的心、大的祈求。
縱然有感應，對宗教有所體認，但是這樣的體認很淺薄，因為它會過去的。過了一段時
間之後，你自己都不知道它究竟是真實的、或是瞎貓碰到死老鼠偶然發生的，對這件事情就
越來越沒有自信，然後你也不知道如何繼續去操作，可以得到同樣結果；因此，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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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修行，往往百千萬人不得一個真實的成就。所以，用神蹟或者宗教的感應做我們修行的體
驗是很危險的，而且成效極微。
但是，例如以達摩的二入四行，在遇到境界困難的時候，同樣都是求感應，可是你知道
這樣的感應並不是外來的，但是也不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感應。諸佛是究竟無所不在的，只
要我們心虔誠，當然可以得到這樣的感應；可是也了解現在的痛只是如幻假的，現在我執著
在這個痛上，是因為還沒有真正見到自己生命的實相，所以還執著在有一個我、甚至於有一
個腿痛、有一個去掉腿痛的感應。自己知道有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掉入到無知裡面。縱然你
相信佛菩薩的不思議，也不會陷入迷信；只要真正的心發起來，雖然是以很理智的心，甚至
有類似解知的心來求，也一樣可以得到很多的不思議。
這就是佛法有時候超越所謂的知識、哲理，往往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說明。類似這樣的感
應，不只是在經典裡面很多，就是在語錄裡面的大德們，往往也都可以預知時至。不要以為
這是不可思議的，或是奇妙的、或是神蹟．．．，它其實仍然是因緣所生法，只要知道諸法
沒有究竟的實相可以去貪著，智慧一産 生，不像眾生那樣起分別，一念就具足過去、現在、
未來，了了清楚；縱然對於尚未發生的事情，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智慧觀照中看得出、體會得
出來。

觀照諸法實相，
觀照諸法實相，不偏空、
不偏空、有兩邊
很多人學禪以後，否認有淨土、甚至有佛菩薩的感應，這都是因不了解而掉入只有空的
一邊，不知道緣起的空寂當下，就有眾多這些如幻假。所以經典說，如果著在聲音或形相上
面，就不能見如來；可是，同樣的，你只要做到能夠遠離聲音跟形相上的執著，當下一切就
叫如來！而且這如來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空性，他仍然有如幻假的妙德妙用。
所以，並不是要否認有淨土、有諸佛種種感應的存在，而是不執著在這樣的境界上面，
因為大多數人以為這個感應不得了，就心外祈佛、心外祈法，掉落在自己要被救濟上面，不
知道三輪體空，不管是我、還是法，乃至於能證、所證的一切，以及所修的一切，當下都是
空寂的；雖空寂，可是仍然有次第的因緣果報，仍然有所謂菩薩的不同階位，甚至於到嚴土
熟生、究竟成佛的境界。
希望大家不要只偏在一邊，對於諸法的觀照要全面。當然知道一切諸法究竟是緣起空寂
的，可是空寂的緣故，有一切諸法的成立。若認定一切諸法當下空寂，所以無佛可成、無眾
生可度、沒有法可修，這樣是掉在虛無、甚至於掉在斷滅裡面，了不起只是見到空的那一面，
那仍然是虛妄的。如果你掉在一般凡夫認定佛是究竟實在的，所有的苦難也是存在的，因此
心裡常常求佛來救助，如此當然也是虛妄不實的。
唯有時時刻刻真正知道一切諸法的究竟實相是什麼，你才不會迷惑。掉在執著有也不對，
掉在只論一切是空，也不對！那究竟是什麼呢？只有你自己去證，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
畢竟空，空裡面為什麼具足萬象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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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時時刻刻不要掉在知見，就知道「凡
凡聖等心」
聖等心 ，眾生跟佛是同樣的。「等心」的意
思是，了解原來是無心無法，一切諸法當下如如，是清淨、不生不滅的。凡夫看起來有生滅
來去的心，其實只是落在一時的迷而已；不管凡夫認識不認識，究竟諸法的實相仍然是緣起
空，只要凡夫有一天能放下自己所有的分別對待，當下知道緣起是空寂的，就相應到聖心。
並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心叫做聖心，而是你能夠知道諸法當下是不離現象，現象的當下就
是諸法的實相。有這樣了悟的，就叫做聖心。
看起來好像有聖跟凡的這些心的差別，但事實上，凡夫只不過是尚未知道這個真相而已，
聖心也只不過是了解這個真相。了解這個真相有沒有增加什麼東西？他只是了解而已；而不
知道的人，也並沒有缺少什麼。
以最簡單的地心引力來舉例，我們現在都知道，因為有地心引力，才不會在地球轉動的
時候把我們甩出去。那些不知道的人不是也照樣活著，有沒有減少什麼？而讀了書以後，知
道地心引力的知識，就增加了什麼嗎？有多重了一磅嗎？並沒有，當然是沒有增沒有減。所
以，不懂緣起空寂，也沒有影響什麼。懂了，只不過是知道一切諸法是這樣，也沒有增加什
麼。
緣起空寂的實相，法爾如是，不是佛發明的。發明的英文是 discovery，本來是蓋住的，
你把它掀開來了。就像古代，結婚之前是不能見面的，新郎在婚前一直想像他老婆長得怎麼
樣，只有等到他揭開紅布的一剎那，才知道他老婆是什麼樣子。同樣的，新娘也在想，未來
我要陪伴一輩子的良人到底長得怎麼樣？都要到蓋頭揭開時才知道。知道有沒有增加什麼？
沒有。不知道也沒有減少什麼。只是知道以後，「啊！這樣哦！」這就叫開悟。
本來雙方沒有見過面，心裡會有很多想法，甚至有很多意見，或者有期待、或者是畏懼。
不管是期待、畏懼、或是種種的想法，在這一揭開時，他發覺「呀！就是這樣子！」
，原來的
期待和看法，當下一掃而空。可是，繼之而起的，可能有更多意見也不一定。但是起碼在他
揭開的一剎那，以前所有的看法、懷疑、或意見，在那一剎那就空掉、就不成立了，但是很
快的，自己的一些意見跟看法，馬上緣這個相又起分別。那是屬於第二念第三念以後了。
緣起的中道，不是因為你掉入到哪一方，或者你認為可以經由你的努力、期待、或造作
去改變。緣起法就是佛也不可能改變，所以緣起不是佛創造的，只不過是佛體悟到的。對於
緣起法來講，一切諸相當下如是，所以不離現象當下就是空寂，空寂的當下就是有這些萬法
萬物。它當下因為沒有自性，我們說它是「不生」
，不生所以「不滅」
，所以，不離現象當下，
我們說它是永恆，並不是超越了什麼東西的永恆，而是因為現象一直都生生滅滅，緣起法是
在現象當下就存在，所以我們說它是不生不滅，叫做永恆。
對這些名詞，如果你陷入到知見上面去了解，就會越想越糊塗，只有正確了解佛法的緣
起真義，知道所謂的不生不滅是因為緣起沒有一個真實的相、沒有一個真實的自我，所以當
下就叫做不生不滅，不是每一個境界永遠不變叫做不生不滅。很多人修行就是追求不生不滅，
那就錯了。不生不滅不是去追求的，不生不滅是諸法的究竟實相，你只是豁然開悟，豁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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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一念覺，
一念覺，即為聖心；
即為聖心；一時迷，
一時迷，而為凡夫
所以，
「凡聖等心」也一樣，不是你修成功以後變成聖心；而凡夫的心，也並不是有一個
實際的存在，它只是暫時的岐路、一時的迷，因為他沒有真正認知緣起的空。佛法告訴我們，
一切諸法都是緣起空寂，知道了以後，常常用這樣的智慧去觀照一切，就不會掉入到這樣的
執著裡面。
因此一念覺的當下就叫做聖心；如果用形容詞就是廻 光返照，直指人心，人心的當下不
離緣起空寂。什麼叫做見性成佛？就是你確確實實體認了緣起空寂的真實義。凡夫只是不了
解，還常常掉在無知、或是錯知裡面，造作了很多生死。對這些人心來講，只是一時的迷，
並不是他失掉了緣起這樣一個東西。當他有一天聽到佛法，並且修行佛法時，了解一切諸法
是緣起空寂，當下他就不迷，沒有虛妄顛倒，時時念念都很清明，此時就叫做見性；念念既
然不迷，就叫做佛。相應到緣起空寂，對緣起的諸法有究竟、真實了解的，就稱作聖心。
雖然現在你們還未能親證諸法的究竟實相當下就是清淨如如的，還沒有具足像佛的智慧
德相、能夠産 生作用，但起碼你一直在泥上滾，還能滾出全身都是泥，我們常常在這裡薰習，
薰習久了，雖然裡面還沒有變，還未真正脫胎換骨，起碼外表有那個模樣。
驢很喜歡在泥中翻滾，一身泥對牠來講反而是很歡喜的事，因為驢的皮毛上面有很多小
蟲，驢沒有手，不能抓癢，只有在泥裡面打滾，小蟲才會被泥碾死；泥乾了以後抖一抖，小
蟲就可以掉下來。中國人有一句話，罵人「笨的像驢一樣」
。其實驢不笨，真正笨的是我們。
我們修行常把自己弄到不知痛癢，以為沒有痛癢、或者除掉痛癢，這樣叫做聖人。那是「剩」
下的人！活人要知道痛癢，哪邊痛、哪邊癢，癢的地方越搔越舒服。
十八羅漢的造型裡面有很多呲牙裂嘴的，有的在掏耳朵，有的在打哈欠，或者是抓癢。
為什麼做成這樣的造型？就是在告訴你，修行時，時時要知道痛癢，哪邊癢就去搔癢，不要
修到最後眼觀鼻、鼻觀心，結果變成木頭人。
「一二三，木頭人！」
，就像小孩子玩遊戲，
「一
二三木頭人」就要轉頭，連小孩子都知道木頭人要轉頭，結果你們大人坐在這裡眼觀鼻、鼻
觀心，最後變成木頭人，就死在這樣一個修行的境界下，叫做「我來祖師禪林打坐參禪」
，坐
到變成木頭人。那我只能喊「蒼天！蒼天！」
，意思是「冤哪！冤哪！你看這些人，美其名來
到祖師禪林跟果如法師參禪，結果參到最後變成木頭人，他們以為自己工夫境界最好，我真
不知道要找誰去討這個冤屈。」
所以，求求你們不要冤枉我！來這邊參禪不要做死人，要做活人！活人就知道哪邊痛哪
邊癢，痛癢的地方要自己去搔，不能叫別人替你搔癢，別人永遠抓不到癢處。意思是你的問
題要自己去解決，不是靠別人給你解決；不要以為在這裡聽我講這些，可以在這找到答案。
不對。就像坐在那邊那位禪眾，他剛才頭癢，就自己抓一抓；他不會說：
「師父，你幫助我抓
癢。」如果真上前幫你抓，抓了這邊，你可能還覺得：「不是，左邊一點。」抓那邊，「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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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再右一點；再往中間一點；再往上、往下．．．。」那永遠都不是。只有他自己發覺哪
邊癢的時候，一抓，就舒服了。
來到這裡，要去發覺你自己生命裡面的問題。面對著自己的問題，要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去對治它；就是自己親自抓癢，不要靠別人來幫忙，這樣才有真正的功效。
「本來心法
本來心法元自備足
本來心法元自備足」
元自備足 ，本來具足的心跟法，心裡面具足像如來的智慧德性。一切諸法本
來就是不生不滅、本自清淨，原本就是這樣的「備足」（完備、圓足），也就是如六祖所說，
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能生萬法。意思是，
自性裡面就含藏著一切的萬法萬物，因為緣起空的當下就具足一切萬法萬物，空的當下就是
萬法萬物、萬法萬物當下就是空，本來就是具足的。但是你不要又把它變成道家的想法：
「原
來都是不離道，既然跟道相應，所以我們說它是具足的。」不對。也不是先天地而存在的；
如果你認為「元自備足」的元就是「原本」，那就不對了。
我們中國常常有一個所謂最初的本源，甚至最後攝末歸本，回到最後的根本，這是我們
中國道家的修行。佛教沒有一個開始的源頭，也沒有一個最後的終結，也不要認為它是在這
其中循環。他只不過是告訴你，即萬法的當下就是緣起，緣起的當下就具足萬法，所以在這
裡面沒有所謂的開始和消滅。這樣子才叫做「心法是原本具足」。
「汝今既爾
汝今既爾」
汝今既爾 ，「既爾」就是已經如此清楚了解。你現在已經清楚了解了，不是陷入以前
的迷裡面，就要「善自護持
善自護持」
，從此以後照著你現在所體悟的本自清淨、本自如如、本不生滅、
善自護持
本不來去，照這樣子去行，去這樣做。
《阿彌陀經》裡面說，十方諸佛護念一切眾生，阿彌陀佛也是護念一切眾生；修念佛法
門的人，十方諸佛也護念他。這裡的護念，就是念念不離這樣的正念，自然身口意三業就不
會陷入到錯誤的境界裡面，這就是善自護持。能清楚了解一切諸法的究竟實相，你就不會再
迷失，就不會去造作三界六道生死輪廻 的惡業。
任何時刻，我們都要真正的明白，不離一切諸法當下，就是緣起空寂的實相。所以，不
要著在任何事相上去起心動念、去追求什麼，但是也不要掉入到空洞虛無裡面，認為就不需
要去努力、不需要發願、不需要修行，那就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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