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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經講錄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華藏金剛上師譯述

聖觀世音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自性歸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一切法真空性。無相。無不相。不

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是故空性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

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

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

無失。以無所得失故。菩提薩埵。依止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住故。心

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超越顛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佛。

亦依止此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安住明空三摩地。顯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親證大圓滿覺。是故住持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

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

密多咒。即說咒曰：

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野、梭哈。

（一）《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經》共有五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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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秦鳩摩羅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2）唐玄奘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3）唐般若利言譯，名同前。

（4）宋法月譯，名《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5）宋施護譯，名《佛說聖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中國盛行奘師譯本，日本通行羅師譯本。此經梵本有序分、正宗

分及流通分。現所譯者，乃全經心要，故祇譯正宗分，序分及流通分

均省略。又五種譯本，三本均譯作《心經》，與梵文原意微有不同。

蓋梵文「聲達雅」一字相當於英文 summary，撮述全經精粹之意。事

實上此經是六百卷《大般若經》之濃縮本，故改譯為「心要」較為確

當。若用現代文「中心」center亦近似之。

（二）「般若」華言智慧，但非第六度之智慧，乃第八度之實相

般若；眾生本具，無名相語言。為曉大眾，言詮有三因地：

（1）實相般若，即心體妙理，屬一心體大，正因佛性，果上即法

身德。

（2）觀照般若，即心光妙智，屬一心智大，了因慧性，果上即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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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德。

（3）文字般若，或名「方便般若」，即心法妙用，屬一心用大，

緣因善性，果上即解脫德，所謂「三德秘藏」者也。古德云：

「摩訶般若照，甚深解脫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常圓。」

故唯一心圓滿具足：

體用不二

︵

空

有

雙

融

︶

實相般若─□體─法身（法身德）

般

若

三

昧

一

體

三

身

定慧

觀照般若─□智─報身（般若德）

慧定

方便般若─□用─應身（解脫德）

定慧均等 止觀雙運

《壇經》所云「定慧法門」，可移作「般若三昧」之注解：

定慧一體無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

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持（止觀雙運）。定慧猶如燈

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

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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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羅蜜多」，華語「離生滅」，渡登彼岸之意。著境生

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為彼

岸。故號為「波羅蜜」。詳言之：祇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

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真如之地，並是此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

法圓滿離生滅相（離相成佛），即是到彼岸。

（四）「聖觀世音自在菩薩」是全名，為避唐太宗「聖」天子李

「世」民諱，故不用「聖」及「世」兩字，簡稱「觀音菩薩」，或「觀

自在菩薩」。其修持方法（返聞聞自性）最合此方機緣，為「圓通第

一」。此經是佛在靈鷲山入「甚深光明門三昧」，印證「觀音禪定」

所說。

（五）奘師本「照見五蘊皆空」句，經意微妙之處，未能全部譯

出，故改為「照見五蘊自性歸空」，此句實係全經精華，實則表示一

心三觀之空觀也。茲再詳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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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一心三觀」是復性妙用、轉識成智之最佳修持成佛方法，

務希珍視。

（六）真空實相，離言離相。但為啟迪修行，曲為表達，以中觀

「八不」喻，旁敲側擊，最能傳神。惟此亦「但言假名詞，引導於眾

生」，切勿執為實有。所謂「八不」：

不生不滅─如明鏡現幻像，絕無實體。

不斷不常─如江河水長流，刻刻不停。

一

心

三

觀

（１）外覺─澄心、智照、即假觀

守六根，起心觀察外境如幻、陽焰、夢、影、海市蜃樓、

谷響、水月、浮泡、虛空花、旋火輪，均係幻境，絕無

實體，故曰「照見五蘊自性歸空」。功夫至此，六塵不

染，了達「境外無心，心外無境」，前六識清淨矣。

（２）內覺─住心、觀照、即空觀（看淨）：

以般若智，返心內觀，住心看淨，過現未三心叵得。了

知六根體性空、塵相假、識用妄，無諸妄念。「事外無

心，心外無事」。功夫至此，可以「度一切苦厄」，第

七識末那清淨矣。

（３）直覺─攝心、寂照、即中觀：

雙離二邊：離有邊故不取幻化；離空邊亦不取靜相。惺

惺寂寂，寂寂惺惺，直觀寂滅無二之真心，匯歸毗盧性

海，直顯法界真空性：「無相、無不相、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功夫至此，第八識清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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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不異─如隨方攝影，面面異相，原是一人。

不來不去─如映畫中人，本無動作，然栩栩如生。

（七）「安住明空三摩地」即成佛不二法門，入大解脫門，自性

光明（母光）與法性光明（子光）打成一片，安住大空三昧，心光寂

照遍恆沙（入定口訣須由上師親傳）。茲再簡述各種修行方法：

因修上品十善─果升天道

因修中品十善─果為修羅

因修下品十善─保持人身

因修四諦法─成聲聞羅漢

因修十二因緣─成緣覺，或稱辟支佛

因修六度萬行─成菩薩

因興無緣慈、運同體悲─果地成佛

如按部就班修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方得成佛；如依密宗紅教

無上智傳承，即生成佛。其高下豈可以道里計耶？

（八）住持三摩地，即「安住圓覺一心，修持萬行無失」。即遠

離諸幻，方覺心不動，而能安住任持。

（九）「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野、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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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揭諦」係指我執；第二個「揭諦」指法執，即人法兩執；第

三個「揭諦」係俱生我執；第四個「揭諦」係俱生法執而言。義謂破

除人法我執及俱生我執，自度度他，度登彼岸，眾生度盡，圓滿菩提。

修行到此才算達到最終目的。聽我偈云：

修法不修心。學法不學佛。捨本而逐末。菩提心難發。

以有所得心。向外馳求法。錯亂而修習。若不回頭覺。

猶如沙蒸飯。縱經恒沙劫。終不能成佛。普願同修勉！

佛曆二九九九年歲次壬子拾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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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經詮釋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華藏金剛上師講述

對未成就者而言，佛法是一個法，修行亦是僅修一個法，毋須兩

個—有兩個法，即有兩個心。依隨一個法，一行徹悟，一切皆悟；然

若一個不悟，縱使再學一萬個法，亦是不悟。

佛法本來即是一個法，即是「般若波羅密多」。般若即是 wisdom

（智慧），但與世間之智慧相異，而是無上智慧（supreme wisdom）。

此經原在靈鷲山講授，其時，一切羅漢、菩薩等悉皆齊集，釋迦

牟尼佛為入光明大定，觀世音菩薩同時亦入定，舍利子因問：「修般

若波羅密多，如何用功？」

全部經文即是觀世音菩薩之回答。上段開經或序分從略，後段結

歸或流通分亦省略，祇餘正宗分中心之一段。此《般若波羅密多心要

經》即是中心之一段。

（按：茲錄序分二則，以為行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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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施護三藏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峰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

人俱，並諸菩薩摩訶薩而共圍遶。爾時世尊即入甚深光明宣說正法三

摩地。

2.唐法月三藏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大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眾滿百千人；

菩薩摩訶薩七萬七千人俱。其名曰：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

勒菩薩等以為上首。皆得三昧總持，住不思議解脫。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彼敷坐，於其眾中即從座起，詣世尊

所，面向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欲於此會

中，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密多心。唯願世尊聽我所說，為諸菩

薩宣秘法要。」爾時，世尊以妙梵音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哉！

善哉！具大悲者。聽汝所說，與諸眾生作大光明。」於是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蒙佛聽許，佛所護念，入於慧光三昧正受……）

唐玄奘法師袛譯「心」而不譯「心要」，實乃簡譯；若以英語而

言，是為 heart sutra，以心即是 heart 故。而其實心并不作 heart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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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為俗義之 centre。《大般若經》凡六百餘卷，此一段屬於中心，故

俗義言之，即是 centre of《大般若經》；而勝義言之，即是 extract of

《大般若經》，亦即是梵文「聲達雅」，最重要之精華之義。

鄙人根據梵文原本重譯如下：

般若波羅密多心要經

聖觀世音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自性歸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一切法真空性。無相無不相。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性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

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

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無失。

以無所得失故。菩提薩埵。依止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住故。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超越顛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佛。亦依止此

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安住明空三摩地。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親證大圓滿覺。是故住持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

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

即說咒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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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野。梭哈。

（按：附錄唐玄奘法師譯本以為行者參考：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

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

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

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

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

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般若即智慧，波羅密多是到彼岸，但何為此岸？何為彼岸耶？

脫離生死輪迴，是為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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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五濁惡世，不能跳出生死輪迴，是為此岸。

而運用般若波羅密多即是運用自性智慧，以期到達不生不滅涅槃

之彼岸。

聖觀世音自在菩薩

原文本是如此，但與當時唐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名諱大相抵觸，

唐玄奘法師避諱，故簡譯為「觀自在菩薩」，而省略「聖」字與「世」

字。現在民主時代，毋庸避諱，故能直譯。

觀世音菩薩乃由耳根成佛，即觀一切聲音，將其來返觀自性，而

至明心現性成佛。蓋聲音乃六塵之一，既納入耳根，扭轉後，及聞自

性發音（現前），即成佛也。成佛後，普度眾生，眾生聞聲即來求度；

菩薩聞聲亦去救度；故外面是聞聲救苦，內裏即是聞聲返觀自性而成

佛。

故觀世音即是觀世間一切聲音，返觀自性而得自在解脫之義。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

一心修行之義，即一心三觀，實行甚深智慧，由智慧脫離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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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登彼岸。

照見五蘊自性歸空

何謂五蘊？即色受想行識是也。

色—非顏色、女色，而是 view：眼所見之一切物件，無論天地山

河，植物動物，森林宮殿，一切有形有相之物件，不論男女，皆是色。

狹義而言 narrow sense，色蘊即是人之色身；而廣義而言 broad sense，

色蘊表示眼所見一切東西。

受—五根：眼耳鼻舌身，接受五塵：色聲香味觸之義，此為凡夫

之境界；若五根不接受五塵，此是佛菩薩之境界。

五根如何接受五塵？

譬如眼見鮮花，欣然喜悅，愛而取之 accept，不愛而捨之 reject，

即是取捨；然若不愛不惡 like and dislike，惟分別 distinguish之，即是

不愛不惡，不取不捨，而分別也。

若不分別，則為佛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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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第六意識胡思亂想。

行—心裏起妄念，亦即是第七識末那識胡思亂想。

想與行如何不同？兩者均是胡思亂想，然想蘊是對於外境所見之

有形有相物事，有愛惡分別取捨而胡思亂想；行蘊屬內在，即對於一

切無形無相過去現在未來之內事而生起愛惡分別取捨而胡思亂想。前

者屬有形有相之外境，後者屬無形無相心之內境。

識—第八識阿賴耶識，自身之靈魂也。

唐玄奘法師譯文為「五蘊皆空」，亦是簡譯。

其實五蘊源自地水火風空識：

地大—吾人身體之皮肉、骨骼、及一切硬固東西。

水大—血液、眼淚、大小便利。

火大—身軀之溫度。

風大—呼吸，手腳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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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一）狹義：有限制之空 space，如吾人色身之尺度，位置。

（二）廣義：虛空中無量無盡之空，包括十法界。

故一切物件皆由地水火風空，無生命之五大組成；而動物則是由

地水火風空，加上識大作為靈魂。

是以「照見五蘊自性歸空」，即是五蘊自性本體還歸真空性之義。

蓋五蘊由六大構成，此六大還復歸元，亦即是還復真空性之義，並非

五樣物件皆空也。

度一切苦厄若

若明白六大歸元的道理，則能自度，進而度眾生；然若不能看破

五蘊自性歸空，則自度尚不能也。而看破五蘊，自性即現前，與佛性

打成一片，究竟成佛矣。

是故若能明白心要經，唸心要經已經成佛，毋庸更修任何法矣。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佛大弟子舍利弗，其母眼似鶖鷺，因名舍利；以舍利為鶖鷺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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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舍利子即謂舍利母之子也。

色為有形有相，空屬無形無相；色乃實相實物，空無實質，如何

不異？

色為地水火風空五大組成，空亦是地水火風空五大組成，故色之

本體為五大，而空之本體亦為五大；本體不異，亦即是返本還元之本

體一樣也。故謂色與空還歸真如本性，一樣皆是五大所構成，如此不

異而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如上所述。

舍利子，是一切法真空性

唐玄奘法師譯為「是諸法空相」；而「空」實無相，如性空之性

質一樣。

無相無不相

無相是空，無不相是有，故云非有相非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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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不滅

不會生亦不會滅。

不垢不淨

不骯髒亦不清潔。

不增不減

不會增加，亦不會減少。

自性乃是無相、無不相、非空非有、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

不減。

是故空性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修行至此，倘若明白，五蘊自性歸空，即可成佛也。

而無受想行識，本可成佛，此處更為詳細，進一步而言：

無眼耳鼻舌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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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耳鼻舌身意乃是有形有相，若無眼耳鼻舌身意，即是將六根看

空；空六根，亦即成佛。

無色聲香味觸法

清淨六塵，一塵不染之義。蓋身處五濁惡世，有種種煩惱，然心

若住持如蓮花處于污泥而不染，乃不為五濁所污染。故淨六塵，亦即

成佛。

是故一句話：空五蘊、空六根、淨六塵，即能成佛矣。

無眼界

應譯為無眼識界，即 sense of the eye，眼之知覺。此乃言六識；

六根六塵六識。眼之知覺是假、是空；眼識亦屬虛假，不實 unreal，

而六塵亦為虛假不實。故換言之，以智慧照見六根體性空，還歸一真

體性，六塵相假，返染還淨，還歸實相八識，而各種妄用不臨。

何謂妄用？

譬如眼見物件，愛 like 而取之 accept，不愛 dislike 而捨之

reject；不愛不惡而分別之 disting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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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無意識界

Sense of the mind六識對於一切物事，在吾人未獲智慧之前，眼見

色，愛而取之，不愛而捨之，不愛不惡而分別之，是即為凡夫境界。

然若心不動，意根不動，眼見物事無愛惡分別取捨，一切平等取消，

是為佛眼境界。意根如此，餘五根亦如此；此即是將凡夫六識轉為佛

之六識，久而久之，轉識成智，即成佛矣。

無無明

無明生起之相。

此乃是緣覺、獨覺、辟支佛證聖果所用之方法。無明乃是心愚痴，

猶如凡夫，一切皆不明白。凡夫以所見屬真，因有愛惡分別取捨，蓋

不明白真性也。

無明有十二因緣：

1.無明—心愚痴。

2.行——分三種解釋：

(1)欲界—執欲。

(2)色界—執相，即執色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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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色界—執空。

3.識——第八識阿賴耶識。

4.名色—受想行識四蘊加上名色，即為五蘊。

5.六入—胎生六根、六塵。

6.觸——出生。

7.受——出生後，有愛惡分別取捨，接受外境。

8.愛——對外境起愛欲。

9.取——追求造作。

10.有——三有，即三界。

11.生——再生。

12.老死—再老再死，輪迴不息。

亦無無明盡

十二因緣—無明滅盡之相。前者乃為生相，此為滅相。倘若看破

無明，十二因緣皆滅，皆空；然若一個不空，十二個亦皆生起也。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及至最後，有生有死。然若一個看破，十二個皆破；若一個看不

破，十二個亦皆生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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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苦集滅道

此為阿羅漢成就之方法，阿羅漢需要看苦。吾人受苦皆由於積集

惡因而致，若積集善因，則受樂。「滅」即為思維方法以滅苦；「道」

即是滅苦之方法。

無智無得亦無失

「無智」即謂無假世情之聰明。「無得」喻一切皆無有，縱得萬

億美金，亦猶夢也，如俗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之義。唐玄奘

法師譯為「無智亦無得」，其實得失均屬虛假；而明白真智慧，得失

更如一場夢矣。

以無所得失故，菩提薩埵依止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住故

此即依止住也。菩薩本為簡稱，原文實為菩提薩埵，義即修行者。

「依」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修行，「止」息一切妄念，安「住」

正定。

心無罣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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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障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一切驚恐慌失均無

超越顛倒

超出顛倒妄想。

究竟涅槃

究竟達到不生不滅成佛之境界。

三世一切佛

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

亦依止此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而安住明空三摩地

依般若波羅密多，安住正定。「明空」即色空不異。

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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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顯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俱生本有，但為無明覆蔽，此時

撇除無明煩惱，乃能復顯。

親證大圓滿覺

親身證得大佛之覺。

是故住持般若波羅密多

菩薩修持般若波羅密多，羅漢聽聞般若波羅密多，均稱為住持，

或住世，即維持義。故全句乃為住世修持般若波羅密多也。

而寺廟之住持即是住世維持佛之正法也。

偈云：安住圓覺一心

修持萬行無失

若誤解，則成為主持。

而運用般若波羅密多，普渡眾生，亦是住持之義。

是大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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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神通咒。

是大明咒

是大光明咒。

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是無可比擬之咒。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

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野，梭哈。

唵

皈依三寶。

揭諦

自度。

揭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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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

波羅揭諦

度登彼岸。

波羅僧揭諦

一切眾生度登彼岸。

菩提野梭哈

無上菩提即迅速成就。

此為外修境界，內證境界則如下：

唵

皈依三寶。

揭諦

除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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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諦

除俱生我執。

波羅揭諦

除法執。

波羅僧揭諦

除俱生法執。

菩提野梭哈

無上菩提。

其實，若明白《心要經》，即已經成佛矣。是故鄙人傳法，皆屬

一元化制度：一個師父、一個本尊、一個法。普通人皆以師父多、法

多，為 powerful（夠勁），實乃錯誤。蓋每位師父之出發點，有所不

同：或由心識門而出，或循心性門生起，兩個師父即有兩條路徑。倘

若有十數條路徑，試問行者何去何從？故師父愈多、法愈多，是愈容

易走錯路也。修行譬喻鑽牆穿洞，亦即鑽穿無明窠臼 ignorance，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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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脫穎而出，明心現性成佛也。修多法譬喻隨處亂鑽。

此處一鑽，彼處一鑽，終於是無一能洞穿也。

是故若明白《心要經》，三數句則能徹悟也：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乃是菩薩修行方法；其中「色

不異空」之境界尤為最高，能一說即明白成佛也。

「無眼識界乃至無意識界」亦是對菩薩而說，亦即是空六根、淨

六塵、轉八識是也。

「無無明……亦無老死盡」是對緣覺、獨覺、辟支佛而說。

「無苦集滅道」是對阿羅漢而說。

大眾若明白《心要經》而修行，即能心悟，打破無明窠臼，自性

與佛性合而為一，究竟成佛也。此為十二地妙覺；而乘願再來，普度

眾生，建立報化二土，是為十三地正覺也。

成佛之道理，一本《心要經》，實已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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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錄結歸或流通分以為行者參閱：

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能誦是般若波羅密多明句，是即修學甚

深般若波羅密多。爾時世尊從三摩地安詳而起，讚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如是！如是！般若波羅密多

當如是學！是即真實最上究竟，一切如來亦皆隨喜。」佛說此經已，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並諸苾芻，乃至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一切大

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參閱「般若波羅密多心要經廣義」）

發願迴向

迴—回皈本來面目。

向—向光明大道修行。

以此功德，上供下施；川流不息，行無緣慈；

遍滿虛空，普週法界；四聖六凡，圓融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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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大人覺經講義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華藏金剛上師講述

現在說《八大人覺經》。《八大人覺經》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在涅

槃前專門對居士所說，即對在家人男女居士說的。而《四十二章經》、

《佛遺教經》是對出家人說的。佛說《八大人覺經》是八種人所應覺

悟之經。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第一覺悟︰世間

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

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大眾第一要覺悟世間一切法都是無常、苦、空、無我的。「國土

危脆」，國土容易興亡，好危脆。「四大苦空」，四大是地、水、火、

風。「五陰」是色、受、想、行、識。「生滅變異」，無論任何人，

都是時刻在變遷，即經生、住、異、滅四個階段。「虛偽無主」，大

眾的眾生心都被外境奪走。大眾都應知道︰「心是惡源，形為罪藪。

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32

心是一切罪惡之根源，形象亦是罪惡的，如《地藏經》所云︰「娑

婆世界眾生的一舉一動無非是業。」大眾明白了體，以四大的色身來

觀察，漸漸找回自性的主人翁，那麼漸漸可脫離生死苦海。第一覺悟

是要大眾找回自性，如《六祖壇經》裏五祖云︰「自性若迷，福何可

救？」即叫人自性不可被煩惱心所迷，使自己恢復自性，找回主人翁。

就在臭皮囊內找回主人，使主人自由自在，這樣就可漸漸脫離生死。

「第二覺知︰多慾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

自在。」

第二覺悟，這叫大眾不可多貪慾，即要知足。「生死疲勞，從貪

慾起；少慾無為，身心自在。」，即戒貪慾、要知足，即心生自在，

減少一切煩惱。第一覺悟要恢復自性，第二覺悟即除貪欲、生知足心。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

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第三覺悟，凡夫之心無厭足，惟得多求，越貪越多。因貪欲重，

增長一切罪惡。菩薩要知足，不止知足，還要守著；好像顏子一簞食、

一瓢飲，安貧守正道，而以智慧為業。正道是小乘法，「三十七助道

品」之「八正道觀」，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



33

正念、正定。「三十七助道品」法是小乘通大乘之根本法，若初機之

漸法人、漸修人應修學。漸修對中機、下機都很適合，即使上根上器

亦適合。

「第四覺知︰懈怠墮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出陰

界獄。」

第四應覺悟，懈怠不修行的人很容易墮落，所以我們要時常行精

進波羅密，豁破無明。尤其是破煩惱，即大眾勤修戒、定、慧，息滅

貪、瞋、癡。還要摧伏四魔，四魔是︰（一）陰魔，即色受想行識五

病魔；（二）死魔；（三）病魔；（四）天魔，亦叫「輪迴魔」。第

四覺悟要大眾精進破煩惱。煩惱有五粗、五細煩惱，還有許多其它的

煩惱。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

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第五覺悟，愚癡人要輪迴生死苦海。所以菩薩（即覺悟救世的人）

要廣學多聞法，增長自己智慧，成就辯才無礙，教化一切眾生，悉以

大乘的法樂。大乘之法樂或大涅槃之樂，即常樂我淨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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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念

舊惡，不憎惡人。」

第六應覺悟，貧苦之人，多怨天尤人，應該不怨天、不尤人，安

貧守命，這樣就不會結惡緣。所以菩薩布施，有三種布施，即財施、

法施、無畏施三種，最後無所施施。經云︰「能施、所施及施物，於

三世中無所得。我等安住最勝心，供養一切十方佛。」將能施、所施

及施物都看空，而且心本著慈悲喜捨之捨心，以捨之無量心來修道。

捨即大量心，捨心是彌勒菩薩之三摩地。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瓦鉢

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第七應覺悟︰五欲有兩個解法︰（一）是色、聲、香、味、觸；

（二）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睡眠，都稱「五欲」。「五欲過

患」，即雖然是俗人，不可染世間的樂及享受。這裡要我們修蓮花心，

即我雖然在俗世，心不為世俗之五濁所染；即心如蓮花，出污泥而不

染。「常念三衣」，即時常念修行人的三衣。「三衣」分幾種，有大

衣、七衣、五衣三種。至於「瓦鉢法器」，都要時常念護。「志願出

家」，大家以為做和尚便是出家，這是通俗義、是狹義的法子，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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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出家不是作「做和尚」這麼解。廣義的解釋，出家不是名為「和

尚」，而居士是屬於出家人的一種；有可能居士會出家，和尚反而不

會出家。《佛遺教經》云︰「在末世，出家人身偽作沙門，而心非沙

門。」他扮作和尚，而心不是和尚！「沙門」的意思即「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所以如何叫做「出家」？偈云︰「三界無安，猶如火

宅；六道皆苦，應求出離。」欲界、色界、無色界是火宅，若能跳出

三界，則無論和尚或居士都叫「出家」；若不能跳出三界，則和尚仍

然不叫「出家」。這就是廣義及勝義的解法，所以講經可從俗諦及真

諦兩方面來說。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

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大眾要覺悟人生有生老病死，誰人不免？這是人生觀；宇宙觀是

世界有成住壞空，苦惱無量。有種種苦，如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陰熾盛苦，還有許多苦。我們要發大乘心，

不只要發大乘心，還要進而發無上正等正覺心，普度一切眾生。願代

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怎樣去代眾生受苦？不是「眾生

有病，我有病」如此解釋，而是視眾生所遭遇境界等如自己一樣、眾

生受苦等於自己受苦一樣，這樣緊張來解救；救眾生與救自己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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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見眾生有病等於自己有病來救自己。「令諸眾生畢竟大樂」，即

究竟涅槃。「大樂」當「涅槃」解，如不到涅槃境界，不能叫「大樂。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慈悲修慧。

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

「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即乘法身船，度登不生不滅之涅槃彼

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這段十分重要，「彌陀十念法」就要

做這一段。「精進行道，慈悲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這裡已

入定，成了阿彌陀佛。以下是出世之定︰一出定，倒駕慈航，變成觀

世音菩薩，入五濁惡世，乘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普度眾生。「彌陀十

念法」就是實行這個願。所以「彌陀十念法」是很殊勝。初成阿彌陀

佛，出定時還復觀音菩薩，倒駕慈航，乘願再來普度眾生。

「以前八事，開導一切，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修心

聖道。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速登

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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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師經講義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華藏金剛上師講述

大眾要知道，眾生與佛其實是一樣的，是同一體性的，只不過眾

生就因這個如來藏潛伏著，大眾不知出離的重要。大眾應觀三惡趣苦，

乃至三苦、八苦、無量苦苦，而發菩提心修行。尤其是眾生與佛本來

如《華嚴經》所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但修證各有各的

方法，由於發心之初，發心之大小不等，所以教有深淺、果有高下。

那小乘聲聞初發心，只知度自己，而不知道度人，這是小乘聲聞之發

心。第二，自己先成佛，然後度人，這是大乘聲聞之發心。第三，我

教如舟，我及眾生同舟共濟，這是大乘菩薩之發心。最後佛菩薩之發

心︰「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度眾生，誰度眾生？」完全無我，

這是最上乘發心之方法。

其次，對大眾學佛根基，無論任何人不須考慮，任何人與金剛薩

埵、阿彌陀佛必定有緣。金剛薩埵是消滅人道五個煩惱，這五個煩惱

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煩惱有五個粗之煩惱，是

貪、瞋、癡、慢，妒；五個細之煩惱，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

戒禁取見，這是眾生的邪見。所以金剛薩埵消滅一切眾生之業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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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一切眾生不正當之見地。阿彌陀佛與一切世界眾生有緣，念阿彌陀

佛必定可以帶業往生。此外，如蓮華生大士、觀世音菩薩、藥師佛都

與大眾很有緣。

以上所講阿彌陀佛、金剛薩埵，多數都是說實教的法，成佛必定

經過這過程。這過程是眾生遷就佛來修行，並不設方便，必定要如是

修、如是悟、如是證，是實實在在的，這就是實教。藥師佛屬於權教，

是佛為眾生而設的，藥師佛是慾鉤。眾生若先能將萬緣放下，一切一

切放下，如功名富貴、妻財子祿樣樣能放下，專修阿彌陀佛法是最好。

因為阿彌陀佛法是度生的法門，是多數講實教。至於藥師法是說濟生

法門，即救濟眾生的法門，是隨順眾生而說法的。甚麼叫做「權教」？

好似藥師佛法是隨順眾生滿其願：大眾求財的，藥師佛滿他的財；大

眾求福的，藥師佛滿他的福；求智慧得智慧、求妻得妻、求財得財、

求洋房得洋房，求什麼就得什麼。藥師佛的方法是用慾鉤來引眾生，

使眾生滿其所求一切願，使其順水行舟而成佛，這就是權法。所以權

法是佛就眾生，看眾生要什麼就給什麼，隨眾生根機而設，是謂「權

教」。實教則不是如此，一定要依佛，一定要如此修心、要如此修證，

眾生一定要依佛。權法則是佛依眾生，所以是兩個法門。昨天所講的

實法多些，今天所講一半實、一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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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眾修行一定要瞭解一心之旨—一心不亂。照《阿彌陀佛

經》所云︰「念持名號，一心不亂。」這句話好值得我們去揣摩。如

果明瞭一心不亂的宗旨，則自己一切的煩惱就是究竟覺。何以故？五

方佛如何成佛呢？因為將行者的煩惱復性妙用，即將貪、瞋、癡、慢、

妒一轉，便轉識成智。如貪心起時，能懸崖勒馬，將貪一轉而轉為妙

觀察智，這是阿彌陀佛成佛之辦法。若大眾瞋恨心起的時候，能懸崖

勒馬，而修心養性，將瞋恨心變為慈悲心，則可將瞋恨心轉成大圓鏡

智，這是阿閦鞞佛成佛之辦法。若人生貢高我慢心，臨危急時醒覺，

將貢高我慢心轉為平等心，就可以將慢心轉成平等性智，這是南方佛

成佛之辦法。若大眾起瞋恨心、妒忌心時，而能各自糾察，將妒忌心

止息，能懸崖勒馬將這妒忌心轉移，就可以將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

這是北方佛成就之方法。若大眾愚癡心起時能夠醒覺，就可將愚癡心

轉為法界體性智，這是中央毗盧遮那成佛之辦法。

修行貴乎一心不亂。我講從前的一段故事給大家聽︰從前有一大

德，念阿彌陀佛已成功，念了數十年能預知時至。當該大德已預知時

至，即對門徒說，他在某時某時便往生；往生之後，大雄寶殿鐘會發

噹噹響聲；若無鐘聲，即表示無法往生。他把遺囑預先留下。果然時

候一到，他上了寶座，一打坐就圓寂了。但在打坐時，大雄寶殿鐘聲

不響，那一班僧眾不知原理何在。後來經過相當時候，該大德之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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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研究其師兄修持這麼久，臨命終時必定可以往生，為何命終時

該大雄寶殿的鐘聲不響的原因，於是就在其師兄之寶座上打坐。坐至

相當時候，偶然舉頭一望，便大大醒悟。他看到座前正好有一棵很美

麗的桃樹，樹上有好多好大好漂亮的桃子。於是該師弟領大眾至桃樹

前念佛，在桃樹周圍找找看是否有蟲。最後看到有一大桃上有一條蟲，

便對眾謂︰「師兄本來修持甚好，無奈命終時看到桃子，心一動，想

吃桃子，便墮落變成一條蟲。」他現在懷疑當著桃樹，把蟲捏死，馬

上念阿彌陀佛，其師兄即刻往生，則大雄寶殿之鐘聲必定會響。於是

大眾圍繞桃樹念佛，將蟲捏死；不到數秒，大雄寶殿的鐘即噹噹噹地

響起來。所以修行人最緊要關頭，即在臨命終時一心不亂，萬緣要放

下，尤其是對兒女不可以留戀。若一想兒女，第二世便要投胎做別人

的父親；若一想父親，第二世便做別人的兒女。臨命終時若一想太太，

第二世又投胎做別人丈夫。故若不能放下，就永遠不能脫離輪迴之圈

子。所以念阿彌陀佛貴乎一心不亂，妻財子祿、父母兄弟及所有子女，

樣樣都要在臨命終時放下；念至一心不亂，自己心如泰山一樣不動，

遇到種種自己所中意的不動心，不中意的也不動心。例如若自己不中

意吃的東西放在面前，若一動心，即又墮落；見到最喜歡的，心一有

取捨心，亦不能脫離輪迴的圈子。所以臨命終時，念佛念至一心不亂，

什麼也得放下；喜歡的心不動，不喜歡的心也不動。所有對父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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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兄弟所有的緣，一切一切都應放下放下！然後才能往生。這是念

佛一心不亂之往生，是實教方面的說法。

至於就權教講，莫好過於藥師法。據經謂︰誠心供養藥師佛，念

藥師佛聖號，讚歎藥師佛，能持戒、守齋來供養，則求富貴得富貴、

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子嗣得子嗣、求富

貴壽考得富貴壽考。藥師佛不只滿眾生的願，還要使眾生順水行舟那

樣來成佛，這就是藥師佛的法。

現在略說藥師佛之十二大願給大眾聽。在釋迦牟尼住世時，曾說

《藥師七佛經》，現在說說。佛說︰「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恆河

沙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曼殊室

利！彼佛世尊，從初發心，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云何十二？第

一大願：願我來世，得佛菩提時，自身光明，照無邊界。三十二相、

八十隨好，莊嚴其身，令諸有情，如我無異。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

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清徹，光明廣大，徧滿諸方。燄網莊嚴，過

於日月，鐵圍中間、幽冥之處，互得相見。或於此界，暗夜遊行，斯

等眾生見我光明，悉蒙開曉，隨作眾事。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

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所受用物，皆得無盡。」這

個願可緊要了。第三個大願，即我成佛時以無量無邊智慧，令眾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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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物質得什麼物質，享受無盡。要洋房得洋房、要汽車得汽車。尤

其是在現今眾生物欲性強，實在是和藥師佛十分契機。

「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遊

履菩提正路；若行聲聞、獨覺乘者，亦令安住大乘法中。」這個願也

是重要的。即在來世有些眾生行邪道者，使其改邪歸正；行小乘者，

使其轉入大乘。

「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

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善防三業，無有毀犯、墮惡趣者。設有毀犯，聞

我名已，專念受持，至心發露，還得清淨，乃至菩提。」這第五大願，

在末世時候，若有修行人修行，令個個都依著軌道修行而不破戒；對

於身口意三業善能夠防護。即使有犯戒墮惡趣者，若聽聞我藥師佛名，

誠心懺悔，就可使其恢復清淨戒體。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諸根不具、醜陋頑

愚、聾盲瘖瘂、攣躄背傴、白癩癲狂，種種病苦之所纏逼；若聞我名，

至心稱念，皆得端嚴，眾病除愈。」這第六大願十分大，即願我來世，

若有眾生，諸根不具，即沒有眼或鼻、六根不端正、欠缺、醜陋、蠢、

盲、聾、啞、駝背、攣腰、白癩、癲狂，種種病苦傳染；若聞我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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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心誦念，則六根不缺—即盲眼的開眼、啞的開聲、攣腰的變直，甚

至種種惡病，都可以恢復莊嚴相貌。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窮困苦，無有歸

趣。眾病所逼，無藥無醫。暫聞我名，眾病消散。眷屬增盛，資財無

乏，身心安樂，乃至菩提。」第七大願，願我成佛時，若眾生有貧窮

的、困苦的、無住宿的、有病的、無藥無醫的，如聽聞我名字，一切

病苦消除，變成有歸宿的地方，又有福祿壽考，身心安樂，甚至究竟

成佛。

「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眾苦之所逼切，

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子，

具丈夫相，乃至菩提。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

魔羅網；復有種種邪見之徒，皆當攝受，令生正見，漸令修習諸菩薩

行，乃至菩提。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拘，

幽禁牢獄，枷鎖鞭撻，乃至極刑，復有眾多苦楚之事，逼切憂惱，無

暫樂時。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乃至菩

提。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飢火所惱，為求食

故，造諸惡業。若聞我名，至心稱念，我當先與上妙飲食，隨意飽滿，

復以法味，令住安樂，乃至菩提。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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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有情，身無衣服，蚊蝱寒熱之所逼惱。若聞我名，至心稱念，隨

其所好，即得種種上妙衣服、寶莊嚴具、伎樂香華，皆令豐足，無諸

苦惱，乃至菩提。曼殊室利！是為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行菩

薩道時，所發十二微妙上願。

爾時，佛告曼殊室利︰彼藥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

願，及彼佛土，功德莊嚴，我於一劫，若過一劫，說不能盡。然彼佛

土純一清淨，無諸欲染，亦無女人，及三惡趣苦惱之聲。以淨琉璃而

為其地，城闕宮殿及諸廊宇、軒窗羅網，皆七寶成。亦如西方極樂世

界，功德莊嚴。於彼國中，有二菩薩，一名『日光徧照』，二名『月

光徧照』，於彼無量菩薩眾中而為上首，能持彼佛正法寶藏。是故曼

殊室利！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應當願生彼佛世界。」

藥師法對初機世人是最契機的。清初順治間，有玉琳國師在退休

後，偶然入藏經樓，看到《藥師經》，大聲讚歎，願人人都入藥師佛

之願海。問其為何對此經大加讚歎，答曰︰「我見人於順境中墮落不

一，而且富貴可畏甚於貧賤。」富貴人墮落比貧賤人更快，因貧賤人

造業有限，墮落亦有限。富貴人造業好重，尤其是富貴有權威的人墮

落，必定比貧賤沒有權勢的人墮落更甚。若人類做善事，當然超生得

快；若做惡事，人類亦比畜生墮落得快。如我們所見狗、牛、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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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智慧有限，所造業有限，墮落亦有限。但聰明人智慧雖高，一做錯

事，其墮落反比牛羊豬狗更甚，所以「富貴可畏，甚於貧賤。今此如

來，使人所求如願」，藥師如來使人所求如願，求什麼都滿願，再順

水行舟，不退轉而成佛。對於無論士、農、工、商種種人都能夠攝其

成佛，而承藥師佛的願海來如法炮製。大凡修持，大眾要量己量法，

要知己知彼。自己境界如何？法如何？自己與法是否相稱？自己與法

一定要相對準，然後能直心直行。久然間，能將萬緣放下，厭惡三界，

則一切一切放下，專注往生，這樣就要念阿彌陀佛了。如此，則收攝

六根、淨念相繼，所謂「念持名號」，念至一心不亂，決定往生。這

樣就可自利，然後利人。但是許多眾生，對現前富貴功名，未能忘情，

對妻財子祿、男女之慾，未能生厭。這些未能放下的人，對往生法門

未能生信；即使生信，但「身修淨土，心戀娑婆；身唸阿彌陀佛，而

心求妻財子祿，心與佛相反，這樣修淨土，得不到益處。但是這些人

若想求不捨慾鉤，對現前富貴功名、妻財子祿不能捨離，而望能轉識

成佛、處順境順水行舟而成佛，則無一法勝過藥師如來的願海。若人

人信藥師如來之願海，久久不懈，則不只富貴功名可成，求財得財，

求子得子，求功名富貴壽考樣樣都成就，是一個如意寶珠。對一切如

意寶珠滿其願，即得一切成就，它是直接憑著「人間亦有揚州鶴，但

泛如來功德船」。今日所說是將實法、權法略略講述，大眾最要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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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機。若大眾能放棄一切，當然是往生法門為最好；若不能放下一切

功名，應該修權法。修法是要大眾隨機選擇。

現在又說一段佛之出生因緣。在無量劫以前，已經有無量無邊佛

出世。過去七佛、莊嚴劫以前已經有許多佛。過去莊嚴劫因世界莊嚴，

故稱「莊嚴劫」。一路由拘留孫佛至迦葉佛就是賢劫開始；再至本師

釋迦牟尼，是賢劫之第四尊佛。因為賢劫中賢人大德出世多，故稱賢

劫。賢劫此劫中有二十小劫，二十小劫中最短之一劫現在略略講述。

由最初有人類，命由十歲，代代每一百年增一歲。由十歲增至一百歲，

由一百歲增至一千歲，由一千歲增至一萬歲，由一萬歲增至八萬四千

歲。這是增劫，是人壽最高者。達到最高以後，過一百年減一歲。由

八萬四千歲，每一百年減一歲，一直減；減至人類十歲，不久人類便

會滅種。自有人類出世，由增劫至減劫經過幾千萬年，稱為一小劫。

現在是賢世的住劫，前八個劫是沒有佛出世的。第九個劫，人類由八

萬歲減至六萬歲時，賢劫第一尊佛拘留孫佛出世；再減至四萬歲，據

那含牟尼佛出世；再減至二萬歲，迦葉佛出世；再減至人類八十歲，

釋迦牟尼佛出世，這個劫終。直至第十劫，由八萬四千歲減至八萬歲

時，彌勒菩薩出世。至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劫中沒有佛出

世。至賢劫第十五劫時，同時娑婆世界有九百九十四尊佛一齊出世，

可見賢劫是有史以來最盛的時代。過了九百九十四尊佛出世之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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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這四劫沒有佛出世。最後第廿劫，人類八萬

四千歲時，有樓至佛出世，度盡賢劫未度之眾生，這時賢劫終。賢劫

終時這個世界就壞。在過去無量劫前有現生上王佛出世，曾說過密法；

這個賢劫有本師釋迦牟尼出世說過密法；至未來世，無量億劫之後，

有文殊生王佛出世，然後才有密法。所以這個密法不是容易得到的，

所以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而這個密法尤其難遇。你看賢劫中

一千個佛中只有一尊釋迦牟尼佛說密法，其他九百九十九尊都說顯教，

所以大眾應該把握時機來學法。

現在略說佛與道之淵源。在本師釋迦牟尼出世時，據藏經記載，

實際上釋迦牟尼曾到中土，到過五臺山。當時來到中土不對機，說佛

法沒有人聽，於是遂改教人術數；即儒《易經》、算術。實在是佛住

世時將術數傳出來的。中土人好喜歡，所以術數在周朝時便有。事實

上，是佛來中土後，初初講佛法，沒有人相信；後來教出術數，中土

人非常喜歡，便有種種術數與《易經》。因佛到中土之後見中國人之

程度、對佛之因緣尚未成熟，所以敕兩位菩薩，一位觀音菩薩、一位

文殊菩薩來中土。首先觀音菩薩下山，化身為老子。老子講清靜無為

說，即將世間看空，使人達觀些由人間超升天道境界。再敕文殊菩薩

出世，化成孔子。入世間教人仁義道德、倫常、種種教理，使中國人

奠定人道基礎。至漢明帝時佛因成熟，由竺騰摩法蘭來中土講初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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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再過五百年，達摩祖師由印度來中土，先到廣州，由廣州至南

京見梁武帝。武帝當時注重有相，其問達摩曰︰「朕所造這麼多廟、

這麼多塔，有否功德？」因達摩祖師要破其執著，故謂︰「沒有功德。」

武帝遂問︰「怎麼才叫功德？」達摩謂︰「心審然空寂，便是功德。」

因武帝不明白其中道理，故達摩祖師至嵩山面壁九年。後遇到和尚神

光。他初名神光，因該和尚是遇到一位神人點化，來見達摩祖師求法。

當時天冷下雪，和尚對達摩祖師猛拜求法，達摩祖師不理會他；於是

和尚即拿刀砍斷左臂，再求達摩祖師傳法。達摩祖師見其十分誠心，

於是答應收其作徒弟。神光遂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

云︰「拿心來與我安。」神光云︰「覓心了不可得。」達摩云︰「已

安心竟！」神光後來慢慢地悟道。正式之佛法是達摩祖師傳下來的，

由達摩祖師傳下來，一直傳至五祖、六祖，是禪宗最發達的時候。所

以中國佛法是在唐朝成熟，同時道教之果亦在唐朝時代成熟。所以在

西藏的經典裡有《孔夫子菩薩降生中土經》，在二十年前聽說有人要

翻譯，不知後來是否有譯出。因為老子是觀音菩薩乘願再來，孔子是

文殊菩薩乘願再來，所以儒教、道教與佛教是相通的。學佛必須要學

做好一個人，必定要正心、修心、齊家，講仁義道德，做為正人君子。

有儒教基礎然後可以學佛。道教是二千年來我國之國教，我國文化得

益於道教亦不少。所以大眾學道，由修道然後進而修佛，這程序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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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等於深造一樣。我們無論學佛或學道，應進一步學佛，尤其是

佛教與道教本來是同一源的。

五見有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何謂「身見」？

即摻著成見，亦是我見，自私自利之見地。何謂「邊見」？內心有兩

邊，有得有失、有是有非、有勝有負、有肥有矮、有高有低，有兩邊

相對心，心不得中道，是為邊見。何謂邪見？完全自私自利，損人利

己；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別人，完全歪心，是為邪見。何謂見取見？

明明是自己歪心，而認為對。至戒禁取見，完全是外道的禁戒，或者

是俗人的勢利，是為戒禁取見。佛法是百無禁忌，如一禁忌，就有禁

忌；最重要能不禁忌，則一切吉祥。否則越禁忌，事情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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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祖壇經講義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華藏金剛上師講述

六祖本來姓盧，法名慧能，他的歷史常見經裏頭的序，不必多敘，

現在將經中精華略略點睛一下就得了。

六祖大師實是古佛乘願再來的，也可說是達摩祖師再來，示現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完全不立，所以示現不識字之相。

六祖在少時，聽人講經，已經有多少開悟，後來參見五祖之後，

就已作修心養性工夫。直至五祖點睛，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

後即刻悟道。當時五祖見時候到了，預備傳祖位，請各和尚獻偈。神

秀大師獻偈曰：「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

埃。」此偈身是菩提樹之根，心是明鏡台，時時將明鏡台抹乾淨，莫

使塵埃污染心。心是指自性。此偈陀本來亦可以，不過是慢慢漸修頓

證，不能直指人心，所以五祖認此偈未見性，只可使根器小之人慢慢

漸修就可以得，如果頓證就不可能。至於六祖誦的偈是：「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偈是從法身立場講，

神秀的偈是從應身立場講。講法有應身的立場、報身的立場、法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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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三個講法。從應身的立場可以講得通，但無法子到達法身的境界。

現在六祖所講「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菩提是大覺悟，若能覺

悟，那裏還有直覺呢？一切法空，哪裏有樹？明鏡亦如夢如幻，一切

有為法都是如夢幻泡影，哪裏有台？本來無一物，法性裏頭常清淨，

哪裏惹塵埃？「本來」當「法性」講，法性中時常清淨，一樣東西都

無，法性時常清淨，是不會惹塵埃的。這個偈已講到將近入門，將近

見性，已經到了門檻，所以後來五祖一點就成功了。

五祖曾對徒弟講：「若迷自性，福何可救？」因徒弟各各求福，

不知修行，若迷不知返自性，最多得人天福報，不能跳脫輪迴。若能

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就是一切天人師，為天人師表。

當時本師釋迦牟尼佛傳法，最初在靈山開個法會，世尊拈花，人

天百萬參加此法會，無人懂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意思，只有頭陀迦葉尊

者微笑。他體會之後，釋迦牟尼佛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授」。傳授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

傳給阿難，一代代傳了廿八代，第廿八代分達摩祖師，還有兩師兄弟。

由第一代傳至二十七代，一代傳一人，到了二十八代傳了兩個人，一

位是達摩祖師來震旦，一位在印度。由達摩祖師傳來，一路傳至二祖

慧可，慧可傳道信，道信傳僧璨，僧璨傳宏忍，宏忍傳慧能，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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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傳一個。由六祖一開，四十幾人得法，中國算是大乘果初初成熟。

關於成佛的法，《六祖壇經》所講與《金剛經》實在一樣，都是

由修心養性至明心見性，所講的是一心三觀之法。《壇經》所講有兩

個法門，一個中道法門，一個心印要門，兩個法門。什麼是中道法門？

即是不二法門。六祖大師對印宗講：「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

不論禪定解脫？」惠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當時印宗還未聞如何是「佛法是不二之法」，即未明不二法門。什麼

是不二法門？就是要離二邊：相與無相、高與矮、肥與瘦、黑與白，

種種相對就是二邊，離二邊直達中道實相，即是不二法門。《六祖壇

經》第一講不二法門，第二講一心三觀。這個中道法門就是屬直覺的。

直覺現前，離開二邊，直達中道實相。

此外還有三個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昧、一念三昧。何謂「一

行三昧」？集中精神一點，專修一個法，直達真如本性，謂之「一行

三昧」。三昧者，正定也。何謂「一相三昧」？攝一切相而離一切相，

謂之「一相三昧」。「一念三昧」呢？不著有念，不著無念，直達真

如本念，謂之「一念三昧」。有三個三昧即三個正定：一行三昧、一

相三昧、一念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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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一心三觀？若就天台宗，第一講止觀。一個即「奢摩他」。

「奢摩他」即「止」，息一切妄念。「觀」指假觀、空觀、中觀，共

三個。「奢摩他」屬止，亦稱淨觀。「三摩缽提」屬觀，亦即假觀。

「禪那」即中觀。三個觀在《圓覺經》、《楞嚴經》中講得清清楚楚，

天台宗取之，實際禪宗也是一樣，只是名稱不同，同是一個方法，改

了名字罷了。

《六祖壇經》怎樣講呢？第一無念三昧，第二無相三昧，第三無

住三昧。無念三昧即是法華宗的奢摩他，即止，是淨觀，無相是假觀，

無住是中觀。也就是空、假、中三個觀。什麼是空觀？觀一切皆空，

無常。什麼是假觀？觀一切法如夢幻泡影。什麼是中觀？觀一切法非

空亦非有。就是三個觀。這三個觀本來在千年多以前由佛傳出來，他

是要人止靜，怎樣打坐，自己將妄念止息。因為至到唐以後人心複雜，

沒法從止觀開始修。南宋以後，修止觀、禪定方法，如老鼠拉龜，九

百年間幾乎無人識入門之法。所以宋以後，改為參話頭，愈擴愈大，

擴成一千六百多公案，搞來搞去皆是一樣的，參來參去，都是最初方

便，不能到究竟的地方。關於這點，我現在略略講幾句話，大眾就可

明白了。

什麼是無念三昧、無相三昧、無住三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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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無相三昧，無相三昧即對外境一切不動，是對境的。要你守

住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守六根不動，對外境一切不動。舉個例說：

如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也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也好，一面念佛，

一面守六根，對外境我不起心，這樣就是無相三昧。一面念佛，一面

修心，使六根不動，對外境不起心，即是不起憎愛取捨，一面念阿彌

陀佛，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不動於衷，這個境界修成就是無相

三昧。大眾明白嗎？這就是講不動心。

什麼是無念三昧呢？念阿彌陀佛時，過去的念頭、現在的念頭、

未來的念頭，都置之不理，由他起，一直念阿彌陀佛。若打妄念，不

好理妄念。知而莫隨，知念妄，心不要隨他走，即是你集中精神念佛，

久而久之，不給妄念束縛住，你就脫離了妄念。英文叫做：Free from

illusion。念阿彌陀佛時，過去、現在、未來的妄念知道，但不好跟他

走，也不好給他牽住，也不好壓制他。你一心念佛，將過去、現在、

未來置之不理。置之不理，也就是諾那師父所云：「奉持無著」。這

是文言講法，因為師父是西藏人。若用國語講就是「拿住不管」。怎

樣拿住不管呢？「拿住」就是文言「奉持」之意。拿住、抓住，而實

不是抓住，是要你受持。念阿彌陀佛，一心受持，不管一切，拿住「不

管」。奉持阿彌陀佛佛號，對過去、現在、未來無著，不管不理。這

裏明白嗎？久而久之，經相當時候，無念三昧成功，將過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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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妄念消除了，你也恢復你的心性。我們的法性等於月光明亮，妄

念等於烏雲。烏雲將月亮遮住，永遠出不了頭，猶如金藏沙中，被沙

蓋住不出，現在將妄念消除，法性就現前。

無念三昧屬一切智，無相三昧屬道種智，無住三昧屬一切種智。

最後講無住三昧，分兩個門，一個住世，一個出世。住世，念阿

彌陀佛要離開相對二邊，最緊要的是要離開是非，離開成敗、得失、

勝負。因為念佛要集中精神念，念經修行時要將得失心撇開；不修行

時，行住坐臥亦要將勝負成敗得失心撇開，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將

得失是非相對心脫離，這樣無住三昧才成功。所以一心三觀配合三個

智，無念三昧配合一切智，無相三昧屬道種智，無住三昧屬一切種智，

三個智。無念三昧屬於小二乘之方法，無相三昧、道種智屬菩薩境界，

無住三昧、一切種智屬一乘佛的境界。尤其是修一行三昧，這是講最

重要須直心。「直心」怎麼講？據丁福保所講是俗義解法：心不曲、

心即心。這是俗義解法，並不是勝義解法。勝義解法是一心念佛，不

著有念，不著無念，有無二邊不著，直達真如本性，這就是直心。「直

心是道場」是說念佛不著有，不著空，直達真如本性，這就是菩提道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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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般若品〉之般若三昧—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

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無念即一切處

無心，無念即「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此是內境。先要將外境修好，

「於心無境，於境無心」，心不為外境所奪，這是外境。現在無念是

心不為內妄念所奪，無念是一切處無心，無一切境界，無意念事，對

於六根六塵不動念，六根不動，不為六塵所污染。

「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無念知一切法心不染，見一切

法心不動，不為外境所染，此是無念。

「知見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最重要是這幾句）

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融無礙，即是般若

三昧，自在解脫。」三昧清淨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動，

使六識出六門，來去自由。六識一出去，對六塵不染，不取不捨，守

住六根。六識一出，從六門出去，對於外境不取不捨，不被外境所污

染，久而久之，六根清淨，般若三昧就漸漸成了。修般若三昧最重要

的就是這幾句話。

現在講〈懺悔品〉。有句很緊要的地方：「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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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稱自己

名）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

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稱名），從前念、今念

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

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稱名）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

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善知識，以上是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

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

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

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

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

前罪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懺悔最重要的是將前念、今

念、後念，即過去、現在、未來的念都要止。心要先入定，清淨了，

將貪、瞋、癡、慢、妒的以前的念、現在的念、未來的念都止息住，

以後不再做。這樣由懺悔入手，即可見性。來來去去不斷地息這個心，

將前念、今念、後念，過去、現在、未來懺悔這個念，使不再起，不

再作那個念。

現在講四弘誓願。「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什麼是「自心眾生」

呢？大家要知道一念清淨即佛，一念煩惱即輪迴；所以一念心起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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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妄念一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故先要

將妄念的眾生度盡，我息止妄念，心不起，我自心的眾生自然息滅，

自然可以度。因為由禪宗、密宗講，一個念一起即犯戒，顯教則殺生

還要做出才是犯戒。好像殺生，殺隻雞，有這個事實，這樣才是犯戒。

禪宗和密宗則不是，若心一想即犯戒，一動念即犯戒。所以戒律有「毘

尼」與「尸羅」二種：「尸羅」是條文，要先做出來才是犯戒；「毘

尼」則不是，你一動念即是犯戒，所以這個無相密宗，動一個念都不

得。心不動念，久而久之，心清淨了，好像湛如止水。因為凡夫的腦

海打妄念，妄念是永不停的。色受想行識的「行」就是打妄念，不斷

地來來去去，妄念像長流污濁的溝渠水。修法要將妄念止息，就好比

將溝渠水止住；止住之後還要使溝渠水澄清，變成清水，不動的清水。

心不動，自心眾生不起了，即自心煩惱不起，這是「前念不生」。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以前屬於「寂

寂」，寂寂的心是不動的。以下屬於「惺惺」，惺惺的心明瞭，有靜

有定，而心不迷，不迷謂之「惺」。寂寂屬「前念不生」，惺惺屬「後

念不滅」。所以寂寂裏頭不許有無記，惺惺裏頭不許有妄想。寂寂而

無記，完全無想，就像是木頭。寂寂中不可有無記，惺惺中不可有妄

念。故心時常要保持佛心，一面寂寂，一面惺惺。寂寂是不動的，惺

惺是動的。一個動，一個靜。成佛是靜的，度眾生是動的。靜中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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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有靜，寂寂惺惺，惺惺寂寂。寂中離無記，惺中離妄想。

再講皈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佛者

覺悟，性也；法者正也，智慧也；僧者淨也，即妙用也，此是勝義皈

依。什麼是妙用呢？假借四大幻化的和合僧來用，來普度眾生。僧者，

俗義當和尚解；若依勝義解，修行人借四大和合之身來入世普度眾生，

利用四大和合體入世來普度眾生，乃佛的八萬四千種妙用。

「自心皈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

心皈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

名離欲尊。自心皈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

尊。」這就是三皈依。所以皈依怎麼解呢﹖自心皈依覺，邪迷不生，

一切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兩足尊即是福智俱

足，福慧雙修，此即兩足意，這就是皈依佛。皈依法是自心皈依正，

皈依智慧，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就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

名離一切欲，此是皈依法的意思。皈依僧是自心皈依淨，一切塵勞愛

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明白了三皈依，才是真皈依，不

明白了解則是盲皈依。

一切的四身五智皆由心出的，分為法報化三身。法身猶如樹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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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身猶如樹之幹，化身猶如樹之枝葉，實際是三身一體的，猶如一棵

樹。所以法報應三身，法身是體性，報身是智慧，應身是妙用，都是

我的菩提心裏頭流露出來的。

再講〈機緣品〉最後一個偈，即無上大涅槃的偈，有幾句很重要

的：「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

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

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常應諸根用」六根一起用而不起用想。眼所見，耳所聞，種種

用處，不要著相。分別一切法，不要有憎愛取捨。「劫火燒海底，風

鼓山相擊。」劫火指天崩地裂之時，我性不動，劫火將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燒毀，我法性不動。但凡夫識動，然其法性亦不動，到了法性不

動即涅槃境界。識動性不動。凡夫六識動，一有感覺就動，但法性不

動。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化為微塵，自性動都不動，這是講「識動性不

動」，這個境界就是涅槃了。將識撇掉，歸返覺性，即使三千大千世

界燒掉，於我法身都無損。

至於〈咐囑品〉講了三十幾個相對，是要顯中道實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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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品有個偈：「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

自成。」這是講心地含一切種智。「普雨悉皆萌」是以菩提甘露來灌

注，一切種智就顯現出來了。「頓悟花情已」，花開，菩提心一開，

菩提果就成了。

最後一個偈：「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

無著。」這是講四個門，第一個空門，第二個有門，第三個亦空亦有

門，第四個非空非有門。

「兀兀不修善」是講空門，自性不動。「兀兀」是不動意。不動，

我出世成佛自性不動。「不修善」，即是說修善而不著相，心不動。

雖然人在肉眼中所見是善，但我不當他是善，即是修福不望報，不住

於善相，心不動，這是空門。做一切善相，離開一切善相，不要住於

有相，這是空門，是出世法。

「騰騰不造惡」是入世法，屬有門。入世度眾生亦不作惡事。「兀

兀不修善」是任運，「騰騰不造惡」是騰騰。任運騰騰，騰騰任運，

這個出世入世、入世出世，是佛的神通，一種遊戲神通的定，要來也

自由，要去也自由，這是空門和有門。

「寂寂斷見聞」這是亦空亦有門，是大菩薩境界。「寂寂」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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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空，「斷見聞」是雖然見聞覺知樣樣有，但我不著相。我六根所

感雖樣樣有，然我不著相，寂然不動。不動，見聞覺知都不動，這是

亦空亦有門。

「蕩蕩心無著」即非空非有門，這是匯歸毘盧性海的境界。所以

是四個門，一個空門，一個有門，一個亦空亦有門，一個非空非有門，

這已將佛法的門徑完全講完。

最後講講結論：《六祖壇經》最初講的是中道法門，最後也講的

是中道法門，中道法門即中觀法門，亦是不二法門。最初至最後，都

要你的心離開是非，離開相對，無勝負成敗得失之心來唸佛，這樣修

心，就是這個法的要門。第二是一心三觀法門，無念、無相、無住。

無念是對內的，是內覺，無相是外覺，無住是直覺。一個內覺，一個

外覺，一個直覺。

現在先講外覺。唸佛時對外境不動於心，六根不動，色聲香味觸

法現前，不動於衷，對六塵起滅不理，此是外覺不動心。第二無念三

昧，是內覺不起妄。我一心念佛，妄念起時，不要被妄念奪了我的心，

知道妄念是個壞東西，知道妄念，不要跟妄念走，集中精神念佛。念

佛時提起正念，將一切妄念消除，這是無念三昧。無住三昧是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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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現在、未來之妄念不著，對二邊的不著，這是住世三昧。至於

出世三昧連空有是非皆跳出、雙超。無住三昧分兩個境界，住世三昧

和出世三昧。住世空有圓融，色空圓融，是非圓融，樣樣圓融。出世

三昧則兩樣雙超，超出二邊。這是第二段。

第三段是一行、一相、一念三昧。一行者是集中精神修一個法門，

直達真如境界，這是直心。不住有念，不著無念，直達直念，這是一

念三昧。一個三昧得了，一切三昧都成就。一即一切。一法通，則萬

法通。一行三昧通，行行都通；一不通，一切皆不通。你若通禪宗，

則密宗一切宗都通；你不通禪宗，一切宗都不通。淨土也一樣，你通

淨土，一切宗都通；你不通，一切不通。所以禪宗可以說是佛最嫡傳

的，是正宗的。因為佛住世時，只有禪宗同小乘，小乘還未曾有分開

為俱舍、成實二宗。

小乘分兩宗，是哪兩宗？第一是俱舍宗，俱舍講我是空，法是有，

法有我空。小乘借個法來修，但無我，這是俱舍的境界。成實宗則是

法也空，我也空，又比較高些。當時佛住世只有大乘、小乘二宗。直

至龍樹菩薩出世，多了法相宗、般若宗及密宗三宗。整個印度，只有

五宗，沒有六宗。印度大乘只有四宗，大眾要知道：第一禪宗；第二

般若宗，即法性宗；第三是法相宗，即唯識宗；第四是密宗，只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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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加上小乘，只有五宗。直至中國則開出十三宗，多了八宗。

最後，就佛所講，完全是由修心養性，直至明心見性，這是大乘

的講法。千篇一律這樣講，只有一個法門，沒有兩個法門，這是實教。

實教是眾生就佛，權教則有無量數多。可由一個法門開至八萬四千法

門，由八萬四千法門開至無量無數都得，是佛就眾生的習慣而設。即

是依機而設，見一個人根器不同，就依回其習慣方便來度他。是什麼

樣的方便呢？如度婆羅門教，則用回婆羅門教來度他；如是耶穌教，

則用回耶穌教來度他；若是回教，則用回回教的東西來度他，此是權

教。權教對任何機都是用回他的東西，在這裏面使他就地還家，就他

的習慣來指點他修心養性，甚至教他唸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都可以，使他先修得一心不亂，這是初步。到了這步，好

像教小孩子，一年級的功課教完就要撇掉，教完一步抹一步，不能死

梗一步，好像唸一、二、三，首先唸得定，又要由定轉入慧，就是撇

掉這個方法，用第二個方法再進一步。逢到學佛，教一步必定要抹一

步，教完一步必定要脫胎。學一步法，撇一步法。你如果抓住一個法

永遠不成功，所以要在法裏「脫穎而出」，學完一步要撇一步。好像

參話頭是第一個方便，中國只有第一個方便，第二個方便現在可以講

沒有了。但只有第一個方便絕對不能成功，不過初步可以稍微定一點，

由定一點再用第二個方便轉入慧門。一個定門，一個慧門。所以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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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機立教，對任何根器都可以教得，像孔夫子是儒教的，可用回儒教

的方法來度你。依眾生根器，任何根器都可以度得。所以權教可以由

一個法門，開到八萬四千法門，甚至無量無數之多，都是佛的依機設

教。《六祖壇經》講得清清楚楚，一切佛經都講得清清楚楚。

現在講講原始佛教是怎麼樣的，是注重精神而不注重形式的。後

來中國傳到唐代，一代不如一代，變成注重形式而不注重精神，和古

來佛教剛剛相反。古來佛教重精神，不重形式；現在的重形式，不重

精神，所以只有得其末，不能得其本。現在若將重形式的毛病撇除，

則可以得返其本。若人人只就形式來作，得其末，是永不成功的。所

以大家學佛必定要找回最古的佛教，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頓宗。

漸宗是由修心養性，直至明心見性，這是漸宗。頓、漸兩派都是以最

古為最好，如果就後世的方法就會變到形式去了。從前做外功的人對

修心養性都漠然不知，這個是事相境界的毛病，因此如果只從名相上

理解，一味咬文嚼字決不會成功。因為佛法是注重實行，不重言說；

若依文字而能成功，無有是理。所以龐公有個偈：「名相本來無，迷

人意欲須。須時權為說，迷過患須除。般若無是非，無實亦無虛。八

萬四千法，總歸同一如。」一切的名相皆從文字講解。本來上根上器

的人是不需要的，心中領悟就得，一了就百了，不需文字講解的。但

根器低的人需要講解，我也姑且同其講解；一旦他覺悟了，這個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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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可以不要了，所以依古法就是由心悟。

六祖的特點在本達摩祖師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因此

六祖示現不識字，可以不識字而明心見性。因為當時達摩祖師來中國

對講解家排斥，一般講解佛經的人把達摩祖師當作仇人一樣，所以達

摩祖師來中國並沒有度到幾個人，度到三幾個人，一個得皮，一個得

肉，一個得髓。當時達摩祖師臨走的時候問幾個徒弟：「你的境界如

何？」一個和尚講：「我所見的是這樣。」達摩祖師說：「你得我皮。」

再一個師姑來說：「我見五蘊本空。」師說：「你得我肉。」第三個

和尚來，他的見解高些，師說：「你得我骨。」最後慧可來了，他先

不講，不出一點聲音，向達摩祖師拜三拜，達摩祖師說：「你得我髓，

得我精華。」實在達摩祖師來中國只度了四個人。所以佛法東來，由

西方來到東土，初初度人度不多，只有到了六祖然後才發達。

六祖在人間示現不識文字，不識文字都能成佛，這是最大的特點，

因此梁任公說：「中國最偉大的人就是六祖慧能，是五千年來中國最

偉大的人。」以梁任公的眼光講是絕對無錯誤的。

（現在獻曼達。）

最後講講全世界佛教的情形，各各境界不同，大眾應該循返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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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法。古來的佛法分兩種：一種漸法是由修心養性直到明心見性；

一種頓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法只可由心悟，要修心。除了修

心之外，都是一種方便；如稱名唸佛是對初機而設的，並不是對上根

而設的。大眾以為唸阿彌陀佛是究竟的，其實只是初步、起點，不是

究竟，大家要省悟。大眾唸佛應該由稱名念佛轉到實相念佛，由起點

發心到終點，不要認為起點是究竟，這點是中國學佛的人應注重的，

因為起點與終點相差遠之又遠。今日圓滿。

時間：公元一九六一年 春

地點：美 國 舊 金 山



68

跋

民國四十九歲杪（一九六○年十一月），吳師華藏聖者應美國舊

金山佛道研究會等信眾之恭請，渡重洋來美弘法，駐錫大埠十閱月，

修大超度法數十壇，傳大法甚多，其功德之大與感應之多，令人不可

思議處，至今廿載之後，尤有樂道者。斯時 師尊每於聚眾開壇之際，

或講說經文，或演述正道，多方取喻，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相機逗

教，期稍啟眾生之佛性，而廣結三根之善緣，誠一大事因緣而澤被人

天者。

其時在座有大德謝實之居士，為諾公舊弟子，亦師之至友，實一

有心人也。每值 師尊升座宣講傳法，即親自錄音並善存之，從不輕

以示人。及 師尊示寂，同門頓失依恃，無不愴悲難抑。因群集謝叔

室共展拜 師法照、手澤等等，並得恭聆其所錄藏之者，睹物思人，

並聞所錄音色宛然，若共一室，更增孺慕之情，盆添失師之痛。然聽 師

尊法語音之鏘鏘如坐春風，每至其恰中柷棨之處，直指人心，道前人

之未道，啟人疑難，覺吾輩之不覺，快慰茅塞之頓開，欣慶何如。自

斯之後，此地同門每隔數週，輒集斯室薈供，並聆師訓。雖師尊在此

地以粵語致辭，似對余等不諳有所礙難，然反復聽之，實更增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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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恒易得法喜。

為求法澤廣被，弘揚教化，因懇商謝叔選其所錄存中之要者，轉

錄寄台，祈能譯錄成文，並印行之，請吳瑞瑛、左慧玲師兄筆記，林

慧莊師兄修訂。因各人營生、修法均忙，惟藉暑中假日，經多月之辛

勞，終揮汗成本篇初稿。又一再研討經月，囑余攜之返美，請謝叔就

原錄音帶詳加訂正，以求其真。再請王守益師兄潤文，以求止於至善。

最後交付鐫版印行，錢智敏及朱慧華伉儷師兄主其事，任勞任怨，費

神尤多。茲將本末誌之如上，以表欽敬謝實之師叔及出力各同門，而

示不忘。

如眾所週知，師尊為十地菩薩入胎乘諸佛大願再來者，並知駐世

期間即身證得正等正覺，早在中歲即修得四自在。以駐美之際為例，

常講經說法，引藏文古籍為佐證，傳特殊之陀羅尼，均係自心現之隨

口而出。師尊向不神異自炫，而凡此實異乎常人。終生奔波各地，席

不暇煖，所至輒留法寶，一如在舊金山者然。如有各方同門有珍存師

尊開示之錄音、翰墨文牘，圖片法照等等，至祈亦能如謝叔，請複製

以交本會，或借交本會複製，俾能加以整理，以廣流傳，而弘教化，

助轉法輪，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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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講六祖壇經者極多，而近世尤多，然如師用之解大乘法、中

道義與一乘教者，且傳六祖心咒者，當為空前絕後。實教、權教並重，

種種方便，更屬鮮聞。如本篇（六祖壇經講義）即為二十年前所說「……

教他念一、二、三、四、……都可以使他先修得一心不亂而得定……」

之方便法門，與近十年來轟動世界之所謂「超視靜坐（Super Meditation）

所用方法頗為相似。但因其不知師尊所說之「撇」字方便法門，自其

原學得之方法裡脫穎而出，故不能自我超越，由凡成佛。吾門所宗者，

如師尊所傳之亦圓亦頓法門之圓覺宗，為古佛之心傳。重精神心靈之

修持，而不重事相。設有弟子不能領悟此以修心為本之旨，當為未得

師門所傳究竟門徑，宜細讀本篇，細細玩味其中三昧，必當有獲也。

余因奇緣得與聞其事，諸師兄以此文見囑，因草之應命，不文之

處，尚祈達者曲諒為禱。

智海崔百川謹誌於美金山前虛斗室

燈下，窗外霽月出雲，光照大千，

時為公元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七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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