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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星雲大師

古人說：人生最大幸福

事，夜半挑燈讀《壇經》。

在禪宗龐大的典籍中，

《六祖法寶壇經》被視為是

一部無上的寶典，在中國佛

學思想上具有承先啟後的

力量；宋明兩代理學家的語

錄，也深受此《壇經》影響。

因此，《壇經》不但在佛教

裡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近

代國學大師錢穆尤其將之與

《論語》、《孟子》等書並列為探索中國文化的經典之一；是中國

第一部白話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更是禪學的偉大

著作。西方人瓦茨氏（Alan Watts）認為《壇經》是「東方精神文

學的最大傑作」。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學禪已蔚為世界潮流，例如在美國，

「禪」被列為訓練太空人的課程之一，因為到了太空，必須停留一

段相當長的時日，如果沒有禪定的力量，寂寞無聊的時間便不容易

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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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著作《六祖壇經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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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是什麼？禪是不立文字，禪是言語道斷，禪是自然天成的本

來面目，禪是我們的本心自性。禪不是出家人的專利，也不是只有

深山古剎裡的老和尚才參禪入定，因為禪就是佛性，所以人人都可

以參禪。

禪有無限的意義，無限的內容，無限的境界，如果我們每一個

人都有一點禪的素養，對於自己心境的拓寬，精神的昇華，人格的

培養，心物的調和，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例如：一句難堪的言語，

一個尷尬的動作，一段不悅的往事，在禪的灑脫、幽默、勘破、逍

遙之中，一切都會煙消雲散。因此，禪之於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

非常重要的。

《六祖法寶壇經》是一部闡述人人真心本性的重要經典，它指

出我們真正的生命，因此，也可以說是一部充滿生命智慧的寶典。

《六祖法寶壇經》一共分為十品，各品要旨分別陳述如下：

第一〈行由品〉，是六祖大師自述他的身世，以及求法、得法

乃至弘法的種種歷程，也是本經的序分。

第二〈般若品〉，記述六祖應韋刺史的請益，而為大眾開演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的法義，謂「若識得自性般若，即是見性成佛」。

這是《六祖壇經》最重要的一品，本品將禪的價值、意義發揮得非

常透徹。

第三〈決疑品〉，記述六祖大師為韋刺史解釋達摩祖師何以說

梁武帝造寺度僧、布施設齋了無功德以及念佛往生西方的疑問，並

以〈無相頌〉揭示在家修行法。

第四〈定慧品〉，集錄六祖大師為大眾開示「定」與「慧」體

用不二的法義。也就是說明曹溪的修行法門是以定慧為本，而定慧

是一體的，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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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在定。又說此修行法門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第五〈坐禪品〉，記述六祖大師為聞法的大眾開示修習禪定不

是在著心、著靜和不動上修行。坐禪的意義是：外於一切善惡境界

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禪定是：外離相為禪，

內不亂為定。因此，我人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

成佛道。

第六〈懺悔品〉，收錄六祖大師為來山聽法的廣韶及四方士庶

傳授「自性五分法身香」（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

及「無相懺悔」，說明懺悔、四弘誓願、無相三歸依戒等意旨。

第七〈機緣品〉，匯錄六祖得法後，在曹溪弘化時，與無盡藏、

法海、法達、智通、智常、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隍等各方

學者師資投契的機緣。

第八〈頓漸品〉，乃六祖大師為神秀的門人志誠禪師開示「南

能北秀」二人所教示戒定慧的差異。因旨在敘說「法無頓漸，人有

利鈍」，故名頓漸。

第九〈護法品〉，記載神龍元年（705）則天太后及中宗下詔

迎請獎諭六祖大師的經過，也就是說明當時朝廷尊崇六祖及擁護佛

法的情形。

第十〈付囑品〉，是說六祖大師臨涅槃時，教導弟子如何舉用

三科三十六對來說法，才不致失卻頓門禪宗的宗旨，並記述六祖遷

化前後的經過情形。

在開始講述《壇經》的十品經義內容之前，先就本經的思想源

流、歷史價值、版本……加以說明、分析，歸納出下列十項，方便

大家對《壇經》有個初步的認識。

1.《壇經》的思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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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壇經》的歷史價值

3.《壇經》的各種版本

4.《壇經》的修行觀念

5.《壇經》的悟道成佛

6. 惠能的行誼法難

7. 惠能的功臣神會

8. 惠能的衣缽傳人

9. 惠能的禪法特色

10. 惠能的五家七宗

一、《壇經》的思想源流

談到《六祖壇經》的思想源

流，當然必須從禪的起源開始說

起。

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

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

顏微笑。佛陀曰：「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付囑摩訶迦葉。」

佛陀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

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

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

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明代《達摩面壁圖》（局部），西安碑林
博物館藏。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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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五燈會元》裡載錄的一則著名公案──拈花微笑，說明

禪宗衣缽傳承，是根源自靈山會上佛陀傳法給摩訶迦葉。之後歷經

各時代的傳承，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東來，播下禪的種子，為東土

禪宗初祖。此後五傳至弘忍，其下六祖惠能，南宗巍然卓立，波瀾

壯闊，大放異彩，開演為五家七宗，應驗了達摩祖師「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的預言，也奠定了隋唐禪學的黃金時代。

從西天到東土，禪，雖然因為環境的變遷，地域的不同，語言

文字的差異，產生了多種的風貌，或為菩提、或謂般若、或指禪那、

或名三昧、或喚本來面目、或稱第一義諦、或曰涅槃妙法、或說究

竟常樂、或云圓滿自在……名相百千，但本質一如。就像黃金，可

以製成耳環、手鐲、戒指、項鍊，形相諸用雖異，金體不變。

從西天二十八祖傳至東土諸師，禪，有時質直如大地，生長萬

物；有時幽寂如谿壑，深靜清涼；有時磅礴如江海，勢力威猛；有

時含納如叢林，庇蔭眾生。而禪的傳承，始終是本著佛陀「以心傳

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宗旨，延續著「正法眼藏」。

《壇經》的〈行由品〉說，惠能大師早年聽客誦《金剛經》，

當下有悟；後來五祖弘忍為他講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而說：「何期自性本自

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

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般若品〉說：「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

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又說：「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若

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這與佛陀當年於菩提樹下，金剛座上，

夜睹明星，豁然大悟，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

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揭示「眾生自性當中具足三寶

的無量功德，人人皆有佛性，都有平等無差別的法性，都有喜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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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和樂的心」，有異曲同工之妙。

〈機緣品〉說，六祖得法後，至曹溪弘化，無盡藏比丘尼問他

既不識字，怎麼能夠理會《涅槃經》義，惠能大師自信地說：「諸

佛妙理，非關文字。」惠能大師認為一切經書，大小二乘，十二部

經，其目的是為了讓迷人開悟，愚者心解。萬法本在自心，應從自

心中證悟真如本性。所以，語言文字只是方便開啟法門的工具，可

見六祖是徹底落實禪宗「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宗旨。

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也不離人間，

因此有關佛陀教化眾生，六度四攝的思想，乃至人倫、世用的經典，

比比皆是。例如，談到孝道人倫，《雜阿含經》說：「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粗言兩舌，調伏慳吝心，常修真實

語。」《五分律》載：「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

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壇經 ‧

疑問品》教導在家居士修行則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

又〈般若品〉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

求兔角。」惠能大師這種「不離世間覺」的人間佛教思想，與中國

禪宗初祖至五祖延續的潛形山谷，肅然靜坐的宗風截然不同，他使

禪宗進一步通俗化、社會化，充分闡揚了佛陀的人間佛教思想。

因此，追溯六祖惠能的《壇經》思想源流，可以說是直承自佛

陀的心法。

二、《壇經》的歷史價值

所謂「佛經」，是記錄佛陀教化眾生的真理語錄，又稱「契經」

（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根機）。歷代以來的佛教作品，除了佛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　　　　　》學報‧藝文│第三十七期

8

經以外，唯一被世人尊稱為「經」的，就是這部傳誦千年的《六祖

法寶壇經》。

《六祖法寶壇經》，略稱《法寶壇經》、《壇經》，是惠能大

師的言行錄，由弟子法海集記，和孔子的《論語》一樣，具有不朽

的歷史價值。《壇經》，為什麼稱為「壇」？這是源於劉宋時代，

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在廣州法性寺創立戒壇，並立碑預言「將來當

有一位肉身菩薩到此壇受戒」；後來在梁天監元年時，又有一位智

藥三藏法師在此壇畔種了一株菩提樹，也預言「將來有一位肉身菩

薩在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唐高宗儀鳳元年（676）二月

八日，六祖惠能大師即在此壇受具足戒，並在此菩提樹下開始傳佛

心印。其後說法雖不只限於此壇，但他的門人弟子為了重視由此壇

開始的紀念性，所以將六祖前後語錄統稱為「壇經」或「法寶壇

經」。

關於《壇經》的價值，可略從二方面來說明：

1. 禪宗典籍之王：禪門中，人才輩出，各宗各派的祖師大德多

留有豐富的著作或語錄，因此禪門典籍其量之多，可用「汗牛充棟」

來形容。其中，《壇經》是禪宗最早的一部語錄，元代德異法師說：

「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

者，莫記其數。……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又說：「夫《壇經》

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北宋明教契嵩禪

師說：「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跡效；其因真，其果不謬。

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

所以《壇經》為佛學聖典，流傳久遠，堪與有「經王」美譽、富麗

廣闊的《華嚴經》，以及圓通暢達的《法華經》媲美，而受人崇敬，

尊之為「禪宗典籍之王」，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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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禪門思想革新：達摩東來，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

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達到佛教真理。至六祖惠能大師，由於

他對傳統修行方法、教義闡示的革新，使中國禪有了劃時代的發

展。從《法寶壇經》裡，我們可略窺一二。

‧ 一行三昧―〈定慧品〉裡，六祖大師謂一行三昧，就是能

在一切處無論行住坐臥都能經常修行一正直心。他反對持「常坐不

動、妄心不起」為一行三昧者，他說：「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

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又說：「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

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因此，任何人若教

人如此習禪，那是最大的錯誤。

‧ 禪―早期以「守心」或「誠心專注」來解釋禪，因此有所

謂「著心、著靜、不動」。惠能大師為了革新這個觀念，作了新的

詮釋。他說：何名「坐禪」？善知識！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

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坐禪品）

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

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頓漸品）

惠能大師認為「禪」不僅是蒲團上的靜坐，而是超越一切的框

框，所以禪不再是以調身、打坐為唯一修行的功課，禪的主旨是在

「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 定與慧的修行關係―有說「先定發慧」，有說「先慧發

定」，惠能大師則說：「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

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其次，又以燈與光來比喻定

慧之間的關係：「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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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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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如是。」（定慧品）

‧ 淨土念佛修行法門―一般僧信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

方。《壇經》說：「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

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

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

即釋迦，平直即彌陀。」（疑問品）惠能大師認為吾人本性之中即

具有西方三聖的慈悲喜捨及平等真心，所以主張吾人在現實生活中

能實踐五戒十善、慈悲喜捨，當下即是西方，現生即到極樂淨土。

《壇經》中超越傳統佛教教義而具有革命性的學說，俯拾皆是，

促成了禪在中國燦爛輝煌的發展，乃至成為今日安定社會人心的重

要法門。因此，《壇經》的高度歷史價值是無庸置疑的。

三、《壇經》的各種版本

《壇經》的版本，從曹溪原本到敦煌本，歷代以來經過多次的

增刪修潤，版本不斷的改編和刊行，內容和組織多有出入。因此，

現代對於《壇經》版本的考據和研究者相當多。其中，日本的宇井

伯壽所作的《壇經考》、關口真大所作的《禪宗思想史》（1964）、

柳田聖山所作的《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1967）及我國學者胡適

所作的《壇經考》（1930、1934）與《神會和尚遺集》等，都曾提

出相當的見地。

佛光山於 1989 年也曾以「《六祖壇經》之宗教與文化探討」

為主題，舉行國際禪學會議，來自美國、澳洲、法國、香港、義

大利、日本、韓國、台灣等 20 多所大學的教授和學者，熱烈地發

表他們的研究論文，集成《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錄》付梓刊行。

1994 年 12 月，佛光山「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印的《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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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壇經》等禪宗重要典籍，將之分為 4部 50冊，作標點、分段、

注解、校勘等，方便大眾閱讀了解。

《壇經》的版本可歸納為 5 種：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德

異本、宗寶本。

1. 敦煌本：是近代從敦煌所發現的寫本，約成立於 780-800 年

間。現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題為「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共 1 卷。

2. 惠昕本：近於敦煌本，晚唐僧惠昕參考古本改編刪定而成。

編定的時間，約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據《郡齋讀書志》、《文

獻通考》所載，惠昕所編共有 3 卷 16 門，現存 2 卷 11 門，為南宋

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晁子健於蘄州所翻刻，流傳至日本，

由京都堀川興聖寺再行刻印。今言惠昕本，即指日本京都堀川興聖

寺藏本。

3. 契嵩本：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契嵩禪師發現了古本《壇

經》，依此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簡出資刊印。契嵩本與惠昕本相距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印的《禪藏》，全套 51 冊。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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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9 年。從敦煌本不分卷、惠昕本的 2 卷 11 門，到契嵩本的 3 卷

10 門，《壇經》所具有的品目模式，大致確定下來，為後代一般流

行本所沿用。

4. 德異本：元代僧德異深感《壇經》為後人刪略太多，失去六

祖禪法的原貌，因此花費 30 年的時間，遍求古本，終於在通上人

處覓及古本。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刊印此古本。

5. 宗寶本：至元二十八年，廣州報恩寺僧宗寶得到 3 種《壇經》

版本，見其互有得失，於是將三本合校成一本，全 1 卷 10 品。明

太祖洪武五年至成祖永樂初年（1372-1403）頃，刊行大藏經，將

宗寶本編入大藏，因此宗寶本就廣泛地流傳下來。

至今對於《壇經》的版本、內容等，雖然多有爭論，但是「宗

寶本」一直是明代以來最為流行的版本。

四、《壇經》的修行觀念

《壇經》在中國思想史上，深具影響力，他所揭示的修行觀念，

為佛教傳統修行方式注入活水，促使禪宗蓬勃發展。今略舉 3 點說

明如下：

1. 隨緣不變的無住修行：《壇經》的〈行由品〉說，惠能大師

承受衣缽後，到了曹溪，又被惡人尋逐，為了避難，他隱遯於獵人

隊中，過著與獵人為伍的生活。他時常隨宜為獵人說法，獵人則令

他看守羅網，每當他看見禽獸落網時，便將牠們統統放生。到了吃

飯的時候，便以菜蔬寄煮在肉鍋中，但只吃肉邊菜。這樣的生活，

惠能大師隨緣安住了 15 年。一天，當他思惟出世弘法的時機因緣

已經成熟了，便毫無眷戀地走出隱居的生活，而到廣州弘法利生。

惠能大師不論身處寒暑冷暖、榮辱苦樂、貧富得失、是非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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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能保有一分「隨所住處恆安樂」的曠達和寧靜，這種隨緣不

變的「無住生活」，充分地流露出禪者人間化的性格，也破除一般

人對於禪法神奇玄妙的迷思。

2. 心無憎愛的無念修行：〈般若品〉的無念修行法門說，無念

並非百物不思，而是「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也就是面對一切

境界不起喜惡愛憎等念頭。

如何能無念呢？惠能大師說，只要能清淨自己的本心，使六識

出六根門頭，於六塵境中不染不雜，無滯無執，來去自由，解脫自

在，即名「無念行」。又〈定慧品〉說：「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

念。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自性

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因此，惠

能大師說：「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腿臥。」這種自我觀照，反求諸己；自我實踐，不向外求，

自尊自律的無念生活，自然能使內心清淨，無玷無染，如月映千江，

日處虛空。

3. 僧信平等的無相修行：〈疑問品〉說：「若欲修行，在家亦

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

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六祖認為在家、出家都不是成佛

的必要條件，所以無須在虛妄假相上分別，但以自淨其意為修行的

要務。因為修行無非在淨化自己的人格，淨化人格，即不須有時間、

處所、身分的分別，只要在日常生活裡，行住坐臥中，反觀自照，

體悟自性，在在處處無不可成佛。

《壇經》以「無念、無相、無住」為修行法門，主要是使人人

能「明心見性」。因此，若能依此而修，對於世間的善惡好醜，乃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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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我的恩怨情仇，言語的觸犯諷刺，彼此的欺凌紛諍，能一併視

為虛空幻相，則不會想到報復酬害，淨土即在目前。

五、《壇經》的見性成佛

《壇經》的主體──六祖於大梵寺升座，演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法，授無相戒」，揭示世人皆具足有菩提般若的智慧和自性三寶，

確立了南宗禪「佛不向外求」的特有旨趣。

惠能大師在「即心是佛」的基礎上，高舉「見性成佛」的幢幡，

直截了當的要我們從自己的身心中「見性成佛」，不假他物。六祖

惠能把脫離苦海、去迷得悟的責任回歸給修行者本身，樹立了禪者

自信自尊的典範。

在〈機緣品〉說：「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

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又說：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

一念善，得恆沙惡盡。」

六祖種種苦口婆心，殷勤地誨示：

迷悟在人，損益由己。旨在令我們覷透

妄想塵勞的幻影，肯定吾人都有個無非、

無痴、無亂的自性真佛。

《壇經》的見性，首先要見到眾生與

道相違的分別妄念，如〈疑問品〉說：「人

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

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

貪瞋是地獄，愚痴是畜生。」破除障自 廣東六榕寺北宋惠能大師像



15

本性的結縛，直入「外離相，內不亂」的禪定三昧，見到宛然本具

的菩提自性，爾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登上頓悟的大法船。

六、惠能的行誼法難

六祖一生的行誼和遭逢的魔難，可說是一紙難以道盡。他不只

是學佛修行者的模範，更可以說是冒險犯難、追求成功者的老師。

六祖的一生，是鼓舞人們向上的勵志史，具有寧靜深遠的人生意

境。今以下列 4 點，略說六祖的行誼：

1. 求法具有大行力：惠能大師得到慈善人士安道誠的布施，遠

從南方的廣東前往湖北的黃梅縣，整整走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如此

千辛萬苦地跋山涉水，終於來到了五祖弘忍的法堂。這時，不僅沒

有得到五祖的一句安慰，反而被恥笑「獦獠身怎可作佛」。如果惠

能大師不具有普賢菩薩的大行力，怎堪受得起如此的謾罵和恥辱？

2. 迫害具有大悲力：惠能大師的一生，沒有被種種的迫害給打

敗，因為他面對惡人，不以為他們是惡人，反而生起如母憐子的大

悲心，無怨地承擔種種的迫害。惠能在三更時分聽五祖說《金剛經》

時，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漆桶脫落，見自本性。得法後，

最初受五祖門下數百人的嫉妒，一路追逐著他，想要搶回衣缽；從

黃梅來到曹溪，為了衣缽的緣故，又被惡人尋逐，最後擇於四會，

避難於獵人隊中。

76 歲圓寂入塔後，他的金剛不壞肉身也多次受到傷害。綜觀

惠能大師的一生，如果沒有具足觀音菩薩的大悲力，如何能面對毀

害，不但不在意，反而茁壯他的道業，增強他向道的信心。他的大

悲之力，如水般柔軟曲折，任是溪湖川海，無有憎愛分別，含攝融

和。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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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隱遯具有大智力：大師一生幾次混跡人群，韜光養晦，以待

機緣。他入柴房，劈柴舂米，共八個多月，雖然日日勞役辛苦，但

是在他心中常生智慧，肯定佛法是和世間的生活打成一片的。

八個月的隱晦自泰，受到五祖的印證，並傳與衣缽。為了避開

惡人的逐害，又藏於獵人隊中，經一十五載，以隨宜說法，但吃肉

邊菜，隨緣自在生活。二次的隱遯，如果惠能大師沒有具足文殊菩

薩般若智力，如何了達因緣時節的甚深法義，如何能夠處處心安，

處處淨土呢？

4. 弘法具有大願力：〈行由品〉記載，六祖「一日思惟，時當

弘法，不可終遯」，於是他離開獵人隊，到了廣州法性寺，因為發

表風幡之爭的高論，得到印宗法師的禮遇，並在此由印宗法師為其

剃度受戒。

六祖從 24 歲（661）往黃梅參禮，付衣法，令嗣祖法，中間南

歸隱遁 15 年，直到 39 歲（676），遇到印宗法師，為其薙髮，可

以說得法 16 年後，才得以出家開法。一生在廣、韶二州弘法度眾

近 40 年，引起了廣大的回響。雖然嶺南地處蠻荒，但頓教法音遠

播四方，不只是影響到一般的社會大眾，也令皇室尊崇敬重。在詩

人王維寫的〈能禪師碑銘並序〉說：「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

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

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

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子牟，即魏公子牟。

戰國時人。常心存朝廷，曾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

下。」）

大師一生以弘法為家務，本分地做好一個禪門的行者。皇室的

恩寵，他視如浮雲，一心繫念把南宗頓教分燈千億，令人人開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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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認識自身清淨具足的本性。

惠能大師前半生的魔難，後半生的榮寵，於他而言，視若夢、

幻、泡、影，無一真實。

如果惠能大師沒有具足地藏菩薩的大願力，如何能冤親平等，

得失自在。我們以六祖的行誼，作為我們人生的導師，如此即能毀

譽不動，苦樂一如。

七、惠能的功臣神會

神會大師，湖北襄陽人，俗姓高。13 歲時，就從荊南的玉泉寺

來到曹溪，向惠能大師參叩禪法。在《壇經》裡記載，他初遇惠能

大師，就有不同凡響的見地；乃至在大師臨終前，大眾悉皆涕淚悲

泣，「唯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因此得到六祖的印可：「神

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

神會大師初遇六祖，年紀才 13 歲，居曹溪數載後，就四處去

遊學。六祖圓寂時，他已是 46 歲的中年。

六祖入滅後 21 年，曹溪禪旨沉廢，南宗法脈幾近斷滅，恢復

曹溪禪法，奠定惠能大師南宗地位的功臣，即是神會和尚。據圭峰

宗密禪師的敘述：

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

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

三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

嶺南宗途，甘從毀滅。

當時，神秀一門出 3 位國師，如此權威，沒有人敢懷疑他在法

統上的地位。但是，神會和尚不畏威權勢力，於開元二十年（732）

《六祖壇經講話》―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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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日，在滑臺（今河南省滑縣東）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

南宗宗旨，指出達摩一宗的正統法嗣是六祖惠能而非神秀禪師，力

陳北方的漸門是旁支，而南方的頓教是真傳。神會禪師的言論一

出，如平地獅吼，掀起教界的軒然大波。

神會和尚在滑臺大雲寺作獅子吼，演說「菩提達摩南宗」的歷

史，他說：「神會今日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

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座中有位崇遠法師質問他：「如此大膽作為，難道不怕惹來殺

身之禍？」

神會自在地回答：「我自以料簡斷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揚

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眾生知聞，豈惜身命？」

滑臺會上，神會和尚已經是個鬢髮如霜的 67 歲老人，他登獅

子座，大聲疾呼，駁斥當時名聲威勢蓋國的普寂大師，直指神秀大

師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如此膽識過人的氣魄，圭峰宗密

禪師歎其「龍鱗虎尾，殉命忘軀」。滑臺之會，令北宗勢力削弱，

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同時樹立六祖惠能的法統，廣開南

宗頓教法門。

神會和尚高舉「頓悟」的利器，破斥空心靜坐、入定求佛作聖

的漸修妄想，他護師衛教的無畏精神，於滑臺疾呼頓悟宗旨。他為

了爭取宗門的法統，在 86 歲的高齡，遭受北宗的迫害和皇室的 4

次降旨貶謫。我們從圭峰宗密禪師撰述的〈神會略傳〉的記載可知：

天寶十二年，被譖聚眾，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至

十三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

北宗門下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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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造反，不久，洛陽、長安

兩地都淪陷了，90 歲的神會和尚挺身而出，籌集軍餉，保國衛民。

戰亂平定後，朝廷感激他對國家的貢獻，因此由肅宗下詔迎他入內

供養，並為他營造禪宇。

神會以 30 年的時間，建立南宗的法統，終於功成願滿。上元

元年（760）五月十三日，他與門人告別，是夜入滅。神會和尚示

寂 36 年後，朝廷追封敕定為第七祖，南宗從此在歷史上得到不可

動搖的正統地位。

曹溪法乳，千年來綿延不斷，最大的功臣，首推神會大師。他

定南宗是非，立頓悟宗旨，使六祖惠能和《壇經》長久以來被人傳

誦、討論，可謂印證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至理名言。

八、惠能的禪法特色

《壇經》記錄著六祖一生的行跡與思想精華，始終是古今中外，

教內教外，研討和考據的重要話題。以下就《壇經》裡面的幾句法

語來說明惠能大師禪法的特色。

〈定慧品〉中，六祖說：「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以無念為

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無相、無住，是惠能禪法的特

色，他的主旨在令我們解縛去纏，從迷返悟，見到般若本性。要如

何遠離顛倒夢想，度盡生命的苦厄呢？六祖惠能的偉大，在於他懂

得修行要落實在生活中，所謂「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六祖

是中國佛教的革命者，他提出許多擲地有聲的見地，把高深奧妙的

佛法，落實到有情人間；把飄渺玄談的禪學，回歸到血肉生活。

1. 自我得救：〈般若品〉裡，六祖說：「前念迷即凡夫，後念

覺即佛。」他把得救的責任，回歸給我們自己，要我們自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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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得救。所謂：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凡夫與佛都在此心中，只要我們一念覺悟，就像一燈能使千年

暗室光明遍照。六祖要行者肯定自己就是這齣生命舞台劇的主角，

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就像佛陀降誕時所說的「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六祖打破學佛修行人的迷執和痴想，揭示真正的禪者不是畏

首畏尾的懦夫，而是自主、自尊、自立、自救的英雄好漢。所謂自

我束縛，解鈴還需繫鈴人，要自我解脫。

2.自我歸依：六祖在〈懺悔品〉說：「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

更無滯礙，是自歸依。」我們歸依三寶，實際上，佛陀哪裡還需要

我們去歸依禮敬呢？自我歸依自性三寶，信仰自己三身具足，才是

真正懂得歸依的真義。

見性成佛，不再是渺渺難測，只要從日常生活中，止息人我諍

論，普行恭敬，就是見性，就是與道相應。我們常常見到凡夫的本

性，貢高我慢，百般思量，費心地比較計較，就像烏雲遮日，怎麼

能見性出頭呢？

一心具足十法界，一身具足神通變化，只要我們識自本心，不

再妄求佛祖賜給我們消災免難，那麼我們就能夠自我醒覺、自我歸

依，從凡夫貪、瞋、痴、慢之性，逐漸地開發菩薩慈、悲、喜、捨

的無量方便。

見性不難，對於生活能清貧知足，即見聲聞淡泊之性；明了緣

起法則，即見緣覺寧靜之性；度眾不煩不惱，即見菩薩大悲之性；

無住、無相、無念，即見如來不動之性。見性並無半分祕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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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語密意，盡在汝邊。

九、惠能的衣缽傳人

六祖為了免除後人為了衣缽徒生是非紛爭，因此在入滅前，付

囑徒眾：「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

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

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六祖向門徒及後人表示，能依法而行，

是謂得到付法密傳。

六祖因為不以衣缽為傳法的信徵，他的法反而流傳得更為廣

闊，得到他的禪旨法嗣不限一人，而有 43人之多（見〈付囑品〉）。

敦煌本《壇經》中，提到惠能晚年有十大弟子，即：法海、志誠、

法達、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以及神會。這十大弟

子主要的貢獻是結集編纂《壇經》，把惠能的事跡行誼傳揚下來，

尤其神會舉辦滑臺無遮大會，建立南宗頓教世系地位。這些弟子們

對於南宗禪的流行，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惠能大師示寂後一百年間，南宗禪分枝成三大宗派：一、神會

禪師開創的荷澤宗；二、希遷禪師開創的石頭宗；三、道一禪師開

創的洪州宗。荷澤宗在中唐以後，漸漸式微，南宗禪即成為石頭宗

和洪州宗的天下。

有句禪門用語，叫「跑江湖」，是指尋師訪道的意思。跑江湖

的典故，就是來自江西的馬祖道一禪師、湖南的石頭希遷禪師。在

《宋高僧傳》說：「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

二大士為無知矣！」可以想見此二宗昔日的盛況。

兩位大士不只是增添了南宗禪的絢爛和光彩，而且像塊肥沃的

園地，成就了「一花五葉」的繁榮和茂密，庇蔭天下蒼生。六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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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衣缽傳人，得法子孫，如纍纍桃李，遍滿天下。撫今憶昔，我

們不得不歎服大師不付衣法的睿智，使禪如水，長流洲界；使法如

光，普照三千。

十、惠能的五家七宗

「禪」，溯源自印度佛陀於靈山會上的「拈花微笑」，發揚光

大於中國唐代的六祖惠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南宗頓悟禪，

由此逐漸形成為「五家七宗」的龐大宗派―禪宗。所謂的「五

家」，各家的禪理和思想內容，並無太大的爭議，而是因為各家祖

師性格不同，所使用接引後學的教學方法就有寬、猛、緩、急的差

異，自然形成各家不同的「宗風」。

在《壇經‧付囑品》記載達摩祖師留下的偈語：「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花，指初祖達摩一脈

相傳的禪旨；五葉，則是惠能後，禪宗分為臨濟、曹洞、溈仰、雲門、

法眼五宗爭鳴齊放的盛況。今以五家成立先後，概略說明各家的宗

風。

1. 曹洞宗：屬於石頭的一支，由洞山良价禪師和他的弟子曹山

本寂禪師開創的南禪宗派。家風細密，強調以親切方便來度化眾

生。如《人天眼目》卷 3〈曹洞門庭〉說：「曹洞宗者，家風細密，

言行相應，隨機利物，就語接人。」

2. 雲門宗：為雲門文遠禪師所開創。他的禪風特色是以出奇言

句來截斷學人的妄想執著。所謂出奇言句，不是胡言亂語，而是在

電光石火的簡短問答中，打破故步自封的思想窠臼。如《人天眼目》

卷 2〈雲門門庭〉說：「雲門宗旨，截斷眾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

情解不通。……雲門宗風，孤危聳峻，人難湊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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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眼宗：開創者是清涼文益禪師。他的宗風特色是善於「因

材施教」。如《人天眼目》卷 4〈法眼門庭〉說：「法眼家風，對

病施藥，相身裁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

4. 臨濟宗：五家中，屬臨濟的宗風最為激烈嚴峻，是臨濟義玄

禪師所創。臨濟的棒喝教育是一大特色，並以「臨濟四喝」最為人

津津樂道。在《人天眼目》卷 2〈臨濟門庭〉，對四喝作了說明：

金剛王寶劍者，一刀揮盡一切情解。踞地師子者，發言吐

氣，威勢振立，百獸恐悚，眾魔腦裂。探竿者，探爾有師

承無師承，有鼻孔無鼻孔。影草者，欺瞞做賊，看爾見也

不見。……一喝不作一喝用者，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

四賓主、四料揀之類。

5. 溈仰宗：由溈山靈祐、仰山慧寂師徒兩人所創立，其家風「溫

和慈柔」。從《人天眼目》卷 4〈溈仰門庭〉的描述，可見一斑：「溈

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從，爾欲捧飯，我便與羹；爾欲渡江，

我便撐船。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

另外由臨濟門下又分出黃龍派、楊岐派，合稱七宗。黃龍派的

開創者是慧南禪師，承襲臨濟嚴峻的宗風。楊岐派的禪風比黃龍派

溫和許多，開創的方會禪師，雖然少了臨濟宗激烈的特色，但是他

「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仍舊延續臨濟宗的「卷舒擒縱、殺活自

在」的禪風。

惠能的一花五葉，造就無數的禪門巨匠，為佛教史上寫下傲人

的風光。各宗各派，不論是分化或融攝，最後皆匯歸統一於曹溪的

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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