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真正講入禪宗裏面之前，先講幾個有關基本的概念，所以，我叫它做總論。第

一，總論裏面有幾點需要講的，我分甲、乙、丙、丁來講。

所謂這個禪字，梵文是 dhy naā ，dhy naā 這個字，整句話就應該翻譯做禪那，

那個禪字的音是中國古代的音，是 d，這個(是)噴氣音來的，dhy naā 。dh是梵文的

字母來的，打(音)，字母，dhy naā 。Y naā ，尋思。現在者(的意思)即是放鬆一切很舒

適 的 坐 著 來 想 東 西 ， 又 或 者 可 以 翻 譯 作 默 想 ， 那 些 英 國 人 翻 譯 作

meditation，dhy naā ，梵文是 dhy naā 這個字。意譯，不是，音譯作……舊譯作

禪，新的譯作禪那。意譯譯作靜慮，靜慮即是默想，靜靜不作聲，便是默，但不是變

作死物，精神是明明了了、有知覺、會想東西的。靜而能夠思慮，譯作靜慮。舊時譯

音叫做禪那、禪。這個所謂禪，這個禪……甚麼叫做禪那？我們講了。

禪那在印度來講……內即是佛教，外是佛教以外，(禪)是內外各宗派共同的修養

方法。佛教固然有禪那，婆羅門教一樣有禪那，數論派有禪那，勝論派又有禪那，耆

那教有禪那，只是有一派無禪那的，就是順世外道，無禪那，不坐禪的。順世外道是

極端的機械唯物論者，他們認為修禪無用的。除了順世外道之外，各宗各派都用這種

修養的方法，亦視為哲學的方法。要把一切的妄想壓低，然後我們的智慧出現，然後

把捉到，然後能夠怎樣？用見道又不對，用把捉到又好似甚麼？洞察，是嗎？把所有

妄念放下之後，在這情況之下，我們的真智慧就出現，真的智慧出現，就可以洞察這

個宇宙萬物的本源，這(被)視為哲學方法之一種，共同的修養方法，是證果的方法。

在佛家來講，這個禪只是三學之一，佛家不論大小乘，修養的方法，即是修行的

方法，分作三類，叫做戒學、心學，心學又名定學，(及)慧學，叫做三學，戒、定、

慧。持戒，戒律，規範我們身體的行為。定，澄清我們的精神。慧，引發我們的智慧

來到證果。所謂心學，(即)定學，即是禪那，所以禪那是三學之一，在佛家裏面，既

1



可以叫做禪那，也可以叫做心學，亦可以叫做定學，在佛家是三學之一。三學，大小

乘都共通修三學的，想證果必須要修戒、定、慧。

在大乘來講，禪那是六度之一。大乘的六度，即是學大乘的人所修行的節目有六

項，叫做六度。所謂六度，布施、持戒、安忍，即是忍耐，精進，(即)勤力，靜慮、

智慧。大乘修行的節目(有)六項。這六項之中，靜慮是 dhy naā ，就是禪定了，所以

禪在大乘佛法裏面，是六度之一，不過如此，方法之一種。在整個佛法來講，那個禪

的地位就是如此。

但是，禪宗的禪字的意思就不同，禪宗的禪字是有一個特殊的意義，禪宗的禪字

無所不包的。你可以說禪字是整個佛法都包括在內，很廣泛的，既然如此廣泛，如何

下定義呢？無得下，你可以說禪宗的禪，禪就是佛法，只可以這樣說，這樣便是籠

統？如果是籠統，我們將禪宗的禪字的特殊意義，如果寫出來，就包括幾樣東西。第

一，禪宗的禪字，就包括這幾樣東西，一，包括佛內證之境，諸佛修行，修到……由

他修行的時候，一直到成佛。內證者，用他的心所體驗到，所體驗到的那種情況，整

個情況，諸佛直接體驗到的那種情況，內證之境。在禪宗裏面，諸佛內證之境叫做甚

麼？叫做正法眼藏。正法眼藏，正法，一種最正的義理，正法的眼指智慧，正法的

眼。藏者，庫藏，庫房，庫藏，叫做正法眼藏。所謂正法眼藏，相傳當時在靈山會上

的時候，佛晚年的時候，在靈山，在耆闍崛山，正要說法的時候，有一位天王來到獻

花給佛，佛拈起那朵花，微笑，這個故事叫做拈花微笑。這表意是甚麼？即佛法不是

死東西來的，是有生意的，不是完全理智的，甚麼都看得到、拆穿(看透)、看淡的，

而是很有意味、很有情趣的。佛已經證果了，佛見到一朵花，應該無甚麼興趣的，但

他居然拈著那朵花而微笑，這樣很有情趣。為何會這樣呢？一定是內部有一種境界，

那他就在拈花微笑，座上的人不下千萬眾，其中大部份人都不明瞭佛，這位老人家為

何？如果他是年輕人，還說他喜歡那朵很美的花。他(是)佛了，他居然拈著那朵花來

到微笑，到底是何意義呢？表示甚麼呢？大家不大明瞭。只有站在佛旁邊的老傢伙，

迦葉尊者，即是現在在釋迦佛旁邊，釋迦佛相片，佛旁邊不是有兩個人嗎？一個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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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眉毛長長、手指彎曲、站著的，迦葉尊者，比佛還年長，比佛年長六、七十歲，佛

成道的時候，迦葉尊者已經過百歲，很老。右邊是阿難尊者，是佛的堂弟。他們伴著

釋迦牟尼佛。這老人家是迦葉尊者，他破顏微笑，他見到佛拈著那朵花微笑而已，他

居然破顏，那老人家面皮已經皺了，他居然裂起嘴巴，笑起來，釋迦佛就知道這位老

人家明瞭他的意思。於是他對迦葉尊者講，「我有一個正法眼藏，這個即是涅槃的妙

心。」即是他這內證境界亦叫做涅槃妙心。他說，「這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我現

在將它咐囑給你了，付託給你了。你以後一直將我這種境界，好似傳燈那樣，一直將

它傳下去。」他講到這處，他不再講「我咐囑給你」。這故事，它的意思，即是佛的

內證境界非語言文字所能說。現在我這種意思，你居然能夠接受，我笑，你跟著又

笑，你明瞭了，那我現在心心相印，已經付託給你了。這樣，所謂禪，禪宗所謂禪，

第一包括諸佛內證之境，即是這個涅槃妙心，亦即是正法眼藏，那麼是第一(是)包括

這個。

第二，禪宗所謂禪，照禪宗人的看法，是總攝三學、六度，把戒、定、慧三學和

大乘的布施、持戒等六度，它能夠總括它們，總括三學、六度就變了有形有跡，但是

它雖總攝三學、六度，它是超越三學、六度的，超越到說話都說不出的，只是用表

象，來到表示一下而已。三學、六度不過好似過海時候的那艘艇，過了海之後就要拋

棄那艘艇才上岸的，過了海之後就超越了那艘艇。這個所謂禪是總攝三學、六度，但

是到最後超過、超越了三學、六度，含有這樣的意味。不離三學、六度，又不即是三

學、六度，超越它們。離開語言文字，語言文字不過是一個符號，語言文字不是等於

禪，它是離開了語言文字。語言文字猶如一隻手指，禪就猶如一個月，他用手指指

著，說這個是月。你一定要放開手指，不要看著手指，依著手指所指的方向，看這個

月，這個月是離開手指的，不過你依著手指的方向去看那個月。離言說相，言說即是

說話，離開說話所講的那些符號，說話不過是手指指著的。你要得魚而忘船，過河就

要拋棄那艘艇。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你看見那麼多文字，文字是糟粕、渣滓來的，

借文字來到當那艘艇來(渡)過，渡了河時就拋棄文字，拋棄那艘艇，離文字相，包括

離開言說相、離開文字相的東西，這個東西是甚麼？是諸佛內證的境。既然離言說

相、離文字相，豈不是三藏十二部經裏面無了，是的，經裏面講不到的，經裏面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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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都是文字、語言，語言與文字都不等於禪，它們不過是手指來的。

所以，既然文字是糟粕，如何傳遞呢？它要靠佛的微笑，迦葉尊者跟著他笑一

笑，由此傳遞了，迦葉領會到它。好似一枝火把，佛的那枝火把點在迦葉那枝火把，

迦葉的火把便燃點了。迦葉臨死，又將火把點在阿難尊者的火把，阿難尊者一直點點

點，點到第二十八枝，就是菩提達摩。菩提達摩的火把走了來中國，走來中國點了六

次，如是者點了六次，第六次點到六祖，廣東那位慧能六祖。是藉這樣，而當他點的

時候，即是老師和弟子相傳的時候，一定要擺脫文字的，以心印心的，所以第四點意

義，心傳給第二位祖師的心，如是一直這樣傳下去的。因為語言文字無可傳，只有以

心傳心，因為這樣，後來叫做甚麼？祖師禪，是嗎？如果是普通所謂禪，不過是三學

之一、六度之一去修的方法，這些叫做如來禪。而由那些祖師一個個人以心傳心，好

像火把那樣點下去的，整套那樣交付的，這個叫祖師禪。祖師禪和如來禪不同就是這

樣。因為都是以心傳心，一傳就是整個，整個甚麼？整個諸佛內證的境界，所以這個

禪叫做祖師禪。是靈山會上，由釋迦牟尼佛一直傳，一個祖師傳給第二個祖師，傳到

來現在的，為何叫做祖師禪？就是這樣。因為這樣，要以心傳心，一傳就整個諸佛內

證的境界交付給他，整個包括，無所不包的，所以這種禪叫做祖師禪。跟六度中那種

禪定，和三學中那種禪定不同，那些是依著方式修的，現在就數息了，一會就不要想

了，壓低它，一會兒就很平靜了，怎樣、怎樣，是漸修。修完止，就修觀了。修觀是

逐樣觀上去，一級一級。第一步是證到怎樣、第二步就證到怎樣，一級一級，逐漸有

次第那樣上，這些叫做如來禪。如來禪者，是由如來佛祖在經裏面，教人怎樣修的叫

做如來禪，是漸教，是漸漸來的，有一定的方式，一級一級上的。祖師禪一交就是整

個交給你的，是頓的，而非漸的，所以叫做祖師禪了，也因為這個原因。(禪)很難講

的，就我所知，禪宗禪的意義包括這幾點，最低限度包括這幾點，既然包括這幾種，

即是無所不包，是嗎？所謂如來禪(口誤，應是祖師禪)原來是無所不包的一件怪東

西，一件大物，由釋迦牟尼佛一直傳下去，好似點火把一樣，又好似一件怪物，一個

傳一個那樣，傳到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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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講就是禪的意義，禪宗的禪字的意義就是這樣。聽不聽得懂？這個(禪)很

難講的，我所講的裏面多多少少帶有很多主觀的成份，到你看的時候，(心想)「羅先

生這樣講，都有些不對。」我都已經說給你聽了，因為講便不對。是嗎？不過我在這

個角度看，就看到這樣，你在第二個角度看，你又說「他講的全部都是渣滓來的」。

我聲明在先，因為諸佛的內證境是不可說，即是等於去游泳，一位小朋友不懂得游

泳，你是一個游泳家，很快樂的，日日去游泳，冬天都要去冬泳，你把游泳的快樂，

講給小朋友知道，怎樣好、怎樣好，你無辦法講。最好你推他下水，讓他學懂游泳之

後，你知道未？他知道了，(只有)這個辦法。亦好似你洞房花燭，洞房花燭之後，第

二天你講給你弟弟知道，講給那些未結婚的人知道，結婚原來是這麼有興趣的，怎樣

好、怎樣好。任你用甚麼形容詞，都形容不到。最好就是你又去結婚，是嗎？只有這

樣。

第二，禪宗的法系。既然每樣都是以心印心，那麼點一個火把傳下去，怎樣點

呢？如何傳播開去，便不能不講它的法系，系統了。據傳說，你不要用考據來駁我，

我說明是傳說。據傳說，自從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之後，就一直傳，由

釋迦傳給迦葉，由迦葉一直傳，傳又傳，傳到第二十八代，叫做菩提達摩。菩提達

摩，據我們所知，是五三四年死，無錯，公元五三四年死的，在洛陽死。那個時候是

南北朝，是北魏的時候死的。菩提達摩，在印度得到傳承之後，他從西方來中國，他

由海道來到廣州，當時廣州刺史奏聞給中央政府知道。當時中央政府就是宋、齊、

梁、陳的那個梁，梁武帝。廣州的刺史，行政長官奏給梁武帝知道，梁武帝請他(菩

提達摩)入金陵，即是現在的南京。哪一年入到南京呢？不清楚。哪一年呢？梁武帝

(有)很多年號的，其中一個年號叫普通，梁武帝的普通，這個是年號來的，普通年

間，普通年號那個時代，普通年號總共包括六年，五二零年起，普通元年是五二零

年，普通六年叫做五二六，即是他到達南京，是這幾年之內到達南京，見到梁武帝，

相傳是如此。現在有人說，他根本無見過梁武帝，亦有人這樣說，是嗎？相傳這樣

說，梁武帝接見他，跟他討論佛法的問題，其中有一段說話就令梁武帝很不高興的。

梁武帝問他，「我度這麼多人出家，又建這麼多寺門、造這麼多塔，又提倡佛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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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功德呢？塔寺又建得這麼漂亮，有何功德？」(他答)「無功德，這些全無功德

的。」意思即是說甚麼？這些是福德，你是修福而已。功德是要你內心用功的，內心

用功來瞭解諸佛內證境界，這些才是功德。等於你一味做善事，將來得福，或者你死

了之後生天，做天王、世世都做皇帝都說不定，這些是福，不是等於智慧。功德是智

慧上的事，這些無功德的。他講的，不知道他是否故意這樣說，或是說得不善巧，或

那位傳話傳得不是很好。梁武帝當然不是很高興，覺得這位老和尚都是「混吉」(白

撞)的，無怎樣理會他。同時，當時在梁武帝左右那些佛教徒，見到他這麼奇怪，攻

擊他，即不重視他。他見到話不投機，就走了，走去北朝，梁武帝是南朝的，他走去

北朝，走去北魏，去到洛陽，剛好北方最得勢的又是菩提，菩提流支最得勢。菩提流

支當時正是弘揚甚麼？《十地(經)論》。後來菩提流支弘揚《十地(經)論》之後，菩

提流支死了之後，他的弟子成立地論宗。地論宗那套講義理、講哲學，對於菩提達摩

講那套離開語言文字的，自然是格格不入。那班人不只不理會他，還說曾經給毒藥他

吃，想毒死他。照理地論宗那班人不會那麼惡的，是嗎？怎會想毒死人都會？不會

的，但這些又很難講，相傳說他三次吃毒藥，都毒不死他。姑勿論他有無吃毒藥，總

之菩提流支的弟子排斥他，是嗎？他就覺得無甚麼意味，因為不對機，他走了入去洛

陽附近，嵩山。嵩山有一間少林寺，少林派是由他而來的。當然，現在少林派的功

夫，未必每一道都是達摩教的，不過可能來源，達摩在少林寺處，曾經教過那班和尚

打功夫，可能是這樣，意味就是這樣，這種功夫一直傳，到某一代可能又會改變一

下。但他教幾套「手腳」(功夫)給那些和尚，讓他們健身，因為當時達摩見到那些和

尚，個個吃齋，身體孱弱。他就說，「那麼孱弱的身體怎樣可以入道呢？」於是，教

那些人，將印度的武術，教給他們。由此，就有了少林寺的功夫，可能是的。但是，

你說現在打那些少林功夫，即是每一下手勢都是達摩教，這又未必。可能達摩教的，

沒有現在好的，都說不定，是嗎？可能教幾道……即是好似等於打太極拳，張三豐的

太極拳。張三豐當時是十多式，那有現在的好看？現在打的太極拳，照進化的眼光來

看，現在人打的太極拳，應該還進步過張三豐才是。總之他就在少林寺住，在這處

住，住下來就無聊。他又不好說話，大概他又不懂講中國話。這樣，天下亂，有些人

向他求法，而達摩在嵩山，整天走去石壁前面坐禪，甚麼都不理會，每天就面對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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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坐，在面壁，大概日日如是。

經過若干年，可能幾年，其中有一位又名叫神光，神光法師，又名叫慧可法師，

有些人稱他做神光慧可。如果太虛和尚講，說神光慧可即是地論宗那位光統律師，太

虛法師這樣講，但是，無人相信他。太虛法師懷疑，可能菩提達摩即是菩提流支，太

虛法師說的，亦無人理會他這個講法，連印順法師都不理會他這講法，沒甚麼的，太

虛法師認為八宗本是一家，菩提流支是唯識宗的人，禪宗和唯識宗都是一家。菩提流

支分出地論宗，地論宗和禪宗又是一家。後來，地論宗變做華嚴宗，又是一家。太虛

法師有這樣的傾向，全部弄成都是一家，太虛法師有這樣的意味，我們姑且不理會

他，我們照著傳統的講法。神光慧可在走難時候被賊人斬斷一臂，因為到處求道，到

處求師，被斬斷臂後，他用火來到消毒，用火灼來到消毒，慧可(被稱為)斷臂可。他

的心不忘道，走到去嵩山的石壁旁邊，站著想向他(菩提達摩)請教。怎知道達摩坐在

那裏，不理會他，慧可站在旁邊，站了很久，天又下雪，他都不走。達摩見他如此虔

誠，轉頭問他：「你來想求甚麼？」慧可說：「我來是想求安心法，我的心不安。」

對於這個宇宙的問題、人生的問題，我無辦法解答，他意思即是這樣，我的心總是不

得安樂，我想找一樣東西令我能夠安心立命的，我想請教你，求一樣這樣的東西。於

是，他(菩提達摩)說：「好的，那你取個心來，我替你安。」心怎樣取得出呢？於

是，慧可被他一問，就一「窒」(呆)。後代那些禪宗人，動不動喝你一聲，或者怎樣

的，是這樣的來源。「窒一窒」之後，經過一輪的沉思，他就對他講：「我找心，找

不到。覓心了不可得。」覓即是找尋，我找尋我的心，了者，徹頭徹尾的意思，了字

是副詞，了不可得，徹頭徹尾來到去找，無辦法，到底心在何處？了不可得。達摩

答：「那我替你安了。你找心找不到，我不是替你安心了嗎？」於是當時慧可大徹大

悟，知道這個心不是一件硬蹦蹦的東西，一方面是活活潑潑，一方面是無處不在，這

個不就是諸佛內證的境，他了達意思。達摩知道他了達，大概達摩身邊有幾本經，有

一本《楞伽經》，(說)「好了，你以後回去，就這樣可以了。你修禪，你的心就已經

印證了，但你要找一些經教來到互相印證才可以。我有幾十卷《楞伽經》，你拿去用

來印心，你的心所想到的東西，將這本經來到印證。」就用《楞伽(經)》印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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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說，當時達摩傳給慧可，由慧可傳下去，叫做楞伽宗。後來，到五祖然後改用

《金剛經》，舊時應該叫楞伽宗。當時，亦有人稱它為楞伽宗，就是因為達摩叫他用

《楞伽經》來到印心。這樣，於是由慧可，一直傳，傳到第五代。

慧可晚年將他所得的法，將他所學禪，即是將他所感受到的諸佛內證的境，就交

付給另一位和尚，交付給僧璨，僧璨如何弘揚他的禪宗呢？現在我們歷史上無甚麼考

據。再由僧璨傳給道信。由中國起計算，菩提達摩是第一祖，慧可是第二祖，僧璨是

第三祖，道信是第四祖了。

道信晚年傳給弘忍，弘忍是第五祖，就住在現在湖北省東部的地方，黃梅那個地

方。黃梅裏面，那間東山寺，黃梅那處，在那裏弘法。大概經常有幾百人去他那處修

學。又……山東新興人，有一個姓盧的，叫做慧能，他是一個斬柴的人，不識字的。

他的祖宗，他的父親、他的祖父是做官，在北方做官，到他的祖父和父親的時候，就

已經因為降級，貶過來嶺南做事。他父親死了之後，家窮，剩下他們兩母子，他斬柴

來養母親。相傳有一天，他聽到人念經，他一聽到人所念的經的聲音，瞭解它、(覺

得)很有意味，就問人：「這部經是怎樣聽來的？」(答)「我念這本是《金剛經》，在

黃梅東山寺那位五祖大師弘忍，那裏聽聞的，我在那裏學習。弘忍法師叫我念一句

《金剛經》，就可以見道，見性成佛。我現在就將它來念。」(慧能說)「是嗎？我又

想去學做佛、成佛。」自然這個人就不理會他，他是一個斬柴人，成甚麼佛？大概他

(慧能)跟人講，就有一個人，有些錢的，那人很嘉獎他的志願，就願意給他十兩銀，

(那人說)「你回去安家，養年老母親，給年老母親作食用，你就可以去北方，去黃梅

那處，找弘忍大師，去那處學佛。」於是，他得到這些錢，以前十兩銀就很多，作安

家費，於是他就去湖北黃梅那處，跟隨弘忍學法。至於他學法的經過是怎樣的，我就

省了不講，大家就看〈(行由)品〉，(他)如何得法的，那經過如何離奇曲折，你自己

看吧。這課書由一九八三年起，《六祖壇經》〈行由品〉是香港中學會考，佛學科的

課文。如果我講〈行由品〉，又會用一堂課，是嗎？前部份怎樣就不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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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的就是這樣，弘忍大師晚年的時候，他叫弟子，「我年老了，要把由釋迦牟

尼一直傳下去那個正法眼藏，我要傳給你們。同時，在我傳正法眼藏的時候，有一件

衣……」有些人還說有一個缽。其實，那個缽，我看有衣未必有缽。因為我去南華寺

看六祖那個缽，那個缽是六祖用來乞食，是用陶瓷做的，這麼一個，好似沙盤那樣，

半似沙盤，半似那些人寫招牌，用來磨墨的大墨碗，上了漆。當然，這缽不會是釋迦

牟尼傳下來，亦未必是菩提達摩在印度帶來的。或者，除非真是菩提達摩來到中國之

後，他買了一個缽，傳了給他(慧可)，他就將它一直傳，是嗎？我就不相信傳缽，但

很多人連那個缽都相信。

那件衣，我們現在看得到，你去大陸南華寺，如果你去南華寺，有辦法可以看到

那件衣。那件衣是甚麼顏色？是黃色的，是那位……繡七彩的佛，每個佛約莫兩華

寸，兩華寸那麼高，大約一寸半闊，一幅好似被單那樣，(有)一千個佛。相傳是女皇

帝武則天，自己親自繡的，是不是她親自繡就不知道，不過亦可能，因為武則天信佛

很虔誠的，任你說她這個人怎樣壞、淫蕩，但是她信佛虔誠就是事實。現在你們念

經，經常念，每日念這幾句話就是她的，「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

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武則天造的，一流的，是作偈之中，是一流的偈。

她是如此虔誠的人，可能真是她繡的都說不定。武則天在位的時候請六祖去，她本來

請神秀，神秀向武則天介紹六祖，她於是派人召六祖去長安，六祖不願意去，推說老

病，不肯去。武則天亦不勉強他，便送了這件衣，千佛袈裟送給他，我們見到這衣根

本是武則天所送的，然則五祖傳給六祖的衣是怎樣？你看《六祖壇經》裏面，有一品

(〈行由品〉)裏面說，怎樣說呢？有一天六祖就拿著那件袈裟，到底那件袈裟是怎樣

的？不知道，有些人說是佛的，有些人說是達摩的，人各一說。總之《六祖壇經》所

說那件袈裟的故事，亦未必可以盡信。因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我們不能死信的。

《六祖壇經》這樣講，有一日六祖覺得那件衣要洗了，走去南華寺後面，那間寺後面

那處行，行經的地方，樹木非常茂盛，六祖持著錫杖，拿著那件衣，去到那處，見到

如此好的風景，就拿著錫杖棟地幾下。六祖有神通的，一棟地，那些泉水就湧出來。

一會兒，成了一個池。六祖就跪下，將衣來洗刷，洗那件衣。不知道洗完，還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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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的時候，有沒有晾曬不得而知，總之他在洗那件衣的時候，或者洗完回去的時候，

在半路也說不定，總之，有一個人，這件(事)神怪不足信，有一個人叫做方便，他走

來，六祖問他來做甚 ？他說，「我在西天」，即在印度，「見到達摩祖師，達摩祖麽

師對我講，傳我法的有一位慧能六祖，現在在東方弘法，你可以向他求法。所以，我

自從得到達摩祖師的指教之後，我就來到這處，現在找到你了，因為達摩祖師指示我

而來的。」你說你相不相信這件事？如果這樣都相信，就真的相信到迷了。是嗎？所

以有些人說我講話，「羅先生，聽你說話，是破壞性多過建設性」。我就說不是，佛

法經教裏面有沙，亦有金，那些沙要盡量撥去，你取那些金就好了，連沙都取來做甚

麼？是嗎？六祖問他：「你擅於做甚麼？」(他說)「我擅長塑像」。六祖拉正臉孔

說：「你會塑像？你塑一下吧！」那個方便被他嚇一驚，就望六祖一陣，看了一陣，

後來就塑了，亦不知道他回去塑，還是立刻塑，大概是回去才塑。六祖將這件衣，交

了給他，送了給他。那有這麼兒戲？達摩祖師傳來的信物，一個塑像的人來到，你就

把衣給他，這未免兒戲了一點，在情在理，你說應不應該這樣？你做六祖，你會不會

這樣？在情在理……

聽眾：肯定有因。

羅公：是有因。這件因緣又怎樣得人相信？

佛法都不能夠完全離開情理，是嗎？你搞到那麼奇怪，講一些不合情理的事，何

必？是嗎？示現都不需要這樣。於是，給了他。他把這件衣，分為三份，一份用來包

著他造的像，七吋高而已，七吋高只是這 高，六祖的像，替六祖塑的像，維肖維麽

妙，簡直是六祖的樣子。壇經下面還有一些小註，註明在哪處、哪處，存在哪一間

寺，這些不必理會它了。他將三分之一的衣包著這個像，三分一自己保留，還有三分

一，就挖開地，把樹葉包著那三分一，放在地下，覆蓋上，發一個誓，「後來這件衣

再出現的時候，就是我來弘法的時候。」發了這樣的誓願。之後，這件公案是這樣了

結的。我引這故事即是說，傳衣為甚麼要講到這樣呢？因為這件衣是扲出來(找到拿

出來)的，要找一件故事來結束這公案，於是那些後人，當然六祖不會做這樣的事，

是六祖的後人，一、兩代之後那些弟子，作一些故事用來銷案。衣這件事，我們現在

現實人間裏面，只是存在這處，是武則天送的，整件黃色的袈裟，繡七彩的佛像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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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另外一隻缽，還有一隻木的匙，好似日本人飯勺，日本人用來盛飯的大匙，這樣

的匙羹。現在存在廣東韶關馬壩附近那間南華寺。

又說他(五祖)傳了衣缽之後，(慧能)成為第六祖。當他(五祖)傳的時候，因為五祖

晚年，他叫一些弟子，每人寫一首偈。在五祖的座下，最有學問而修行又最好的人，

就是神秀了。這位神秀和尚，寫了一首偈，題了在佛殿的照壁。舊時那些廳前面，有

一塊牆壁，這個叫做照壁。在照壁上寫了一首偈，這首偈甚好的，寫這個……這首偈

是修行很好的規矩，但無講得出涅槃妙心是甚麼，是嗎？這首偈根本跟諸佛內證境界

無關，他只是講修行的方法，是嗎？修行的方法而已，「身是菩提樹」，菩提是覺

悟，如果無身體，身體的行為不好，或者身體不能保持得好，根本你想修行、覺悟都

不可能，所以身上的行為要時時檢點，身就要保持「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

台」，我們的心就好似一座明鏡台，甚麼都可以照到，很靈活的，無講到諸法妙境，

個個的心都是明鏡台一樣的，個個的身都帶有菩提樹的，無講出諸佛內證的境。「時

時勤拂拭」，不要糟蹋它，勤拂拭，即是身體的行為要時時檢點，我們的心要好似明

鏡一樣，要時時將鏡 ，不要被塵埃，塵埃是煩惱，貪、瞋、癡那些煩惱，不要被那抺

些塵埃遮了鏡，「莫使惹塵埃」。只是修行方法論而已，不是講境界的。那些人，大

家嘈起來，「將來傳衣缽，一定是神秀了，你看看他那首偈幾好，寫出來了」，嘈起

來，嘈到五祖知道，便走出來看，看完之後，(說)「甚好。這首偈這麼好，大家拈香

禮拜，大家依著修行，會見性成佛的。」但是它講出諸佛的境界就未可以，你說他這

首偈證明他見了性，就不能夠證明，不過，甚好，大家拈香禮拜，即是不好意思令神

秀丟臉。人們嘈起來，慧能大概在廚房舂米的地方，廚房附近，他舂米的，當時派他

舂米，他正在舂米。六祖很矮小的，又矮、又細，別人站上去，那個碓，一站上去，

「隆」(聲音)，那個舂米的碓就上升，一放鬆，一拉，力一放鬆，碓又「隆」，向下

舂。他站了上去，都不夠重，那個碓都不上升的，你說他瘦成怎樣？南華寺現在有一

石，有(一)過半這個收音機那麼長。一個木瓜，普通的泰國木瓜那樣，好似豬腰形狀

的石，那個叫做墜腰石，用來墜著腰的。六祖很聰明，他舂米，他不夠重，他便加

重，即是在磅加些砝碼便可以，他用繩，用一長形的石綁著腰，這樣便夠重，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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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米。現在你去南華寺，記得看一下那塊墜腰石，衣、缽、匙，還有墜腰石，還有六

祖的真身，這樣高，當然六祖不會是這麼矮小的。小朋友都無那麼矮小，他的骨縮

了，就變了這樣高。有一個真身在這處，不過大家記著不要以為有真身，就是等於他

有甚 了不起。那個身體健康、清清淨淨，再加以戒律清淨，無吃那麼多東西，身上麽

無那麼多肥膩積滯的東西，無那麼多脂肪的時候，用一種制殮的方法，可能比較埃及

木乃伊更簡單的方法，可以制了他那個身的。你切記、切記，(不要)以為有真身等於

成佛，不是的，無關的，記著，如果是這樣，便變了迷信。他(六祖)聽到別人嘈，他

又出來看，叫人讀給他聽。他聽了，那些人(說)「祖師說他(神秀)好，但還未見

性」。他又跟著講：「我也說他未見性。」那些人「噓」(喝倒采)他，說「你一個字

都不懂，祖師說他未見性，你又跟著講，你又怎樣？你又懂得甚麼？你又會不會

做？」(慧能說)「我會做，不過我不懂得寫。」旁邊有一個人，有一個官僚經過南華

寺，在這處暫住的。(那位官僚說)「好的，你說，你既然又有一首偈，你說，我替你

寫。」(慧能)便說，就是現在那首。但是這首，現在的人又不相信這一首的，確是把

諸佛內證境講出的，它直接講這種境界，不是講方法。你說心是菩提樹，菩提根本是

無形無相，無樹，你又要說樹，樹是有形有相，來象徵、描寫相反的，「菩提本無

樹」。那個心，說它如明鏡就好了，你又說它是一座台，那便是硬蹦蹦，「明鏡亦非

台」。諸佛的內證境，超過一切有形象的東西，「本來無一物」，不是等於無，你不

要當它 zero。是無形無相，無形無像的東西來的，這個就是真如法性，亦即是真正

的涅槃妙心，本來是無形無相的，「本來無一物」，既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惹

不到塵埃的。它真的寫出一個涅槃妙心出來。但是現在讀這首偈是這樣，在敦煌發現

的那本《六祖壇經》，有八句偈，我又不記得。要的，我日後寫給你們。菩提本非

樹，明鏡亦無台這樣的。下面就是……這首就前四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

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後面還有四句的(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明鏡本清凈，

何處染塵埃)，後(口誤，應是前)面四句(的)最後的兩句，「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

埃」，直接講出佛性。《六祖壇經》，你們人人有，日後就……有沒有人需要影印，

有需要可以在《大正藏經》，或者在甚麼藏經那處，你們去影印來做功德，影印出

來，收幾毫，影印出來，一人一份，用來對照，將《六祖壇經》對照。這一首偈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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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後人慢慢修改的，原來不是這樣的，敦煌的很可靠，現在日本人講禪宗，講

《六祖壇經》直接用敦煌本，他們不相信這一本(宗寶本)，不相信我們現在通行那

本，現在美國人有一本翻譯了。有一個美國人去日本學習了十年，學禪宗。將《六祖

壇經》翻譯成英文，翻譯敦煌本，還有一些解釋說明。你去辰衝書局找書目看一下，

有一本這樣的書，有得賣的，這樣厚的，《六祖壇經》英譯本，美國人翻譯的。如果

英文過得去的，我看那本還容易過看中文這本。

有些人嘈起來，原來那個不懂字的人，居然變了肉身菩薩，就嘈起來，搞到五祖

走出來看。看見他這樣，立刻脫下那對鞋，擦了它(偈)，(說)亦未見性。他都不叫人

拈香禮拜，用一對鞋擦了它，他擔心那些人對付六祖，之後，放下了這件事。有一

天，待這件事「過氣」(平靜)之後，大家「柴(台)」(喝倒彩)完之後，五祖就當散步，

行到廚房舂米的地方，見到六祖正在舂米，他(五祖)就問他：「那個修行的人那麼勤

苦，是應該這樣的，是嗎？」就再問他：「米熟未？」六祖很聰明，(說)「米熟了，

還要篩一篩。」五祖就不作聲，在碓敲三下，就離開了。於是，六祖在當晚三更天，

入去五祖大師的禪房。五祖大師問他：「你來作甚麼？」(六祖說)「你叫我三更天

來，你敲了三次，我便來了。」相傳五祖大師用一件袈裟遮著窗，令人看不到，取

《金剛經》解釋給他聽，一句句解釋給他聽。解釋到兩、三頁，解釋到「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解釋到這句，六祖豁然大悟，講了幾句話，那幾句何期，「何期自性本來

(口誤，來應是自)清淨」，自性是指他的心，何期者如何猜得到，我如何猜得到原來

我自己的心，本來就是清淨，無所謂塵埃，是清淨的，這便是真如，這就是涅槃妙

心，本來是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這個涅槃妙心是本然存在，無始以來，本

然存在，不是後天生出來的，先天都存在，以後亦不會滅，本不生滅，過去未曾生，

將來亦不滅，本不生滅。這兩句指甚麼？指心的體了，本來清淨，本不生滅，指自性

的體。「何期自性本無搖動(口誤，搖動應是動搖，下同)」，本無搖動者，心怎樣生

滅、怎樣生死輪迴，這個涅槃妙心，本有的涅槃妙心，根本就無變化，本無搖動。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萬法即是宇宙萬有，我如何猜得到宇宙萬有，是由我這個清

淨心顯現出來。能生萬法。還有一個何期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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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何期本自具足。

羅公：是、是，無錯。「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聽眾：最後那句你不就講了嗎？本自具足。

羅公：不是的，他有五個何期。即是好似……「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

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何期自性本不生滅」，那麼多個何期，是嗎？

聽眾：無動搖。

羅公：你看看。「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是用方面來講，用，作用，有能生萬法的作

用。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是體、用兼包來到講。這個不識字的人，他是講形上

學，是講得真的透徹。他把宇宙的體、用，真的好似放在掌上。講到這處，六祖(口

誤，應是五祖)都不用講了，《金剛經》後面部份都不用講。(五祖說)「可以了，我付

衣缽給你。」送他走，送他走之後，五祖回去，送完他走，回來的時候，又說不舒

服，過了一天或是兩天，兩天，那些人去問安：「大師，你覺得有甚麼不舒服？有病

或甚麼？」他然後才講出來：「病就沒有，衣缽就已經 (傳)去了。」那些人(問)，

「傳給誰？」(五祖說)「便是那個不識字的盧行者。」那些人便譁然，就要追他，大

概那時，所以很奇怪，修行的人就是這樣，想追他搶回衣缽，可能還會殺他，為了那

個衣缽而殺人都有，假使這件事是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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