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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韋使君疑問達磨祖無
功德語與往生西方等說靈照塔—供六祖肉身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

什麼叫大會齋呢？就是請所有的和尚、居士、道士、念書的人、
官、公吏，都來吃齋。因為韋刺史喜好佛法，所以就勸這所有的
人，都來吃齋；大會齋就是人特別多。 在中國有打千僧齋的，請
一千個和尚來吃齋；一千個和尚裏，一定有一個阿羅漢，所以供
千僧齋，就是供阿羅漢。

在中國，大叢林裡頭常常有人打齋供眾，這打齋就是請大家吃飯。
在加拿大，或者在洛杉磯，有居士，就請到齋菜館去吃。這個齋
菜館，雖然是也請人吃飯，可是沒有能供佛及僧；在道場裡邊只
是供佛及僧，在三寶裡邊來種福田。這供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供法、供僧也都有同樣的功德。

千僧齋會，功德廣大，應驗非常. 據《佛祖統記》載，隋炀帝於智者大師
忌辰設千僧齋時出現奇應，當時司案點名，千數滿足，但臨齋受供時卻多
了一人，眾人皆說是智者大師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大眾開啟停放大

師肉身的靈龛，只見床帳皆空，遺體不見。



• 宣化上人講述

•齋分有「羅漢齋」、「如意齋」、「上堂齋」。

•羅漢齋最普通的就是和大鍋菜飯差不多，裡邊比平時的菜那個料好一點，

•再要是供養錢多一點，就是如意齋；就是令人遂心如意

•吃得很高興的，這叫如意齋，請大家吃齋，和大家結法緣。

•最上等的就是上堂齋。上堂齋這就要請和尚，

就請住持，也就是法主上堂說法。這說法這一堂

佛事，在叢林裡頭那非常重要的，所有在廟上住

的四眾弟子，都要去參加這個儀式。那麼所說的

這個法語呢，說完了把它寫到一塊揭示牌上掛出

去給人看，或者三天或者五天，或者半月或者一

個禮拜，或者天天要有人供齋嘛，就天天換

，上堂說法這時候，是鐘鼓齊鳴，道場裡頭就

非常熱鬧，然後給齋主說法，給功德主；齋主又叫功德主。

•



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

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

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

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

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

理。願和尚為說。。

達摩祖師聽梁武帝這樣地自我陶醉、自我介紹、自我炫耀功德、自我賣廣
告。但因達摩祖師是位聖人，他怎會說些拍馬屁的話呢！若是普通人一聽
皇帝這樣講，就忙答說你有功德啊！你的功德是舉世無雙的。但達摩是位
祖師，他怎會有這種惡意奉承的邪心？所以就說：「沒有功德，實實在在

沒有功德。」(宣化上人)---祖師乃欲去梁武帝的執著

以一切諸功德法而成身、故名為法身.功德乃日常
行持契機契理,符合正道,不在一時的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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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曰。實無功德。

勿疑先聖之言。武

帝心邪。不知正法。

造寺度僧。布施設

齋。名為求福。不

可將福便為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不

在修福 教大機小,話不投機—誌公禪師: 對他是觀音
大士，傳佛心印的大權出現，乘願再來。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福報 福德 功德

已得回饋 利人利己 無得之德

福德是由你造福業而將來受福報，
而功德是你直下承當，當時就得

到好處。(宣化上人)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

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

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

我自大。常輕一切故。

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

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

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念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 普門品



見性是功

自修性是功

內心謙下是功

自性建立萬法是

功

不離自性是功

念念無間是功

平等是德

自修身是德

外行於禮是德

心體離念是德

應用無染是德

心行平直是德

念念無滯。
常見本性。
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

修功德之
人。心即
不輕。常
行普敬

功德須自
性內見。
不是布施
供養之所
求也

如是
內外
一如
行持
才是
功德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

•韋刺史他請問這個問題，並非他自己真正不明白，而是因有一般人
對這法門不明瞭，他們以修念佛法門而來毀謗禪宗，說他們吃飽了
就坐在那裡，那到底是在用什麼功呢？無非是用懶功罷了，不如念
念南無阿彌陀佛而能生西方極樂世界好些，念佛的人就這樣毀謗坐
禪的人。

•

•而坐禪的人就反擊說：你念南無阿彌陀佛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那
在沒有阿彌陀佛時，人又念那一個佛呢？

•

•就這樣念佛與參禪互相毀謗攻擊，而使人不知那一個是正確的。因
這種關係，故韋刺史請問六祖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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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

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

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為其下根。說近。

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

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阿彌陀佛經: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國土，有世界
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從”事”上說

八邪，就是八正道的反面。

內外一如
心境一如

屈伸臂頃到蓮
池-從”理”上說

《觀無量壽佛經》：
「是心作佛，是心是

佛。」



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

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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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

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

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

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

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即
在自心頭，人人有個靈山
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身中
淨土



蓮池大師正訛集云、壇經以十惡八邪。譬十萬八
千。人遂謂西方極樂世界。去此十萬八千。此訛
也。十萬八千者。五天竺國之西方也。極樂去此。
蓋十萬億佛剎。夫大千世界為一佛剎。十萬億剎。
非人力所到。非鬼力神力天力所到。惟是念佛人。
一心不亂。感應道交。到如彈指耳。豈震旦詣乎
天竺。同為南瞻部之程途耶。然則六祖不知西方
歟。曰、壇經是大眾記錄。非出祖筆。如六經四
子。亦多漢儒附會。胡可盡信。

不然、舉近況遠。理亦無礙。如在市心。以北郊
喻燕京。以南郊喻白下。則借近之五天喻遠之極
樂。欲時人易曉耳。何礙之有。 西方即是自性

里數即是無明



佛有煩惱，是從悲心上說的；佛無煩惱，是從般若上說的；我們的
煩惱，非悲心，非般若，只怕是從無明妄想生的啊！

請問趙州禪師
佛有煩惱嗎?

有!
因為
你還
沒有
得度

佛陀
是解
脫的
人，
怎麼
會有
煩惱
呢？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

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

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

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

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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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古城門

性
(王)心=地 心=地

心=地

反觀自性,令得自心西方三聖大光明---於諸外境不
染不著,如此內外明徹,極樂世界豈不當下現前

眼

耳

鼻

舌



Q:觀音菩薩是男相還是女相?

A:觀世音菩薩是慈悲相。
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1.馬郎婦觀音

2. 瀧見觀音 3. 楊柳觀音



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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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
是畜生。

人我執如一座須彌山障礙正道;邪心是海水,從沒有寧靜
的時刻;鬼神以虛妄為障,所謂障身為鬼,障心為神.奔波

勞碌一如魚鱉;

小波浪就是人心裡一念一念微細的念頭。你不覺得它有波浪，但實
際上它是存在的。而大波浪就是煩惱，小波浪是那微細的無明，在
你心裡就是水波浪，就是前念已滅，後念又至。你若要沒有波浪就
要去除無明。一有無明就有貪瞋癡此三毒。…因無明作怪，就發起
脾氣而生波浪了。小波浪還不要緊，當生大波浪時，龍王就要開宴

會請你作客了。(宣化上人)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
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
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
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
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
如何到彼。

自性迴光返照，叫你覺察、覺悟、覺性如來，則三毒——貪瞋癡
消滅，那地獄所有一切的罪業都消滅。如何消滅呢？因你沒有三
毒，沒有無明，則一切罪障同時消除，此時就悟得罪性本空。但
這先要破無明才會空的。內裡光明外邊也光明，內外無障礙，那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就是沒有三惡道，沒有一切的障
礙，沒有三障。現在你內外明徹，所以三毒消滅，三障也蠲除，

這就是極樂世界(宣化上人)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

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師言。善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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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

教授。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

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自己本身就是極樂世界啊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無相頌二

心平何勞持戒」：平，就是沒有貪瞋癡。為什麼你要持戒？就因為有貪瞋癡。
你守持戒律，不被三毒所害。所以你心裏若平了，就是心裏沒有波浪，沒有
波浪，就是沒有無明；沒有無明，所以又何必再辛辛苦苦持戒律呢？

行為公平正直，就是禪；禪，也就是教你把這一切的毛病去了。身口意正
直—不偏空不偏有 ;沒有執取….永嘉大師:行也禪 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度論云：〔若人智欲求最大善利，
應當持戒，戒如大地、一切萬物有
形之類，皆依地住，戒亦如是，一

切善法、皆依戒住。〕



•心裡的妄想

•一如小偷強盜

持戒=警察

•念佛 打坐

•誦經 持咒

修定

智慧觀照

看牢

綑住

把強盜、小
偷轉化成好
人、賢人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養有二，一為養志二為養身。

周朝為何能享國八百年??
張公藝，唐朝人，人皆知忍之為用也大，
而臨事每每一忍猶難。况百忍乎？

古人說，長遠心是道，就如以木
取火一樣，雖當時無火，終會有

出火之時

如存〔鑽木取火〕之志，雖
在煩惱污泥塵世中，亦定能

生出妙蓮之性華

憐者、扶持其患難饑寒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

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

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即〔此〕這個心，若依靠這個〔此〕地，去修去行，即是唯心淨土，
自性彌陀，所以說天堂只在目前，天堂即說的西方極樂世界，〔目前〕
即此之這個，當前即是阿彌陀經云、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可
知未能孝義忍讓者、心未調伏、何能往生。故六祖痛發之、使人覓菩

提於本心、為往生之基也。

除我執、故生智慧



甚麼是佛
教?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你如何能模仿我的
真心呢?我常觀心...

佛法如藥療眾生身心,心
若有病,佛教解脫;身若有

病令隨順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