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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  27》 

             印可法師講授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讀這一段經文，就是結示的部分。 

                卯三、
結示－１ 

此體用熏習，分別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

薩等，以意、意識熏習，依信力故而修行。未得無分別心，與體相應故；未得自在業修

行，與用相應故。 

這一段是在講說我們眾生，我們眾生在這個內，就是真如為體；外，用熏習來幫助

我們開發的時候，這個於眾生相應與否上面，在對於眾生與這個真如，真如理體相應與

否，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在講未相應，這個未相應就是我們眾生無始以來，在輪

迴的路上，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所以走到哪裡去了，在這個茫茫然，狂，狂妄之心、

攀緣之心，不斷不斷在生命的每一個現場，一直糾結的狀態之下，你跟真如的那個清淨

還沒有，還沒有真實的契進去，契入，所以還沒有能夠跟那個體，跟那個用相應，產生

作用力之前，就是叫做凡夫跟二乘。 

這個地方它講不能夠，也是說尚未能跟真如的體跟用相應，就是指凡夫跟聲聞、緣

覺，以及初初發心要修行的這樣子的菩薩。但是他們為什麼願意修行呢？就是全憑他

力，全憑自我，自我有發起這個信心。可是這個信心是由外來來鼓吹的，這是外來給自

己的這個意願。這個意願之後由內部，我內部雖然我的體，清淨還沒有現前，但是這個

真如會熏過來。也就是真如在熏這個雜染的時候，自己也能夠用自我意識，第六意識來

提高。來提高的時候，提高我這個意願，所以外來的，這是外來的，我們上次有讀到，

佛菩薩介紹，祂用的就是一種強烈的意熏習。意熏習的時候，就是講諸佛祂強調菩薩道、

菩薩道，強調菩提心、菩提心。其實菩提心這樣的名詞，這樣的名詞在修行裡面是菩薩

專用。菩薩會講到我發菩提心，是因為佛給這個菩提心用一個心，用一個完整的菩提這

樣的概念，給予我們學習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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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你菩提心真正清淨現前之後，你看這個菩提心，它是沒有言詞的，它也不具足

所謂你本來強有的力量，那種呼喚的力量，它沒有。它變成，菩提心變成你真如體現，

很自然在一切裡面自然流露，全善，自然相應，自然很主動的去圓滿它。所以等到佛成

佛的時候，祂就不用意熏習，祂不用菩提心這個名字，名字它叫隨順，它叫觀機逗教，

它叫圓滿，具足一切的當下，一切就是當下一切圓滿。 

所以我們在未相應，是說我們有菩提心這個概念，我們從內心裡面發起了意願要學

習。而這個意願呢？是憑由外緣，就是眾生依於佛菩薩給予我們的外緣，然後我們靜下

來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時候，能夠瞭解確實，確實這是一個正確的路徑，確實這是我

所謂還沒得見清淨的時候，所以自己靠自己內心提出來的，再加上外來的，他力的這些，

加總起來用意跟意識，也就是第六意識的作用，這種作用產生強大的意願，靠著這強大

的信心的力量，所以能夠持續修行。 

這個持續修行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產生，這就是修行裡面會覺得難行，可是

要能行。為什麼會覺得跟自己的習氣跟自己的欲望打架？但是你有意願去突破你自己，

這個就是所謂一部分是外來的訊息，一部分是內心產生的信心跟毅力，這樣子加總起

來，所以才會有菩薩這個名號，才會我要繼續走下去的這種精進力。 

在這個精進力，這些運作還沒有達到，我把這些處理到一個平衡的狀態。中間你可

能會有分別心，這個分別心是因為與我有關，與你的認知點有關。你的佛法的知見，其

實就是說在這種狀態，這個佛法的知見其實還沒有完整。它裡面涵蓋有我執，細的，粗

的到細的，還有法執，這法就是所謂給的訊息，這個給的訊息，事實上終究我們眾生都

一樣是清淨的。 

可是這個原理原則，這個辦法，這個辦法還是經過佛菩薩所解析出來的語言文字，

所以我們還是有法執在，沒有辦法得到無分別心。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證入那個無分別

智。我們有分別的能力，可是並沒有辦法抽掉那個分別出來的自我認同。這個就是修行

裡面，他沒有辦法與體相應，真如的體。真如理體的話，就是你所有一切的現象，你所

有一切的道理，你所有的一切展現，其實它裡面都是言語道斷的，它這裡面一切都是因

緣法，所有一切都是圓滿具足。 

我們眾生在看這個的時候，他是有比對的。我知道了這個道理，我知道這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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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辦得到，我辦不到。我辦得到的狀態之下，我會去完成它。完成它之後，又取讀了我

對與不對，我做的圓滿與否。這個裡面又比對意熏習的部分，佛菩薩要達到什麼樣叫圓

滿，而我現在是否圓滿否？這個時候這個分別可能不放在外，可是卻放在內，放在內。

所以它這個分別呢？我們原來修行的時候，是初初的分別，初初也就是凡夫的分別。凡

夫的分別是在分別高低、上下、方圓這些的分別，再來分別我喜好與不喜好，以外面的

東西為標的來分別。 

到修行，你到初發心菩薩，或繼續行菩薩道的時候，你的分別可能就是在分別內部，

自己所謂圓滿與否，境界與否，這對與否，是分別自己的這個東西。甚至來較量於自己

的行為，跟自己的智能所得的這個訊息，所體會出來的這些東西，這些攏攏總總。前面

所講的凡夫分別，二乘所境界上的分別，到菩薩發心開始，還沒有真正登地，進入、契

入這個真如理體的，絕對無是非無對立的分別之前，這些都是叫分別心。只是它分別是

放在什麼角度，分別什麼東西，這個時候就叫做不相應。這個地方的不相應，是「未得

自在業修行」，也還不能夠隨心任運自如，自在的在一切當中，清淨無為的修行。 

這個修行，我們在發菩提心要修行的時候，我們會用修行這兩個字。我們講這個修

行這兩個字，也是適用在菩薩。因為我們在修正我們的身口意，修正我們的言行，修行，

在修正我們有形的、無形的造作的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在講的這個是修行。 

你說佛菩薩祂完成的時候，祂就不講祂在修行，祂就在講六度，六度萬行（ㄏㄥˋ），

有的講六度萬行（ㄒㄧㄥˊ），在這個地方，全部是在講應機應機。這個應機應機的時

候，祂本身因緣看得明白，清淨無為，祂是無作的，無為的願力。在無為的自然的這樣

走的時候，與用就相應了，那個時候就是走到相應。我們未達這個的時候，還不能夠與

真如的業用相應之前，我們都是叫做未相應。為什麼這裡講凡夫、二乘跟初發意菩薩，

都是叫做未相應？這裡講到的第六意識的運作，這個地方就是人類最值得有價值的東

西。但是我們人的痛苦，也是來自於這個東西。 

你看所有的物種上面，你每天這個飼主，就是餵養牠的這個主人，你都會嘓嘓嘓嘓

嘓，會不會叫牠？你叫牠，牠就過來吃，牠就認得這個聲音。每次過來的時候，就嘓嘓

嘓，他就叫牠。但是牠不認得回家的路，雞不認得回家的路。他是這個嘓嘓嘓，叫牠回

來。所以晚上黃昏的時候，要叫雞回來，有餵養過的人就知道，嘓嘓嘓回來，趕快把牠

關起來。你如果沒有在這個時間叫牠回來，沒有時間叫牠回來，牠肚子餓，隔壁鄰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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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咕咕咕，他也不用嘓嘓嘓，他用咕咕咕，聲音不一樣，牠就會有一點擺動，牠就會

有一點迷惑。迷惑的狀態之下，牠不一定會去吃。可是有的雞呢牠比較靠近，牠比較靠

近，看有人走動。有人走動，牠是習性上的跟隨，跟隨的時候牠會跟著過去吃。過去吃，

咕咕咕跟嘓嘓嘓是不一樣，牠不會分，牠只記得嘓嘓嘓嘓嘓，牠不會記得咕咕咕。可是

這個食物差異不大，牠吃了之後人家給牠圍起來，牠不會想回家，牠不知道回家的路，

這個就是眾生跟人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很多很多的動物，我們在比擬這個上面，狗，這個生物裡面也有試驗。那狗

當牠是小狗的時候，你要叫牠來吃，吃這個狗飼料的時候，你就搖鈴，喨喨喨喨喨這樣

子，狗就知道這個主人在搖，牠就來吃。吃的時候，牠就吃飽了，吃飽。你每一次都喨

喨喨這個，或是噹噹噹，牠都來吃。然後有一次，有一次你就不要放狗飼料，你就不要

放牠的這個容器，你就噹噹噹，牠就過來，牠的口水就一直一直滴。因為牠把這個意熏

習，這個是意熏習。牠把這個鈴聲跟食物合在一起，牠認為有鈴聲就是有食物，身體就

準備好，我要去接受這個食物，牠口水就自然分泌，這樣的意思。 

那人類呢？人類第六意識的作用，他比這些動物高級太多了，這個就是人類之所以

能分辨，人類最強而有力的造作力，就是第六意識。但是最強而有力，讓你感覺痛苦的

也是第六意識。因為它能夠運作，它也能夠儲存，那個儲存會讓你一直要比對，一直要

重複重複你那樣子的滿足。這個地方，人之與其他較低等動物不同，就是這個強而有力，

能夠連續性的執著。連續性的執著跟這個造作力，所以因此而痛苦，但是也因此可以修

而證解脫。所以人，你基礎上來修的話你是怎麼樣？你都是用第六意識的意作用。 

譬如說我接受了世尊的概念，我原來是連續性的，我們有談到無間修，對不對？有

談到無間修，無間修是不是連續性？是不是連續性？可是它的連續性是在連續放捨，是

不是連續捨？對不對？我們一般的一樣是連續性，是不是連續取？我們的痛苦是不是來

自前後際？結果連結起來，三世，過去、現在、未來，時間空間裡面不斷輪迴，這個就

是我們意識裡面的一個連續性。我們拿來連續取，連續取的時候，會產生強大的意願。

這個強大的意願，意熏習進來，所以我產生自我對話，我可以成佛，我有清淨，是不是

要有連續？這是不是連續？所以它本身是用意熏習的一個正負作用，兩個作用一起用，

所以你才能修。 

正作用就是說，我原來執著是痛苦的，我的正作用，我的正作用就是我要告訴我自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不吝提出。 

 
5                  大乘起信論 27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己，我這個痛苦是虛妄的，我這個念頭是虛妄的，我有清淨的真如，所以我要安穩，穩

定在我的清淨真如上面。這是不是也是用這個作用？這是正作用。這個正作用就是要來

泯除負作用，就是要來泯除我已經積習下來的妄念。 

這個上面呢？當你的正作用跟負作用兩個都在的時候，兩個都在的時候就是這一

段，「依信力故而修行」。當你的正作用跟負作用，負作用就是產生痛苦的，就是不斷取，

正作用就是不斷捨。當你的不斷取也沒有了，不斷捨這個捨也沒有了，正作用跟負作用

兩個都不在，這個時候就契入相應，因緣那個就斷了。這樣聽懂意思？ 

那人類你不要討厭你自己，譬如說雞、鴨、魚這些東西，這些眾生來講，牠們還沒

有發展到執著力那麼強，其實牠們還是很執著。牠們執著牠們執著的部分，牠的覺性放

得比較低，你說覺性放得比較低，還是有在覺，還是有在覺。有的動物呢？牠譬如說，

牠身體上面的這個覺受「痛」，痛神經沒有那麼發達，可是有的動物這痛神經就很發達，

譬如貓就很發達，貓就非常的發達，很容易這樣刺激牠，就馬上有很直覺的反應。有的

痛神經就比較不發達。 

人一樣，有的人一樣的痛，有的人痛，他這個上面就達到，他的痛神經的波動是幾

度，有的人這個根本就不痛，他是來自於他習慣、習氣，他接受。接受了之後，他就會

壓抑，或是他這個上面的發展性、敏銳度比較低，並不是沒有。一樣的道理，當你所有

的修行裡面，他是要平等去看它。第六意識的作用來講，就講到這個意熏習。這個意熏

習，如果只光光意熏習，是不能成佛的。因為你只用第六意識的意熏習的時候，是不能

成佛。你一定要第六意識運作的時候，就是要提起清淨的，清淨的部分，清淨的部分去

洗雜染的部分，就是達到比較獨頭意識，比較深層的地方。 

你把這個我抽掉，這些一切都是平等的，這個與我無關。所以你在做這個，這個做

過來正，有的人正負兩面，他不能做消弭的動作。有的人說，這樣過去我很歡喜，現在

我很悲哀，這個我很想要，可是我心裡又很不想要，其實他的正負兩面，同時在打架。 

譬如舉例，有的人說我發菩提心，我發了一個好大的願力，發了一個好大的願力。

這個願力，我要清淨身出家，我要童真入道。這個清淨身出家跟童真入道，是期望於未

來。只要會講這兩句話的人，都是表示此生此世不清淨，也不童真。對不對？來，我們

來比對，你會講這兩句話的人，是不是此生此世你是已經在不清淨，而且你非童真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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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用這個清淨身出家跟童真入道，來強化你自己的意圖，而這個意圖的答案是不

是放在未來？是不是放在未來？ 

放在未來的時候，當你在此生此世修行的時候，你當下的情形是不清淨而且非童

真。不清淨跟非童真的時候，你想要達到那種自淨其意的那個意，那個清淨。當你有一

天達到清淨的時候，你還會回溯，畢竟我還真的輪迴了再回來，我業報滿身，我業障，

你看我就不清淨。你會在這個清淨之餘，又抓一個不清淨的曾經，兩個同存。這個同存

的時候，是不能成佛的。你不能相應。你一定第七意識裡面的這種俱生我執要丟掉，你

如果俱生我執沒有丟，你只修到第六意識，這個時候你不能夠打破，你不能夠去證，不

能夠證悟。為什麼？因為那個我，現在我的童真入道，我的清淨身，我用意清淨，我用

我的行為清淨，我用我心思裡面的意願的不起惡念，然後無限的迴向。這些清淨的運作，

其實是不雜染，是沒有很粗糙的意，但是是回到一個比對式的清淨意，分證還是叫做有

為。聽懂？ 

所以這個意熏習的部分來講，是不是還有信心跟你的對話，自我信心跟對話？這裡

要如何契入與相應，重點就是俱生我執這個點而已。重點就是你要去懂得，我現在的清

淨身跟不清淨，我的意根等等的這些東西，都還是叫信心喊話。這些東西就是我自己的

真如，願意讓它凸顯出來，知道一回事，可是是隔著我自己在看我的真如，還是我在看

我的覺性？所以我跟這個覺性不合而為一。你要丟掉這個我，你要丟掉這個我，就這一

切的一切都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相狀，這一切還是叫心所，這個心所。所以這個時候

才能瞭解，你剛剛的運作，所有過去的這些念頭，甚至於你現在強而有力呼喊出來的菩

薩道，跟對與不對，意願與否的這些東西，都是還未相應於真如之體，它真實清淨的無

分別。 

我們在分別心的這個地方來講，修行初初一定要有分別心，分別心就是分別用我們

造作的心去看到善惡，所以修行初初一定會講善法，一定會講業報。善法跟業報是用現

況中，我們在分別好壞與我有關的時候，用粗糙的分別心去過凡夫的生活，這個是凡夫

未修前。我現在要修的時候還是用分別心，還是用第六意識，分別心是我不應該傷害別

人，我不應該造作得到惡果，所以我用善法，我用善法要利益眾生，這樣的分別心來取

代舊的、粗糙的、自我利益、自私自利的分別心，還是用分別心。 

如果說你初初的時候，沒差，殺人放火，因緣啊！哪有什麼好分別？現在做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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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要幫助眾生？無分別啊！眾生因緣自生自滅，變成這個樣子。對不對？所以這個分

別心、這個第六意識來講，在運作上面，它是一直在用的。所以這個地方的使用來講，

一直用用用，用到你這個分別心。一直分別心到看所有一切的時候，你第七意識的那個

清淨的淨，清淨的第七意識出來是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妄念，這一切都是習氣，這一

切都是分別心，這是心所。這個所有一切是覺受裡面，取這個覺受給的定義。這個呢？

當這些也放下的時候，你就不再用分別心。不再用分別心的時候，它就變成無分別智。

知道？這個無分別智現前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現在要讀的二者。 

                卯三、
結示－２ 

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

熏習真如，滅無明故。 

這一段，其實剛剛在講前一段的時候，也有把這個提進去。什麼叫已經相應呢？就

是與清淨真如的體相應，也是它能夠用了，這個是講法身菩薩。這個「法身菩薩」他已

經證得了「無分別心」，也就是分分證法身。無分別心剛剛就是講，你都平等覺觀出來

了，你所有一切的念頭、起伏等等的這些，其實都是心所。你當然知道這一念，這一念

喜怒哀樂，這一念是非善惡，這一念行為的功德福報等等的這些，這一些都是一個解釋，

這個就是一個定義問題，所以他已經有證得無分別心這個經驗了。這個之後，「與諸佛

智用相應」，所以他可以用清淨的平等覺，也就是跟佛一樣，這種清淨真如的後得智相

應。 

所謂的智這個東西，我們來講根本慧、後得智，在佛學的名相，可能有的人是搞不

清楚的。根本慧就是在講說，你契入的這個清淨的時候，它本身言語道斷，沒有語言、

沒有文字、沒有什麼，是不波動的。這個就是真如體，真如的體，它現前的時候就是根

本慧，這個慧就是等於他的清淨真如；所謂的這個智用，就是在講後得智。 

我們根本慧，就是它的理體，真如理體；而我們在現象中，在所有的眾生界中，在

所有一切裡面，你要相應而表達出來，用出來的時候，就叫做後得智。就是以根本慧而

發展出來應用上面，應用上面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言詞或是等等的。可是它的基

礎點是什麼？是清淨的無分別智，就是無分別心，也就是無分別智 

這個地方呢？「唯依法力自然修行」，這個也只有靠著真如覺性，真如覺性它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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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跟外來的佛菩薩給我們的這些訊息，意熏習所教的這些法，這個法、佛法的兩個部

分結合起來，所以你結合起來慢慢使用，慢慢達到任運自如，因為你契入了。這個之後

就能自然修行，這樣就是表達開發清淨真如。 

初初修行當然是不自然的，你覺性啟發之後就自然了。同學這個地方，最難熬的就

是非自然的狀態。自然了之後，是完全沒狀況。它那狀態裡面只是，你圓滿佛之功德，

你圓滿你清淨，所有功德裡面的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慢慢去圓滿，你是不動的。最難熬

的就是眾生有這個心念起伏，有一個知見的存在，一個對跟一個錯。不思善不思惡就是

中間，你到不錯的時候，才講不思善不思惡。你不要錯誤一大堆的時候，就講自己不思

善不思惡，那個是一個狂的狀態。你也可以，如果你可以平常心看所有的逆境，也是不

思善不思惡，都當下圓滿，內心沒有忍辱的感覺，那真的也就是佛，也就是菩薩。他這

所有的境界，境界的過程裡面，也都不起心動念，這就叫圓滿圓滿圓滿。但是我們眾生

是不行的。 

因為人任何的器官，任何的想法，它都有個極限，凡夫有極限的。凡夫是有極限，

當你極限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你就會開始躁動，因為你不明白，你想要讓這個痛苦

迅速的不見了，所以那樣子的無明又再度躁動的時候，是不能安住的。所以我們一般修

行來講，它就會講開發善根，前面有講過。 

今天開始讀的這一段，就是在講說相應跟未相應，我們真如自體相熏習跟用熏習，

總歸納來講，它本身是要怎麼樣的契入。重點在哪裡呢？重點就是那個平等，重點就是

那個平等，清淨的放捨所有的平等，可是是要圓滿的。你不能說，他哭也平等，他笑也

平等，你哭你笑都平等。眾生哭笑都是因緣，是平等。可是他哭，如果是因你而哭，因

你打他而哭。平等啊！我打他也是平等，我愛打就打，他愛受就受，他不愛受，我打他， 

沒有打的感覺，他受，也應該沒有受的感覺，這個是非常嚴重的錯謬的顛倒眾生。有的

人他自己造作的很多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因緣，所以我給他這個困難，我給他這個痛

苦，就是他的因緣。 

我見過有一個男眾是這樣子的，他有三個老婆。這個大老婆，她就每天關在家裡，

就是照顧著孩子。因為這個爸爸長年不在家，於是他的孩子看到爸爸的時候，都會驚慌、

會怕，會怕他的爸爸。這些孩子他看到他爸爸，就會像老鼠看到貓，爸爸回來了。你有

沒有讀書？考試卷怎麼沒拿出來？因為他很久才回來。這次考試的那個什麼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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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孩子就，爸爸今天晚上可能回來，會先溜了，先跑了，這個孩子就愈來愈沒有

自信。因為他媽媽就是常常說，你們要乖一點，要不然爸爸就不想回來了。你們也要讀

好一點，不要給媽媽很沒有面子。這個孩子愈來愈沒有面子，媽媽愈來愈沒有自信。結

果變成孩子愈來愈沒有自信，媽媽愈來愈沒有面子，彼此熏習。這個是第一個老婆。 

第二個老婆非常的厲害，就是他公司裡面的那個大主管，因為他就是在公司裡面，

仰賴這個女性，這個女性非常的能幹，於是這個二老婆就是隨侍在旁邊。三老婆呢？就

是這個公司裡面的小小的新進來的秘書小姐，這個三老婆，都要趁著公務要出去之便，

要跟這個老闆出去跟客戶洽商的時候，彼此增進感情。這個二老婆坐鎮江山，坐鎮在這

個裡面。 

這個大魔王他的思考邏輯是很奇怪的，這個男眾他思考邏輯很奇怪。他要談那個比

較決定性的事情的時候，就帶著二老婆；要跟客戶談那個翻譯等等這些，都要找這個小

秘書，就是三老婆；然後等到二老婆跟三老婆吵架的時候，他就回到大老婆那裡去。 

然後有一次她就說，他的大老婆就來，就抱怨，她就抱怨得很厲害。她說他都不回

來，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他這個先生就講了，他說那是妳的因緣，妳不懂嗎？他說那

是妳的因緣，妳看公司若是沒有這個老二，妳今天有飯吃嗎？她說你當爸爸，你又沒有

教育孩子，孩子也從來沒有跟你親近，那你怎麼教育他？他說，那妳就錯得很離譜，他

就跟他太太講，男主外、女主內，孩子還小，當然就是妳要管。他長大了之後，我管，

他就設定這樣。 

結果終於他孩子長大了，二十歲、二十二歲當兵回來，這個故事情節很精彩的。當

兵回來之後他爸爸就是這樣，孩子長大了歸我管。一個調到越南當廠長，一個到大陸的

哪個省的一個工廠當廠長，然後另外一個在一個什麼單位當企劃什麼東西。結果這三個

孩子的表現都不好，他就罵他的孩子說，你怎麼這麼不如，他這樣子。這個孩子都默默

的沒敢說話，可是心中都恨這個父親，很討厭這個父親。 

因為這個父親都是統轄一句話，我們小時候也是都沒人教，我們小時候十幾歲就要

出去當學徒。學徒知道吧？當學徒，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我們看著母親這麼，因

為他也是單親的，父親早往生，我們看著母親去跟小工，做那個苦力的，然後這樣餵養

我們，母親也沒有跟我們說過話，我們根本沒有爸爸跟我們說過話，我們都是這樣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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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學著長大。他說你所有的錯什麼的，自己要去消化，你所有的什麼都自己要去學，他

就是這樣子，用這種的教育模式來給這些孩子。 

這些孩子到三十五歲，到四十歲的時候，什麼沒有學會，就學會找女人跟賭博。因

為找女人讓他，他付錢給的，他覺得這些女人會給他一個很高的身分，因為你叫大爺。

賭博是因為我期待我有一天暴發，暴發會讓我的父親另眼相看，家族裡突然之間，我變

成這麼有錢，不用靠我父親給我的薪水。學會這兩件事，這裡面全部來自於這個男眾的

一句話，那就是你們的因緣。眾生是沒有辦法真正完全不加以善，不加以提攜的訊息，

而能夠自我發現的，他必須透過指導。如果你讓他產生了一個邪念，一個惡見，這個知

見出來的時候，他是一路偏差的，他不會回頭。 

我們在看這個的時候，才知道佛菩薩對於我們的教育，給予我們的訊息，縱使祂使

用的是意熏習，可是祂是正向的。祂正向的這個東西有多重要！我們也不能捧著它而

已，我們還知道自己的清淨真如。這些孩子活得很辛苦，這個大老婆活得很辛苦；二老

婆活得都要撐，每天都要撐，撐那個場面；那個三老婆活得很委曲，每天都是暗淡無光。

這樣的人生，就是在於一個魔性當中，我這是舉例。不是舉例，這是真的有其人。 

這個地方來講，我們生命要怎麼去轉？我們生命去轉這個，所以我們一定要打開自

己真如，清淨的真如，知道我有清淨真如，我有覺性。我知道我也辦得到，我這個信心

要揚起來。我要接受這些訊息，接受這些訊息，正確的訊息來熏習我，用真如熏無明， 

把它轉回來。然後用淨法來洗，淨法也就是第六意識，來洗自己的雜染。最後通通放下，

心王、心所兩茫茫，這個時候就直接契入。 

我們修行裡面，常常會覺得一切都是因緣，一切都是因緣，不能夠用因緣來搪塞。

因緣它是實相，你看得很明白，那這個因緣就是唯一的，完整的都呈現出來。你隨順這

個因緣，心是平靜的，心是平靜的。你不隨順這個因緣的時候，你心中有一種未圓滿的

期待，有漏缺的遺憾，這些情形之下，你會痛苦的。我們看眾生他在這種相狀之下，你

在這種相狀之下，兩方對出來相處起來，就彼此有一個距離，拉開距離。你也永遠沒有

辦法去相應你自己的清淨真如。這樣講同學知道？ 

所以我們對外來講，我們要無限的，在看得清楚實相中的所有因緣裡面，做自己該

做圓滿的，但是對任何其他是不要求的。你做圓滿的時候，你回到你清淨當中，你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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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清淨，回的也是清淨，在實相中。就愈用清淨的平等覺去覺，你不要執著一種答案。 

所以佛菩薩來看眾生，佛菩薩來看眾生，都可以看到眾生的佛性，祂是尊重眾生的

佛性。那我們來看眾生的佛性，都是要脅希望他能夠快速改變。可是真正要改變的，我

們有這種影響力，但是不能干預，只能影響而不能干預。干預跟影響有差異，知道意思

嗎？影響力就是說，你清淨當中你釋放正確的，他會受到一些熏習，這樣叫影響。那干

預的，他是我直接切入，要脅對方一定要照這樣的指令。這個表相上可能是有的，可是

內心裡面其實是增加某一些壓力的。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經文。 

子四、
結判斷與不斷 

復次，染法從無始已來，熏習不斷，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淨法熏習，則無有斷，

盡於未來。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妄心則滅，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 

這一段是在講說「染法從無始已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以來，「熏習不斷」，

一直重複再重複，重複重複不間斷的。這個意思是說我們無明已經有了，我們已經無明

起惑。起惑的時候你就是取著，取這個染著的這個部分。取了而住著在這樣的一個自以

為的這個主觀意識。所以這個時候，不斷不斷，一直在這個地方在滾動，一直要重複，

重複的滾動。那你也一樣，我們修行裡面是不是淨法就是不斷去洗它？不斷去洗它。所

以染淨染淨，它是互作用的，它是互作用。你不斷不斷去洗它，一直要到什麼？得證佛

果的時候。得證佛果的時候，這個無明才會斷滅。 

這個地方講的是說，我們在得證佛果之前，還是會有現前一念。我們未得證佛果之

前，它說「乃至得佛，後則有斷」，後是擺在後面。所以呢？我們未得證佛果之前，還

是會有現前一念。這個一念呢？這個一念的當下，不住這一念。不住這一念，而且指認

這是妄念。這個的時候，這個佛性顯揚出來了。顯揚出來之後，後面在所有的一切裡面，

就不再有現前染污的這個妄念。這個現前的所有一切，都是實相，所以它講後則有斷，

是成佛之後，才會有斷無明。我們在凡聖之間的差異，就是這樣子。 

我們所謂菩薩就是介於什麼？就是我有時候現前一念是實相，因為我什麼？安住在

無漏定，我不取。我讓這個覺性，讓這個覺性保持最高的覺性，完整的覺性。所謂最高

也只是一個代詞，意思是說，我提起正念，清淨的覺性。在這個覺性發展的時候，我覺

性來看所有一切，我不浮動喔！我不浮動的狀態之下，所以現前所有的一切，這個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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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叫念頭的念，而是現前的所有一切，一念涵蓋全部。這個現前的這一切，你就圓

滿它，然後不取那個答案的所得。這個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當下是菩薩行徑。 

菩薩跟菩薩證得一地到十地之間的差異，就是這個頻率，講的就是這個頻率問題。

就是說凡聖之間的差異，跟菩薩之間的差異，就是在講這個清淨，你到底是在現前的時

候，無明喔！無明起惑的時候，是不是馬上主觀意識現前？馬上投射出來你的妄念。當

你在投射出來妄念的時候，你這個時候又回凡夫了。你回凡夫之後，又一個淨法洗它，

不染著，放捨掉，又回菩薩。 

所以修行，菩薩跟菩薩之間就是在於他可能現前的實相，菩薩跟菩薩的之間差異

在，現前的實相他圓滿的程度；菩薩跟凡夫的差異，就是現前實相或是現前妄念，他是

兩邊跑，這樣凡聖。而菩薩的差異是現前的時候的圓滿，他做得圓滿，他的功德差異。

如果說菩薩他現前，是實相現前清淨，他不動的，這所有的一切不動。他有能力去做，

有能力去做，然後不做；或是有能力因緣不具足不能做；或是有能力有因緣都具足，有

能力有因緣具足，而同時去做，也做圓滿，這個就是菩薩在用上面跟佛的不同。 

如果你有能力去做，做到什麼的圓滿程度，這就是菩薩所修正，他本身的證量問題。

如果說，好，我知道要去做，或是我不想去做，我鎖住，看得明白，因緣吧！全部丟給

因緣，全部丟給因緣，然後這個時候安住在如如不動，而無法採取用。無法採取這個用

的時候，他只是站在清淨中，他言歸而如如不動，而不能夠產生作用，這個叫素法身，

吃素的素，這叫素法身。這樣聽懂？這個就叫羅漢，這樣的意思。 

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就是你本身安住在清淨無染當中，可是實相你看不清楚。看不

清楚的時候，也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事，於是你就完整的安住在清淨中。可是連那個實相，

這個覺圓滿的覺都沒有覺，其實這個時候還不是叫做證羅漢果。其實羅漢他本身是在因

緣中，他是懂的，只是他是安住而沒有產生用，所以叫素法身。這樣同學知道？你在修

行裡面你就可以，舉這個例就是無非就要讓同學你更清楚你自己。 

你如果說修行裡面，都要強調這個大機大用，所以你要學習菩薩的用。你就是用的

時候，不以攀緣心，記得！用的時候不以攀緣心。在不以攀緣心的時候，是以慈悲心，

慈悲而不攀緣。因為攀緣的話，就是與情執有關。以慈悲的話，是以平等慈悲，以眾生

的苦為他的考量。這個時候，不用自己的情感作為連結，不用五蘊。你做完之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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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機大用，用完之後，不找那個所得心。這個就是你在用無為法，你這用無為法，來學

習這個大機大用，這個才叫菩薩的行徑，菩薩的學習。 

我們回到經文，它說染法要到成佛之後，「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淨法熏習呢？至

於安住在清淨的這種內熏習，這個用清淨的法來內熏習，「則無有斷」，這永遠不會斷除，

「盡於未來」，這一直盡未來際也不會斷除。因為什麼？真如，也就是佛性常住，它本

來就是清淨的。同學這樣看這一段，看得懂嗎？因為清淨的，它沒有什麼斷除不斷除。 

它說淨法的熏習，就是在講清淨真如它一直在，它一直在，它並不是因為染法在它

才在，而是它清淨本來就在。我們眾生的煩惱就是染法，它其實是外來的，就是你錯誤

的時候，它才產生的。你如果沒有錯誤的時候，就一直是淨法，也不談熏習這兩個字。

也就是說，它一直在產生作用，這樣。隨這個因緣，法界緣起，法界緣起的時候，隨因

緣而作用。 

「此義云何」？這個意思是什麼樣呢？「以真如法常熏習故」，也就是真如恆常在

發生作用。這個地方的熏習，就不要再講說為了要達到某一種洗滌的作用，把它解釋成

真如恆常在發生作用。「妄心則滅」，我們因為是凡夫，我們是染淨同存，所以清淨真如，

本體清淨寂靜。所以這個時候，虛妄的無明煩惱，終將會滅除的。只是沒有跟你講，肯

定在什麼時候，因為這個是每個人修行的。 

「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到那個時候，真如的法身就會顯現出來，只

要妄心則滅的時候，法身就顯現出來。「起用熏習，故無有斷」，生起不可思議的無窮的

妙用，這個地方的熏習，給它解釋成妙用，就是用就對了。故無有斷，所以說淨法熏習，

是從來不會斷的，這個就是眾生終究會成佛。佛經裡面講，眾生終究會成佛，恢復本來

面目，其實就是這樣。 

你說我這樣輪迴，這樣我也不用修，我就永遠，反正我早晚會成佛的。以後再來修，

那個就叫做你執著現在的，你執著無明，你執著無明，到哪個時候你才會想要去修行呢？

就是苦到出汁的時候。這個什麼時候輪迴多久？那也是自己選擇，對不對？你要選擇這

個，其實也是自己還在選擇中。你既然在選擇輪迴，你當然就不會妄心滅。我們說眾生

終究是會成佛的，因為佛菩薩祂們把所有的願心遍一切，都希望幫助所有的眾生。幫助

所有眾生的狀態之下，眾生願不願意納受？願不願意雙方去相應？就像說我們內有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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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體，外有這個法的因緣，這個兩個要互相，這個兩個要互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