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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金金        剛剛剛剛        經經經經        13131313》》》》    

                                                    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印 可 法 師 講授講授講授講授          

各位居士大德各位居士大德各位居士大德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四頁，在上個禮拜我們是一起研讀到須菩提請

問世尊，菩薩道修行的過程應該如何？「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為他解說，

告訴他：「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一直到瞭解什麼叫無住相布施，它的福德是

不可思量。在這個過程世尊自己就舉了一個例，來為須菩提再次的開講。 

祂說：「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在佛經常以虛空來比喻，比

喻佛性，也來比喻功德之事。並不是說修行人他在所有修行的過程，是沒有福沒有德，

也沒有證悟也沒有佛性，並不是在用虛空來表達它的空無，用虛空是在表達它的無住跟

廣大之性。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瞭解，虛空「橫遍、恆常、無礙、無分別、跟它的容受之

性。」在經典裡面，常常還會用其他的語詞來表達，這個地方我們只要瞭解，世尊對於

眾生無法理會的佛法，都是用舉例說明。 

有的人會講，如果一切如虛空，一切皆幻有，一切皆無，修行又有什麼用呢？我們

所謂的功德福德，如果是沒有形沒有相，我們又何必修呢？這個地方就是再接下來，世

尊要我們從中再瞭解，一般眾生執著於有，所以第一個過程以虛空來掃蕩，來滌除眾生

在有裡面的執著。然後眾生進入了人空，也就是人我空，每個人心中的有滌蕩之後，佛

再以其他以所謂清淨佛性、菩提心、畢竟成佛、般若波羅蜜、無上正等正覺，再來表達

另外一番從人我空之後法的存在。再從法空之後，證得真實的寂靜涅槃。所謂佛的大涅

槃、大般涅槃，這個地方就不是所謂小乘所以為達到解脫空為止。所以後來再啟發的後

段，就要再講空之後的妙有，這個過程進入到經文裡面。 

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南西北方南西北方南西北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四維上下虛空四維上下虛空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不可思量不可思量不？？？？須菩提回答：不也不也不也不也！！！！世尊世尊世尊世尊。。。。這個地

方就要繼續來用虛空觀來告訴眾生，福德是無相，不可真實的可掌握的東西。什麼叫福

報？上一次我們有提到，福報是一切因緣法，它是生滅現象。也就你有所成就，你有所

因緣結構，這是人、事、物有組織、結構因緣法，所以在這個裡面，眾生在有之中，有

所謂我接受了，我給予了，完成了某一件善良之事，對於眾生有利益之事，這個都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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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福會讓我們的生命在演變的過程，在繼續走的時候因緣呈現，它自然就會在這

個地方完成了一種新的緣起。但這個福的概念，如果你可以把它看得很明白，這個福你

以無住，不住之心來解讀這個福，它的福本身就是德的內容。也就是福是相狀，德是它

背後真實的道理。 

所以如果缺乏了真實的道理，而你只瞭解福，你所要的福這個東西，你的心中跟你

生命，不過是在一種有生滅現象中，不斷的交替而已。如果你瞭解這個德，也就是這個

生滅現象，其實就是萬法現前的因緣法。瞭解這個因緣法，內心有一種寂靜湛然的那種

寧靜，而瞭解這一切是自由自在的，就不會住在這個福之相。不住在這個福之相，也就

是你有了這個德。有了這個功德的時候，你的內心在任何行住坐臥之間，任憑所有因緣

的起落，在在處處都可以當下感悟到一種自由，感悟到一種寧靜，自由自在。這個就是

經典裡面，尤其是《金剛經》要提出來的重點。我們眾生是在有裡面，所以以下的舉例，

都是要破除有的概念。 

所謂北方、南方、西方、甚至東方，這都是一個方位的感覺。方位的感覺，我們以

眾生會在自己所處的方位裡，東西南北，會去感受到一個擁有、認知，可是這個認知是

無形的，這個福也是內心感受，感受的一種感覺。事實上的事件已經發生了，已經完成

了。你該完成的事情已經完成了，最後留在你心中的只是那個影子。那個影子投射在這

個虛空中，其實是了無痕跡的，是不可得的。所以用這個你內心有的樣子，要來跟虛空

做比對，世尊就是要你掃除，譬如：虛空可思量不？空間可以用思量的想像嗎？在這個

所有的一切，如果空就是空，它的影子也附不著，這個只是文字上的解釋。 

須菩提說：不也！世尊。因為須菩提畢竟是證過空性的人，他瞭解所謂空。證悟空

性的時候，這所有的一切都知道，眾生所有心念皆是心意識分別之下納受、取讀、分別

之後留下來的那個影子。現在用影子把這個福內心的感覺，我們用影子來暫時替代它。

所以當你瞭解這些影子，其實就是你心意識裡面殘留不去，對於這件事情做完之後所留

下的一種味道，一種不是真實的，可是你以為你還殘留在的一種感覺。須菩提知道，須

菩提回答：不也！世尊。 

世尊補述：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菩薩無住相布施菩薩無住相布施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菩薩但應菩薩但應菩薩但應菩薩但應

如所教住如所教住如所教住如所教住！！！！無住布施，我們來看如果我們內心有所完成的事情，我們就會留著那樣的影

子在心裡，那麼你看你的負擔有多重。無住布施跟住相布施，它差異是很大的。內心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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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跟你內心所得出來，會讓你的生命進入切，就是切割的狀態。 

譬如：如果我們做完成一件事，它本身有一對一或一對眾，你有人物的產生，那就

是住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當你有對象的時候，有這個對象，就有來與去的

因緣讀法，來與去。譬如它的因果、譬如我的因緣、譬如他的貧瘠、我的慈悲、我的意

願、他的輪迴，這些關係法是一種內心你自己在佛法的法要上，跟你在看所有世間現象，

你用正知見、你用你的知見讀出來的東西。在這個讀出來的裡面很習慣，這是一個人的

習慣。你會讀出來的時候，看到這件事情我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用一種思惟的方式，你用思惟的方式，是架構在以你自己本身認定的價值

觀，你認為該不該，於是你就這樣去做，很習慣的。你會在事前做考量，事後來做評估。

評估之後自己就會去想，自己會去想說這是不是做對了？這是不是做好了？對方是不是

納受？承受了我所做的這一切，這個很習慣的會給自己一個評分。當這個評分會帶著愉

悅或是失望，你會有給自己一種我應該繼續往前走，或是我應該收斂回來。這個時候如

果得到正向的反應，你就會法喜充滿。如果得到了是一個負面沒有回饋，這樣你就會開

始感覺到一種失落。 

當這個失落讓自己在解讀的時候，終究你以後任何要起動行為，起動布施，起動你

應該要做什麼事的時候，就產生不均衡的現象。你會拿著過去的經驗值，過去所得到的

反應，開始在等待跟期待對方的表態。在期待於對方對於這件事情，你的評估跟他的實

況當中，會有一個怎麼樣的答案？這個時候的菩薩，是住相住得厲害了，因為這個就是

修行必然會過的過程。我們如果不能反應，不能反應的時候，那麼眾生所有的苦厄，我

是沒有感覺的。我可以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收受，收起來不相應。不相應的狀態

之下，所有世間萬物，所有的事情與我何干，這個就不是菩薩的菩提心。 

所以這一部經典，它是從發菩提心之後開始講的。發菩提心之前，發菩提心之前我

們就必須講到，如何找到你生命真正根源的解脫。也就是去掉我執，去掉我本身攀緣附

會，在這個所有一切流轉的心。這一部經是在發菩提心之後，所以以發菩提心之後的菩

薩們，他不是六根切割、不相應，他是相應而必須不站在所謂攀緣附會的角度去行布施、

去行六度。但是我們是凡夫菩薩，所以在這個地方要強調的無住相布施，講到的就是你

以這個狀態之下，用菩薩的行徑去行布施，行六度萬行的時候泯除，慢慢洗，洗那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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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提到如果知道如何無住相布施，生命裡面它就不可能有阻礙，也不會有不均

勻，所有才是完整的開發以及完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它裡面就不會有殘缺。

這個地方再舉一次，譬如說你今天觀察，你並不是帶著五蘊，你打開你的六根看到萬象

的六塵，在裡面根塵相對的時候，是用根不用識，不用分別、計較、執著的自我意識，

有帶著評估的意思。而是看到眾生的需要，是直接看到眾生的需要。看到眾生的需要的

時候，你直接就瞭解應該如何來幫助這個眾生。 

這個地方我個別的分別知見是不是放下？看到眾生的需要的時候，也是一種觀照。

這個觀察觀照的時候，是用佛法的正知見來看，裡面涵蓋不助長眾生的貪瞋癡，裡面也

沒有個別關係法。關係法！譬如他是我的六親眷屬，他是我的同參道友，這裡面沒有情

執。情執！你有愛情、親情、友情、道情，這些都是情。不涵蓋情執的時候，你就可以

平等的去看到眾生的需求，用根而不用識。用根不用識的時候，是不是不住了？就是無

住於菩薩自己的知見，不住於這個知見來行布施的時候，當中你所要加附於給他的，幫

助於他的法要，幫助於他啟發他生命裡面該有、該認知的佛法裡面，可以引入住相，但

自己不住。 

意思當眾生有苦厄的時候，你可以介紹他因緣果，可以告訴他業報福報，這個是相

應於眾生的時候該給他的法。但自己不住法，這是有差異的。自己不住法來說法要的時

候，這個法就是所謂宇宙人生眾生在凡夫中他必須建立的知見。這個知見就是屬於佛教

導我們的知見，而不是批判式的知見。所以眾生在接受這個訊息，接受你的布施，接受

你在做所有裡面給他福德概念，而自己不住福。 

自己不住在福報的想法中，自己是住在無住之中，就是自己無住。所以我們一般慚

愧在這個上面，有一種自我的懷疑。如果我沒有起心動念，我不懂不知我又如何去行？

我行的時候，我在講福德因緣法的時候，我必須進入福德因緣法，怎麼可能不住？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修行搞不懂的地方。有的人說如果不起心動念，又如何知道眾生疾苦？所

以佛是不是跟我們一樣有色、聲、香、味、觸、法，祂是不是依然有五蘊，依然能夠有

色、受、想、行、識，我們就是在這裡必須釐清，福德的概念在眾生是必要的。如果他

在苦報、業報痛苦中，告訴他福德概念，幫助他，這是幫助他的法。 

但我們自己在介紹這個法的時候，並不是批判式的法。自己在做這個以聲香味觸法

布施的時候，是不住法。所以這個過程，它並不夾帶你跟他的關係，而是他跟宇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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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的認知，他跟佛法納受的關係。同學這樣聽得懂？ 

所以須菩提，佛在講「「「「無住相布施無住相布施無住相布施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如十方虛空一樣。

因為你每一個色聲香味觸法的布施裡面，全部用的是無我，不住我的狀態。但菩薩在舉

例，菩薩在教眾生布施給眾生的時候，我們必須入、住跟出，這是一個過程。入就是看

到眾生之疾苦，你感同身受，你能拔苦與樂。拔苦與樂跟感同身受的時候，是不是入他

的心，入他的現象中？入他的現象中的過程，內心會起動一個自他交換。起動自他交換

的時候，才懂得眾生需要什麼。起動自他交換，瞭解眾生需要什麼的時候，這個並不是

你需要什麼，是你能給什麼。所以這個時候你從入之後，到住之後馬上是出。出就是無

住，不住我在給他什麼，把這個我，把我瞭解他需要什麼的這個我抽掉，而只完成該給

他的是什麼樣的幫助，這樣就是菩薩的入、住跟出。 

當你入、住、出之後，它本身就無住。你每一個修行的過程，每一個該看待眾生的

時候，都是從真實的清淨之中入，清淨之中住，清淨之中出。所以它的入、住跟出，它

就是變成因緣法裡面，妙有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菩薩不看福德相，所以內心根本就不

需要再來感受到背後答案是什麼。如果你能入，亦能住，亦能出，這個就完成了菩提道，

就是菩薩道。所以福德相，你如果不住的時候它就沒有福德相，不住沒有福德相，又何

來你要比擬虛空跟不比擬虛空。這個地方的虛空，也不過是譬如你有的時候才叫你用虛

空觀。如果你沒有的時候，也不用想虛空跟非虛空。對不對？這樣講，同學！希望你能

夠慢慢去瞭解。如果你沒有真實去行菩薩道的人，你在讀《金剛經》切莫進入，開始裡

面以為一切是幻象，所以我就不要做了。因為經文的排比，它是先講布施再講虛空，並

不是先講虛空再講布施，每一部經論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來讀另外一部論，它會跟你講，你先收攝六根，不要攀緣附會。不要攀

緣附會之後，再來重新出發去行菩薩道。但《金剛經》是《般若經》，已經到五百七十

幾會了，它已經空相瞭解了。大家進入到解脫境界之後再講的經論，所以切莫停留在一

切是空，而是要先瞭解要布施而無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如理實見分第五如理實見分第五如理實見分第五    

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經文，一段經文就是從第五頁的第二行下面，須菩提！於意云

何？一直到第五頁的結束，則見如來。來！大家請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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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不也不也不也！！！！世尊世尊世尊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何以何以何以

故故故故？？？？如來所說身相如來所說身相如來所說身相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即非身相即非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皆是虛妄皆是虛妄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則則則則

見如來見如來見如來見如來。。。。    

好！這一段佛再問須菩提，看你懂不懂？佛就問須菩提：你意下如何？對於這件事

你想呢是什麼答案呢？你知道嗎？問題在後面，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你可以看到如來，

用如來現在呈現在你面前看到的這個身體，有肉體有身根的這個樣子，來看到如來的清

淨法身不？ 

我們在開始上課的時候有講到，經典裡面只要用到如來二字，講的就是在講清淨的

法身。在講佛相應一切現象的實際存在情態，講的就是法身。你可以看到如來現在呈現

在你面前，當你的導師，這個當時是佛說的。當你的導師，教導你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引發你發菩提心，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存在，而來進入到我的法身中嗎？這個時

候須菩提回答：「「「「不也不也不也不也，，，，世尊世尊世尊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因為看

到世尊祢的樣子，就能夠看到祢的精神狀態，這樣解釋比較容易。 

今天我們可能可以去參訪很多大德，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德，他的慈悲的展現，

他對眾生教導的殷切。他本身修行裡面我們可以揣測嗎？我們可以直接他教導我的部

分，我就可以等同他本身所證悟的精神層次嗎？當然是不可以的。但佛要告訴我們的是

祂呈現的這個相嗎？當然不是！佛要告訴我們的是隻字片語，祂所出來的這個語言文字

嗎？當然不是！ 

佛要告訴我們要指導我們的，是不是要契入、證入佛解脫的精神狀態？是不是這

樣？你可以用祂的樣子來瞭解來進入嗎？當然是不行的！所以須菩提很明白，世尊是他

的導師，他在世尊的座下已經好多年好多年了，所以須菩提就講「何以故」？他當然知

道，怎麼說呢？我回答是不可以的，因為「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因為世尊祢不

斷不斷的告訴我們，祢所呈現的這個色質的相，世尊雖然在世間示現八相成道，教導弟

子們如何持戒，如何來修為自己。但是世尊有講，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緣生滅法，連世

尊自己的這個色質身，地水火風也是生滅法。如來祂所要說的這個生滅法，並不是祂真

正要我們契入得證清淨、自由自在解脫的法身。所以須菩提在回答這個的時候，當然是

非常的明白。我們眾生能明白嗎？我們眾生不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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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佛要引出什麼主題？佛就是要引出我們初學佛的時候，我們是以佛為學習

的對象。我們初初發菩提心的時候，我們是瞭解世尊祂得證清淨、解脫、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佛告訴我們祂是怎麼修，所以我們要學習這個步驟怎麼修。我們不瞭解生活要怎麼

生活，所以世尊告訴你行住坐臥要怎麼生活，這個就是戒的範圍。我們不瞭解我們應該

怎麼來完成我們的因緣果法，我們的業報。所以世尊告訴你，要成佛要解決很多問題，

所以你要行菩薩六度。所以所有的一切，我們全部干係著這個人，由這個人引發擴展出

來，我所有應該學習有形與無形的部分。 

當我有形跟無形的部分，由世尊自己開演出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怎麼證得。佛的

智慧是怎麼證得，佛的清淨解脫是怎麼有的，這些都是行六度萬行（ㄏㄥˋ），也講六

度萬行（ㄒㄧㄥˊ）。祂是具足功德而圓滿的，這個積功累德的概念，全部由這個人而

來。然後你現在告訴我，我不能夠把這一些你告訴我的這些東西，由這個路徑來進入法

身，這個是很大很大的知見上的衝突。 

譬如大家都知道，我們說我們業障很重，所以我們要禮懺，所以我們要念佛，所以

我們要迴向。我們迴向、禮懺、懺摩，我們要持戒，這些無非是要消除業障，無非是讓

我的身口意能夠得清淨。如果說我不學習佛祢的樣子，祢說不可以看到我這個樣子，就

可以進入祢的精神層次，那我怎麼辦？這個衝突點，其實以經論來講讀到這裡，它就是

要引發你本身自我對話的一個謎團、一個疑。 

佛要否認還是要我們不尊重，還是說祂說的都是假，其實佛並不否認有可成佛。在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要認同是可以成佛的，認同有功德的，認同有因緣果報的。只是認

同跟成佛這是過程，這是過程。告訴你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這是過程。告訴你因緣

果報，那是因為我們是凡夫，我們有我們苦受的那個部分。所以如果你能夠從這個地方

去抽拔出來，從我們前面講很多堂課，你從因緣果報裡面去看到實相的道理，那麼因緣

果報就不是壓力，它並不是你真正讓你活不好的最主要原因。讓你活不好感受痛苦，是

你這個心意識，所以你可以從任何一個佛所說的法裡面去契入，最基礎的法也可以契入。 

到你瞭解真正進入深禪定當中，任何一個動中的法、靜態中的法，布施、持戒中都

可以契入。它的契機點遍布你所有生命二十四小時，每個行住坐臥間，這個是因為我們

不會。所以這個過程佛首說，開始說要布施，然後講無相布施，這個是要叫我們不要馬

上以為生命是空的。你要在現象中活好，你要在現象中把自己處理好，但是不要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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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住在現象中。你要在現象中過得好，不要在現象中泥濘的住著，所以是不偏空。 

現在祂要跟你講如來的功德相不可以執著，所以要離相，這是不住有。這個地方我

們每個人都有對於佛法的認同，所以上供諸佛尚有三寶這個概念，每個學佛者、在座諸

位這個是很堅固的，這是很認同的。這個認同叫我翻開，我怎麼翻呢？佛跟你講下化眾

生不要著相，辦得到，是不是辦得到？可以辦得到。因為眾生跟你，他並沒有指導原則，

他不是你精神的導師，他不是！他是你試煉的時候，你在圓滿你生命裡面現象因緣的時

候，一個對象、一個該完成的事，所以你容易放，你可以不著相。 

但不著佛、不著三寶相，很難！對不對？是不是很難？你寧可選擇有。以在座同學，

泰半的人寧可常常把三寶放在心裡，對不對？寧可永遠記得佛，我才能念佛。我要念佛

之功德，我的清淨要與佛相應。我禮懺的時候，懺掉我的罪業，我要學習與佛一樣的了

無罣礙。往昔所造諸惡業，不再是我現況中繼續再造的貪瞋癡，我要截止貪瞋癡，所以

我寧可把佛抓得緊緊的。是不是？ 

如果我一個閃神、一個閃失的時候，又輪迴去了。我怎麼可能忘了佛祢呢？所以一

般眾生讀到這裡的時候，能夠丟嗎？丟佛的相嗎？能丟嗎？佛不是叫你丟，佛不是叫你

否認，佛是告訴你，你不可以因為執著來做這件事，而是你本來就應該做這件事。你不

需要因為我的教導你才懂，因為你本來就懂。所以這個時候佛跟你是一體的，是平靜的。 

我們看！只要慢慢後面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要叫你看到的東西，是你本來就

有的東西，我們很難捨棄掉佛法僧的概念。法的概念不是語言文字，法的概念是辦法，

是給你用的。是知見，是讓你來交替你錯誤的東西，但是是無形的，它不是語言文字。

而這個佛的存在的相，我們以看到佛的存在，感受到一種安然，感受到一種學習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閃失的時候，佛菩薩會直接指導。這個是我們自己需要，過程需要。 

但佛有講，祂說：菩薩永遠住正法中，菩薩永遠住在正法中。所有三世一切佛，永

遠與所有的菩薩共存同在。這個就是你要從佛到底在哪裡？你對佛的單一認同，要瞭解

祂要告訴你的，是你必須透過這個辦法，透過祂暫時告訴你的這個指導原則，而修成了

你自己，瞭解你自己本身就是佛，你本身就本來應該在六度裡面自由自在。你本身就是

在因緣果裡面，不著因緣業報相，所以不成障道。這個是連結我們前面所說的主題，用

這個角度讓同學契入。你要是只聽這一段，你會覺得斷章取義，那是進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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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祂要告訴我們，佛證入的是清淨的法身。所以佛的報身相也就是丈六金身，或

是佛應化在世間示現成佛八相成道，這個不是法身實相，所以不可執。祂這個地方就是

要告訴須菩提跟所有的大眾，你不可以執著現在佛存在，由悉達多太子成為釋迦牟尼佛

的這個人，這個樣子，祂所教導你示現給你看的所有過程，祂要你不要執著，而進入到

你自己的成佛之道。 

同時祂也要告訴你報身相，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個是相應於菩薩你還沒有完成

成佛之前不能停止，不能以一點點小小有做，你有在行菩薩道，菩薩心中那個自我的滿

足點。所以報身相是在示現給十地菩薩看的，地上菩薩，地上菩薩；應化佛應身是在示

現告訴凡夫，地前菩薩看的。所以這個地方如何來看這個身相？你都得重新去思惟它，

這一段就是要讓我們重新思惟它，重新瞭解。佛不是要告訴我們祂這個人，是要引我們

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清淨法身，清淨的無上正等正覺。 

佛回答須菩提，祂告訴須菩提，當然你說得對！須菩提懂。佛說：「「「「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皆皆皆皆

是虛妄是虛妄是虛妄是虛妄。」。」。」。」什麼叫做虛妄呢？虛！不實、不真實，妄也是錯誤的。所以虛妄就是非實在

的意思。非實在的意思，所以有妄法、妄境、妄有。如果對於道理上面我們不瞭解，非

理作意。不是正確的道理，然後我們來迷惑，來執著於自己的這個意思，這個也是叫虛

妄，叫妄識、妄心、妄念、妄執、妄分別，就是錯誤的意思。虛妄還有一種是虛誑，非

常的誑妄，所說的言詞是惱害眾生的這些。譬如有妄語、妄言，這個也就是虛妄之言語。 

這個地方講的不管你內心是因為錯誤的知見，非理作意，所以著了某一種道理，某

一種你自我認同的位置，這種我相、法相，這些都是不真實的，這些都應該泯除掉。如

果你在度化眾生的時候，有最後留下的那個感覺、那個影子，那個也是不真實的。這個

凡所有相講的是人我相跟法我相。這個怎麼來？都是心中存著任何由意識取讀執取，執

取之後你不瞭解，其實這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判讀出來的這個東西，其實這些非真實

相。實相中、現象中，它是不斷的成住壞空。在所有眾生與你每一個相處，每一個來來

去去當下的片刻，眾生的五蘊都是在生住異滅。 

所以這些你現在以為眾生現在的感覺，他的感恩，他納受的法喜，他所有的東西其

實早就過去了。你如果還著這個相，其實就是你自己的虛妄，你取讀而住在裡面，這個

東西是要拋開的。所以「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皆是虛妄皆是虛妄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則見如來則見如來則見如來。」。」。」。」如果你可

以瞭解，你可以瞭解所有你看的物質界的一切，你精神裡面所殘留出來的所有這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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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實它都不是一個真實的樣子。所以這個是剎那剎那剎那之間，因緣法裡面在五蘊

結構中所產生的東西。在生滅法當時當下，有的暫時停留了一種短暫的有，這些並不是

真的實相。當你能夠放掉這些的時候，你就懂了如來的解脫自在，你就懂得如來的真空

妙有。這個所有的一切，就是佛要告訴須菩提，也透過須菩提的提問來讓所有與會的大

眾，再次肯定而瞭解佛要說的東西是什麼。是真的自由自在，是真的自在解脫，是真的

在所有一切宇宙萬有，這個起生滅變化中看到它的妙有，能夠完成而不執著，無住的完

成，這個才叫真的無住相布施，也是真功德。 

所以我們再來重整，以前面到這一段講的第一、從發願就是要發菩提心，從前面的

經文到這裡講的是第一、要發菩提心，第二、你要度所有一切的眾生，修行菩薩的六度

萬行，然後從中滌蕩、離相、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離四相；離人我相、法

我相，就能夠證果，就是見如來清淨法身。從前段講到這裡又是一段完整經文，佛在講

這一部經的時候，其實到哪一段就講完了。可是大家呢？鴨子聽雷。所以佛繼續再開演，

因為與會的大眾不懂，所以繼續再講，繼續再講，這裡已經講了。如果你知道「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是不是懂了的人就可以進入，契入如來。

但我們不懂，所以會繼續開演。因為須菩提還會再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