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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在家居士各位在家居士各位在家居士各位在家居士、、、、各位在家菩薩各位在家菩薩各位在家菩薩各位在家菩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課本第九頁，在上個禮拜我們是瞭解到經文裡面，最主要佛陀要告知大

家，在修行菩薩道的時候，要去除我執四相以及法執四相。這裡面的我執四相跟法執四

相，就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一）

大乘菩薩在發菩提心的時候，如果我們的心

中，有我要度眾生，我為能度者，這個就是我執的我相。堅持執著有一個我要度眾生，

而且是我能的。
（二）

我執四相的第二個，就是有眾生被我所度，這個就是以我－自我意識

出發點的人相，這一個就是我度的，這個就是我執四相的人相。 

（三）
再接下來就是：唉呀！你看！我度眾生！這個眾生各種不一樣的眾生相，我都

有辦法，就是眾生不同的種種差別之相，我都知道，我都能度他，這個就是我執四相裡

面的眾生相。
（四）

壽者相講的是我能度眾生，很多眾生都被我度了，這個內心的執著，內

心的這種想法延續著，而沒有瞭解這是因緣法裡面，沒有辦法進入空，這就是我執四相

裡面的壽者相。這樣就容易瞭解。 

所以我們在幫助眾生的時候，如果有這個我的概念，有我能度；人被我所度；眾生

的種種狀況，我皆有辦法；還有這樣的一個完整的形式的存在，就是菩薩有我執四相。 

另外法執四相，就是關於佛法的，這做個簡單的整理。法執四相就是
（一）

我應該弘

揚大乘佛法，這個大乘佛法應該弘揚。我！我們就是修行人，我們就是要行菩薩道，所

以我們就是要弘揚這個大乘佛法，這就是法執四相的我相。
（二）

法執四相的人相就是我們

都是一起的行菩薩道，所以呢？我！我們應該要度化眾生，入菩薩道，得證解脫，不然

他們太可憐了。他們就是沒法呀！這個就是法執四相裡面的人相。同學我們有沒有？就

在最後才檢覈你有沒有？ 

（三）
再來法執四相裡面的眾生相，就是這個大乘佛法是如此之殊勝也，眾生不知佛

法之妙，所以輪迴在他生生世世中的這種業海中翻滾輪迴，我要用種種的方便，種種的

善巧，來度種種的眾生。這就是我的願力，這就是我的工作，這件事情上面，我一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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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堅持，這就是法執四相的眾生相。
（四）

法執四相的壽者相就是我此生此世，只要我有

一口氣在，我就是要行菩薩道，甚至盡未來際，我這個度化眾生菩薩之行，絕不改變，

這個就是法執四相裡面的壽者相。以上所說，發生在修行人的心念裡面有沒有？有！是

一個過程。 

我執四相會擴散到本來就應該這樣做，還有什麼我不我的，這個我是因緣法，是不

是這樣？所以我執四相可以不執著，只有我能做，我有這個能力，這個我執四相就可以

淡化。可是法執四相能不能淡化？這就是願，菩薩之願也！佛之菩薩心，佛之菩提心就

是告訴我們，我們菩薩發心要這樣做，所以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的目標。這怎麼能丟呢？

本來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就是該這樣做，心中是自由的，在這個裡面是沒有壓力的。 

眾生什麼眾生被度不被度，把時間空間的因緣交給他。你在放射是無作無為，是無

願無作，是空，這裡面是自由自在。在做這些的時候，本來就是清淨的真如體現。與眾

生之間，清淨佛性因緣合，和合當中不以生滅心這樣來度眾生，而無度眾生之度相，這

個時候佛法亦了不可得。因為沒有一個可以說出來的言詞叫佛法。這樣的自由自在，本

應如此，心沒有起執著。沒有！啊！你看我現在又沒辦法，沒辦法度眾生，某某人或是

什麼種的人，我就沒辦法，會產生一個起心動念，一個壓力感，這個沒有！而是自由自

在。在這所有一切，盡所有一切自然展現體現，這個才是法執四相淡化。甚至於不著相，

突破！同學這樣比較瞭解。所以我們一般修行人有沒有我執四相跟法執四相？都有的！

這個地方再提一下。 

這個地方呢？「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我們眾生只看到生滅法，眾生只

看到自己存在的這一段因緣裡面，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理想。當我有想法跟我的理

想的時候，是不是有我執跟法執？所以我要完成我想法中的理想，我要完成我想法中的

理想，於是我就會出手，我會出力。我出力的時候我付出、我發心，這個過程裡面會期

待有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就是用有漏的善，在修有漏的善根，期待結有漏的善果。是不

是？是不是賢？是賢！ 

因為我認為應該如此。這個我認為這個應該如此內容被你假設了，這個有假設性，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會有所得心。這個上面你無法進入無作、空裡面，這個就叫賢。

這個在佛法上，就是我們是以賢的角度，善之極曰賢。上次有講，和善的、有調心、有

離惡，可是沒有用清淨的無漏，這樣來行這一件事，這個就叫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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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賢跟聖差別就在無為法，差別在哪裡？我們都在做應該做的事。這個因緣裡面，

在每一個人因緣裡面，他的智慧、他的環境、他的能力、他的所有內容裡面，自然的進

入而影響之。既自然的付出，自然的產生大家一起的提昇，而這一起的提昇沒有設定目

標，沒有設定一定的內容，沒有最後的標竿，也沒有時間點。也不認為眾生不可行，也

不期待眾生在什麼樣的狀況、什麼樣的時間、什麼樣的預期的內容裡，提昇到什麼樣的

一個境界。沒有！所以在這個做的所有一切裡面，是自自由由的。 

菩薩看懂這個無作，無所作為，這一切不是你要付出你可以影響以外可以控制的。

因為這還要有眾生的時間、空間、因緣、業報、他的種性、契機。這所有一切裡面，這

所有的組合，是非絕對的單一性。所以這個裡面了不可得，不可以心思口議。所以這一

切的總合，菩薩沒有強迫自我負責，也沒有強迫一個答案的預期，是無所得的在裡面全

部展現，而遠離了有，遠離了空兩邊，而會歸到一個清淨的中道。 

所以菩薩在做這個，跟前面想要這樣做的人的做法是一樣的。跟講那個賢是不是一

樣？答案的內容是他的心是無為的，而他也懂得這一切不可造作。所謂付出跟他所做的

事一不一樣？是一樣的，幾乎是一樣的，相狀上是一樣的。 

一個發起是不是一個緣起而已？可是這個法，這個完成式是非孤起，它是要很多眾

因緣和合。眾因緣和合，其中每一個人都自自在在、歡歡喜喜，能做什麼就是我能做，

我應該做，裡面也沒有憂也沒有慮，也沒有壓力。呈現在我們生活裡點點滴滴，都可以

去檢覈我們我執四相、法執四相，跟在這個有為無為裡面造作。以為我在因緣裡面可以

干預多少，固然我們是一定有某一部分的能力，這個就是你的因緣的位置，你應該當下

承擔。 

譬如眷屬好了，眷屬！你現在有一個考大學的兒子，這個兒子呢？你認為你可以在

最後的衝刺的時間裡面，多多幫助他，多多照料他，這個是你所認知的內容。這個你所

認知的內容，對與不對？是對！你可以照顧他的飲食，他的起居環境，他需要早起晚睡，

你幫助他，這個是你可以做的部分，這個地方是有為法。看起來相狀上，早上給他叫起

床，晚上給他一個宵夜點心，家裡這一陣子呢？空調給它調得比較好，看起來是不是有

為法？ 

有為法裡面，你要懂得有為法的背後，它有無為法。它的無為法就是這個孩子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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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落在這個家，你就是他的父母；這個孩子在學習的狀態的這個年代，就落在這個時候

有補習制度，這個孩子有這樣的一個大考。如果在以前的話，那叫赴京考試了，不是像

現在的所謂叫聯考，所以這個背後是因緣法。 

這個孩子因為你的提供，他會從三級的學校晉躍到一級嗎？這是你以為的想法，這

是你以為的想法。再多提供好的環境，好的照料之餘，他會連跨兩級嗎？這是你的假想。

他真正的無為法的背後是，他有他時間的付出，他在學習的過程，最後的總整理的時候，

有沒有全盤打開？有沒有連貫？有沒有開啟？這裡面所有內容的部分，非你個別以為的

以為。所以你以有為法，以為他會有有為的答案，是一種錯謬的幻想。 

他的背後是無為法，他有他的因緣，有他的果報，有他本身努力跟有他自己在這個

裡面，全國的這麼多高中生裡面，他本身的競爭力。這些都是非心思口議，不是你假想

可以干預，或是你可以扭轉。所以這一切是不是有無為，不可改變他本身的因緣法在？ 

如果你看得懂這些的時候，你對於你現在幫孩子的叫起床跟晚上的宵夜，就不會抱

以不自由的心，投射以你要擁有的答案。我這樣幫你，你也多個十分；我這樣叫你，至

少你也靈感好一點，作文會做得好一點，英文也不會那麼差。這個是不是就有為跟無為，

你本身著重讀什麼？ 

聖者就是他讀有為裡面不盡有為，該做的事都會去做，而內心裡呢？是住在無為。

安住於這個清淨的無生滅，不可思，不可心思口議的狀態的自由，而讓孩子去展現他自

己應該展現的，他的因緣果報，他的所有一切，你沒有負擔。當你有為的背後，去看到

無為的道理的時候，所有一切裡面都自由自在。 

如果賢也就是凡夫只看到有為的部分，是不是你在做這個上面會有一個內心的壓

力、期待？所以賢跟聖就是這上面的差異。這樣聽得懂？就是世間所有一切人事物，所

有的一切，凡夫只看到有生滅的有為現象。而聖者呢？就是因為這個無為法的體證，證

得這所有無生滅、畢竟是空的道理。這空不是沒有，而是緣起而有，是妙有；緣滅而無，

是自在。這裡面有跟空兩邊，他都不會著哪一邊，而內心起了波動，所以安住在即空、

即假、即中，這個時候內心是寂然的。聖者跟賢的差別就是在這裡，這樣這一句同學知

道意思？我們修行的差異在哪裡？就差異在你能不能體證空性，體證這個無為的道理，

而自由自在。就是這一段經文，這樣同學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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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有某種影響力，這個影響力的認知是對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影響

力，因為你在因緣法裡面，你既然有娑婆緣，既然在眾生中，你有你家庭的結構，不管

你是女兒，是母親，是阿嬤，不管是妻子，或是辦公室的一個員工。在所有裡面，你都

有你生命因緣法裡面，應該完成的有為的部分。有沒有？有！每個人都有。同時你也要

懂得有為法的背後，有不可造作的因緣軌則在裡面，它有因緣法則在裡面。 

你為什麼是張家的女兒、李家的媳婦？你為什麼是在某某公司的會計？或是某某公

司的秘書？在這個裡面，它是不是還有不可造作、不可強烈干預的因緣法？而這在重重

疊疊、重重疊疊的因緣法，它的生跟滅的時間又不一樣。你是李家的女兒，從你零歲到

你死亡之前都是李家的女兒；你是張家的媳婦，從你結婚到你婚姻關係不再存續之間，

這個因緣法的生滅是不是又不同？ 

你在某某公司的秘書，從你應徵進去到你離職中間的生滅法，是不是又不同？這個

所有一切的生滅法有長有短，有這個時候起，這個時候滅；有這個起，這個另外也起。

這個重重疊疊、重重疊疊，裡面不加以以為是完全人為的因素，這裡面有你要付出的，

你可以影響的。你不要以為你可以永續影響，你可以干預、強化，來這個上面的付出，

所得的答案就一定永恆不變。當你有這樣的心的時候，你就是陷入有為之中，而這裡面

會起心動念、有得失心，不能夠自由自在，自然有了所謂的功德名利相，有你不能夠解

脫出來的四相，就是我執的四相或法執的四相。所以當我們看一件事件的時候，你就要

同時看到有為的相的背後，它有無為不能干預的部分。 

當你是一個母親的時候，你可以決定你今天要餵這個小孩，是豆奶還是人奶還是牛

奶？你是不是有這個決定權來決定？你看你決定權的背後，還是有因緣法的。因為你沒

有人奶，所以你才選擇豆奶跟牛奶，是不是基礎於因為你沒有人乳，你才選擇這兩項。

選擇豆奶跟牛奶的過程裡面，又有沒有一些知見的基礎？有！是不是有知見的基礎？加

上小孩子腸胃道吸收的條件做基礎，有沒有？所以你在干預，你在給予的時候，其他附

帶的客觀條件有沒有同時存在？有！所以你以為是你全部的干預的決定權嗎？不是！ 

所以你在任何一件事情的背後，主觀的以為的背後，要知道客觀條件同時的存在。

一個修行人在所有事件裡面，你要看到它的變異性，你要看它的因緣果，你要看這所有

的參與的對象的條件，你要在這個上面提昇出來，這樣你才能自由自在。這所有的裡面

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去改變的。縱使佛要度眾生，菩薩要度眾生，佛願力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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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講，到底佛的願力大？還是眾生的我執大？佛的願力當然很大，你不願意被

度。那個阿婆，她不是一直躲著佛嗎？不是有一個八十歲的老婆婆嗎？佛要跟她見面，

她就一直閃，反正我就是不要看到祢，我眼睛就是不打開。是眾生的執著大？還是佛的

願力大？佛的願力超大的，眾生的我執超強的。佛不度無緣人，可是祂緣呢？撒在什麼

時候？撒在一切時空中。可是眾生的因緣，他不願意被度，他只執著鎖在自我小小的我

的範圍裡面，佛也莫奈你何。是不是這樣？ 

所以有為法裡面是不是涵蓋無為法？以佛要度眾生，是有為還無為？度眾生的樣子

是有為，祂的心是無為。因為祂沒有設定，祂是無作的，祂不是起心動念我要度某一個

眾生，而是所有眾生他都有佛性，幫助他發現他自己。幫助他發現他自己就是我有為的

部分，他發現他自己，而走出他的世界的痛苦，就是不可言說的無為的部分。所以有為

的同時，是不是無為的道理在裡面？賢、聖差異在這裡。 

聖就是懂得有為的背後，有不可改變造作的無為，所以心是平的，所以祂是智慧的，

祂是自由的，祂是不一樣的。而眾生呢？就是我要好好學佛，我好好學佛絕對可以成佛。

這個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有為法對不對？是不是有為法？有為法的背後有沒有無為

法？什麼叫這個背後的無為法？是不是要學著放下？我捏著、我好好用功，一定可以成

佛。你捏這個有為的背後，有沒有無為法？有！那就是我的錯，我改了，心平靜了。我

不懂的錯誤的知見，現在知道了。我不執著有的那個部分，也不執著這個道理的部分，

是不偏有，也不偏空，有無兩邊都不偏。然後這個有的部分，執著的、錯誤的，是不是

放下了？這個無，不可以上岸還拿著筏，我不用拿了這個筏。所以這個只是回到我沒有

邪知邪見，是不是空？是不是清淨？所以我好好學佛，是不是一定可以成佛？還要懂得

放下。是不是好好學佛是有為法？放下是不是無為法？ 

所以任何一件事是不是有為的背後就有無為？聖者看懂這兩個同時存在，凡夫只懂

得有為的部分。所以有的禪師，你一天到晚就想要成佛開悟，他就叫你先丟掉想要開悟

的心，你要好好學習，好好修正你自己，身口意清淨，這方法是對的，這方向是對的。

內心的空，內心的體證，就是無為法的部分。你無為法沒有體證的話，你不會成佛的。 

我已經學佛三十年了，背書也背得有夠熟了，半夜夢見《金剛經》，從頭唸到尾一

個字都沒漏掉，我為什麼不會開悟呢？當然不能悟，因為你只會背而已。有為法的背後，

有沒有真正清朗起來？有沒有放在生活裡體證那個空性？所以你好好學佛，會不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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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看你是有為還是背後的無為？因為賢、聖差異在這裡。 

依法出生分第八依法出生分第八依法出生分第八依法出生分第八    

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經文，這就是第八頁的最後一行。「須菩提！於意云何？」一

直到第九頁的第三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好！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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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須菩提言須菩提言須菩提言：：：：甚多甚多甚多甚多，，，，世尊世尊世尊世尊！！！！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這個時候佛已經講完這個差別就在無為法，然後就問須菩提：你想如何呢？你意下

如何？這在舉例。如果有一個人，他用放滿了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大的空間裡面，都放存

著七寶，這樣來布施給眾生，這個人他所得到的福德你看多不多呢？須菩提就回答：是

很多的，沒錯，世尊！怎麼說呢？因為祢剛剛問我的這個福德，祢問我多不多？就是在

用有限的福德來叫我回答，並不是在指祢告訴我們，福德是有為背後有無為的不可思不

可議，放下的這個功德。就是這個空的本質，所以我用祢以多寡來回答祢，以世間的語

詞來回答，所以我回答說福德多。這段消文這樣聽得懂嗎？ 

再講一遍！佛問須菩提：祂說如果有一個人用七寶，七寶就是金、銀、琉璃、玻璃、

硨磲、赤珠、瑪瑙，這就是世尊當時存續在世間裡面，最珍貴的東西。如果有人滿三千

大千世界，在佛經裡面講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有一個是空間上的概念，有一個是精

神層次的概念。所以我們常講一念三千、一念三千，它是在講一個精神層次的無量無邊

的意思。 

佛經在講三千大千世界，譬如在《金剛經》裡面，它是以一個空間觀來講。以一個

空間觀概念是講說，以一個須彌山為中心點，周圍環繞的四大洲跟九山八海，佛教的宇

宙觀就是這樣子。須彌山然後中間有四大洲－東西南北，我們在南贍部洲，南部。所以

它中間這裡有山，還有中間山跟山之中有海，這樣叫一個小世界，空間上。這個小世界，

講這個空間的時候，還跨越它空間裡面的層次。意思呢？從色界的初禪天一直到地獄，

地底下的風輪，這個包括了裡面有日，有月，有所有的須彌山，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

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天等等，包括層次。這樣層次，這樣叫一

個小世界，所以是一個立體觀，佛教講的這個立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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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觀之後呢？有一千個小世界，一千個這樣小小的立體的世界，合集起來叫做一

個小千世界。然後再由一個小千世界為一單位，有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一個中千世界，

這個就不是一個地球了，可能就是我們講的宇宙觀裡面的銀河系〈譬如〉。然後這一個

中千世界，再由一千個中千世界集合起來成為一個大千世界。所以這個大千世界是由小

的一千、加中的一千、加大的總合起來，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小千、中千、大千，佛

典裡面的宇宙觀講的就是這樣的概念。這樣的空間大不大？大！對不對？大！所以這個

地方講的是以空間概念，佛教的宇宙觀。 

另外以宇宙觀，佛跟三千大千世界的關係裡面，佛經在講，譬喻三千大千世界，是

譬喻一佛國，一個佛教化眾生的地方。那麼以這個天臺宗，它在講三千大千世界，它是

在講一個精神層次的世界。譬如我們每個人的心念，你的世界裡面是不是有人物？有場

景？有情緒？這個裡面是不是就是你整個人的總合？你的五蘊、你的意識、你的記憶

體、你的累生累劫，是不是就是在你這個世界裡？你就是這個世界的王，主宰者。 

另外的眾生，每個人是不是一個世界？如果每一個眾生，如果以這樣精神層次來

講，小千世界是不是就指我能擴展出來、發射出來，與我有關係能溝通的這些眾生的心

靈世界，所以一個人的思想行為能不能發射到其他人的心中？可以的！另外再由這樣，

以一個數字來講，三千大千世界這樣在擴散，每一個你每一個他，是不是又有你關係法

裡面的另外一個小千世界？每個人關係法裡面的小千世界集合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個中

千世界？在每一個中千世界的每一個眾生的精神層次的內心，是不是再發射出他自己的

一個小千跟中千？是不是合併起來所有的一切眾生，是不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人的念頭，是不是可以放射到這麼多的眾生裡面？可不可以直接間接轉轉轉這

樣子發射出去？這個就是諸佛菩薩那個願力發出來的時候，所有願意幫助眾生的信念發

出來的時候，它不是講一個眾生，某一類的眾生，某一種狀況的眾生，與我有關係的眾

生，而是所有的眾生，不是只關係人而已。 

當這個念頭發射出去的時候，是不是會收到，繼續淨化繼續淨化，是不是藉由這樣

子自然，因為大家都是一體的，大家都是地水火風的，大家都是有心意識，有根塵、意

識。這樣的狀態之下，這個是精神層次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一念三千，你在這個念頭

遍及所有一切。你的清朗、你的意願，你所體悟的一切迴向三千大千世界，裡面包括了

有形無形、過去跟你有關係現在有關係、過去沒關係現在有關係、未來不知有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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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當你這樣完全釋放的時候，完全這樣放，這個就是修行人清淨法身得證

他的作用力。你要這樣釋放，你還有什麼可以執著的呢？還有什麼不能呢？還有什麼不

肯的呢？可是這個裡面並沒有要一個答案，那就是可以把這所有一切清淨供養。為什麼

普賢菩薩祂能做意供養？這樣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好！我們現在只是從三千大千世界

給同學做一個精神層次跟物質層次，現況中。這裡講的就是以空間上，以物質來譬喻。 

佛說這個人，因為這個是要銜接上一段，上一段是不是在講說末法的眾生還能持戒

修福，說這個人不得了！因為到我們的末法之末，以末末來講，就是等於一萬年的最後

那五百年，末初就是講我們現在。上次有跟同學介紹我們是鬥爭時期，如果你是在鬥爭，

你當然就是在末法；如果你是清淨心來修行的時候，在什麼地方你都是正法。 

這個地方講這個人用這樣來布施，所得的福德多嗎？既然能用多少是不是可數？是

不是用可數的？什麼叫多？什麼叫少？是不是屬概念問題？當你的概念有比對，有物質

的比對大小的時候，這個就不叫功德，功德哪有能比的，功德無形無相。所以這個地方

講的就是凡夫之心念，他用物質跟福德來比擬。 

我今天有一百斤的麵粉，我一百斤的麵粉加糖、加所有的材料，我能做多少饅頭？

我要做多少饅頭的時候，我這一百斤的麵粉能夠供養多少人？是不是有數字？有數字。

好！我這一百斤的麵粉，譬如做三千顆饅頭，一斤做到三十顆是不可能，那一定是一口

的，打比方。然後我做這個饅頭來供養，這一百斤來供養，這一百斤麵粉所做出去的，

我得的福報多嗎？有！不少！不少！這些人是不是有數字？對不對？所以世尊祢講的

就是在問我多不多？以空間來講真的很多，因為祢不是在講福德性，就是不是在講無為

的。所以我回答祢說：多！後面佛會繼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