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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金金        剛剛剛剛        經經經經        3535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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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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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打開課本第三十六頁。在上一週我們是一起研讀到世尊的說法，祂要大家要

瞭解，祂沒有我當要有所說法這樣的心念。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瞭解，後來的我們末法眾

生，對於世尊所說這個法，他的攝受的程度。也就是須菩提提問世尊，這個地方從三十

六頁的第二行「爾時，慧命須菩提」，一直到倒數第三行「是名眾生」。我們先來瞭解這

一段經文，好！一起來。 

爾時爾時爾時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慧命須菩提白佛言慧命須菩提白佛言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世尊世尊世尊！！！！頗有眾生頗有眾生頗有眾生頗有眾生，，，，於未來世於未來世於未來世於未來世，，，，聞說是法聞說是法聞說是法聞說是法，，，，生信心不生信心不生信心不生信心不？？？？    

        佛言佛言佛言佛言：：：：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彼非眾生彼非眾生彼非眾生彼非眾生，，，，非不眾生非不眾生非不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如來說非眾如來說非眾如來說非眾

生生生生，，，，是名眾生是名眾生是名眾生是名眾生。。。。    

這一段是這個時候，慧命須菩提就是長老須菩提，他是以法身慧命來成就的。也就

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上面開發，能夠見如來，契入如來的清淨法性。所以《金剛經》

在這個上面一路一問一答的時候，就是在撥開須菩提不瞭解的清淨法身，如何契入，如

何證入。 

這個時候他問世尊，他說世尊啊！祢有所說法，是無法可說，這個我瞭解。祢所說

的法，都是因應於眾生有這樣子的三毒貪瞋癡，有這樣的習氣所說相應的法，叫我們要

清淨、要放下，這個我也瞭解。但是末法的眾生，他說：「「「「世尊世尊世尊世尊！！！！頗有眾生頗有眾生頗有眾生頗有眾生，，，，於未來世於未來世於未來世於未來世，，，，

聞說是法聞說是法聞說是法聞說是法，，，，生信心不生信心不生信心不生信心不？」？」？」？」    

這在前面也曾經有一段對話，也就是末法的眾生能不能生起信心呢？那個時候我們

對於每個修行者，自己要有堅定清淨的信心，做了一番比較詳實的一些探討。這個地方

他再問一次，末法的眾生聽到世尊祢所說的法，會生信心。這個信心跟前段的信心略略

不同。因為我們末法的眾生，你在聽聞佛法的時候，你願意用清淨心去接受這個佛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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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段。 

但是我們接受之後，我把法放在心裡，因為法是我的慧命。有的人是說，法水洗愆

尤，這個法呢？就像清淨的水一樣，能夠讓我的三毒，讓我的貪瞋癡，讓我的起心動念，

有了一個比對，有一個正確的指標，所以法的存續，也就是我能夠依賴的唯一的一條線

索。未來世聽到法的存續，法的流傳，法的概念、知見、見聞覺知的這些內容，也就是

佛所開示的，開示悟入裡面的這些內容，這些內容我當然是肯定的。這個地方的生信心

不？是講說對於佛祢所說的法，是要我們丟掉的，是無法可說，相應的時候必須用它，

你藥到病除，病除之後，不用再吃這個藥。這樣後世的眾生，他能夠在這個上面，產生

一個絕對的信心，敢嗎？敢放嗎？ 

這個問題並不是要否認佛沒有說法，而是佛所說的法，是相應有病的時候用，沒病

的時候就不需要有法，不需要有法的執著。但末法的眾生，執法的現象其實是非常的嚴

重的。也就是像現在，現在我們大眾在學習佛法的時候，我們在總持，總持佛法的時候

我們會用四句偈，我們會用它的道理，來讓我們的內心做一個比對，自我修正，這個還

是有法的概念，這是有法的概念。而我如何證得那個清淨？我如何瞭解？這都是因為我

的病，所以我需要這個法。所以我們對於法，這樣的一個東西的存在，這是概念的存在，

我們會去強調，我們末法的眾生會去強調說，我們一定要，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這個佛法

的因緣，我們一定要不能夠忘失，要提起正念。所以我們的正念是有法的概念的正念。 

佛要告訴我們的正念，是所有實相裡面一切清淨，這個叫正念。所以我們的正念，

是有有為、有法相的正念。而末法的眾生，提及到「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在講實相中

你清淨真如所體現出來，不錯謬、無作、無為，你明明白白，不會錯失，不假思索，這

樣出來的絕對是非，這個就是這個地方問的信心。 

所以我們的信心到達什麼程度？修行人開始是在世俗的這些雜染中架構起來的所

謂顛倒、常樂我淨，其實是無常，其實是苦的，非樂，其實是應該無我的，可是執著一

個雜染的我，還有其實是不垢不淨的。我們眾生執著，其實非淨而無淨。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要如何突破我們有法的概念？一直到你真正清淨的在自己的覺性中，在自己的真如

中，這樣才是不著佛法的痕跡，所謂真實的信心，真實的清淨。這一段問的是這樣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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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回答，佛回答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這些聽聞《金剛經》而能夠不

著四相，還有不著佛祢存在的，給我感受到祢佛的莊嚴的這種法相，這些眾生已經不是

凡夫裡面的這種所謂的眾生。而是能夠生起清淨信，相信確實我有清淨的真如，我有佛

性，我的清淨心因而生出來，這個是菩薩種性。 

所以以這些眾生能夠聽《金剛經》，試圖要把自己著相的情形慢慢的消融掉，而最

後能夠達到不著相，這樣的眾生，不是說他不是人，他不是眾生，而是他已經不是輪迴

中，繼續沒有辦法改變的眾生相狀；而是在這樣的一條生命過程的實況的路上，他已經

會從眾生的雜染，凡夫位轉凡為聖；或是說從外凡位入內凡位，慢慢發起菩提心，從有

為的、有目的的、有比較性的菩提心，而發展到這個菩提心本身就是佛性。菩提心講的

就是法性，也就是我們清淨真如。 

在未完成之前，我們用我們發這個心，這個菩提心是作為它的代名詞，指向說你不

瞭解真如是什麼，你不瞭解佛性是什麼，所以我來發有相的上求下化。我朝有相的上求

下化，以佛最後的度化眾生，開發完整之後度化眾生的這一段的行為，這一段的所有一

切這樣統合，這樣的作法，這樣的清淨心，這樣的點點滴滴所有一切，叫菩提心。 

我們真實眾生在修行的過程，因為他對事相的執著慢慢消融之後，所產生無所住而

生其心。無所住生其心的這個心，它就沒有目的，沒有造作，無就是無為的，這個無為

的心的時候，才是真的菩提心。而這個菩提心，我們就不用菩提心這三個字了，這個時

候就轉為用實相，轉為用真如，轉為我的覺性，轉為無上正等正覺，就不再談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是介於什麼的時候使用？介於凡夫不知道真如的時候，凡夫沒有走到去發現

自己清淨的佛性的時候，這一段學習狀況之中的代名詞，叫菩提心。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我們經典在講，你到佛之後，祂就不講菩提心，祂就講佛大慈大悲。佛祂在菩

薩的時候，有講菩薩發菩提心，是不是用菩薩發菩提心？等覺菩薩、緣覺菩薩的時候，

祂會講祂過去的因地發菩提心，可是果地祂不講菩提心；果地祂就是在講祂本身證得的

清淨法性，祂就在講真如，祂就在講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菩提心是給誰用的？給凡夫跟菩薩未證入，未證入佛性之前，所以要發心。未

圓滿的狀態之下，我產生了一個動能，產生一個實相現前，而懂得要把它圓滿，要往前

走。這樣的一種狀態之下的那個清淨的使用，那是應無所住而生的這個心，它還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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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下。所以這個地方，能夠懂得這個信心是在講這一塊。在講說能不能產生清淨的心？

而對於每個人有清淨的佛性，能不能有信心？對於佛所說的法，祂說這個都是過程，這

都是過程告訴你的。這個瞭解不能執這個相。 

譬如今天我們要來學一個什麼樣的技能，隨便舉個例，哪一種例？還是煮飯燒菜好

了。譬如今天你要燒一道菜，你要燒一道菜的時候，你必須先要有食譜，如果你是全部

重新來學的，你有食譜，食譜是不是就是經文？是不是就是經文？你根據食譜的時候，

它有小黃瓜三條，紅蘿蔔多少？什麼東西半斤，什麼東西兩顆，然後什麼什麼少許，這

些東西你去把它備足的時候，是不是在現況中？是不是由文字轉為觀照？把它變現，變

現成番茄。什麼叫番茄？知道吧？你如果說番茄我不懂，你就要去查番茄的名相，對不

對？ 

番茄的名相有圖的時候，再要把這個圖變現，或是人家教導你去變現，去菜市場比

對什麼叫番茄。回來之後，是不是回到這個經文？回到經文的時候，好！我把它變現成

觀照般若，我的現況，我的現況的東西這個都產生出來了，照了這個經典裡面的這個辦

法，把它變成實況。實況了之後，它這個實況只是一一個別，個別還不完成，我還不能

夠瞭解什麼叫哪一道菜，接下來就要照著它上面所講的，先怎樣汆燙，先怎麼樣剁？怎

麼切？然後如何？哪一道先下？哪一個先下？炒幾秒鐘？然後哪一個再怎麼樣，最後要

勾芡或不勾芡，什麼時候放鹽？什麼時候放糖？什麼時候怎麼樣？是不是這樣子？這個

過程是不是實質操作？是不是實質操作？ 

所以你從觀照裡面，把文字變成現況。現況再根據文字所描述這樣來演練，演練是

不是現況演練？現況演練的時候，你會慢慢去感受到，啊！放太久了，燒焦了，花椰菜

怎麼變成橄欖色？這表示操作有問題嘛！過火了，過頭了。對不對？什麼東西怎麼變得

苦了？那就是過多，過多的話，還是引以為苦的。然後在這個地方，到最後和一和，都

完成這一道色香味俱全，營養具足的菜的時候，是不是完成體會？是不是完成操作的體

會？操作體會，有過火的，火候不夠等等這些東西。你吃了沒？你這個體會的過程，是

不是略略可以去感受到？略略可以感受到，可是它綜合起來，是如何的一種狀態呢？還

是要你到完成的時候，才能完全品嚐。 

你中間我炒番茄的時候，你當然知道番茄是什麼味道；你炒紅蘿蔔，你知道紅蘿蔔

是什麼味道；你會不會個別這樣子，然後個別來試，就叫無上正等正覺。不是！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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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一、一一、一一？從一個突破，第一個下鍋的，再結合第二個下鍋的東西，再結合

第三個，它有程序問題，然後它慢慢到最後完整結果的時候，色香味俱全，營養都圓滿

了。 

你在吃它的時候，是不是完整的感受到，中間的過程原來可以連結。它原來可以連

結之後，當你吃下這個東西，這個東西不在了，對不對？你是不是實相現前，你原來的

觀照的，個別的操作這些東西，入到肚子裡面，是不是消化吸收？消化吸收，是不是展

現了營養？展現了營養之後，是不是就可以用你消化吸收的這些，來供養所有全部的一

切？你也可以說出菜單，你也可以說出辦法，你也可以說出程序，你也可以描述最後你

吃這道菜的所有裡面的內容。但是最後的這個描述，是沒有辦法替代的。對不對？你能

說的是不是給菜單跟給作業模式？然後最後你所感悟到的，這個叫做冷暖自知，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 

吃了之後你能夠發展作用，你就不再強調我吃那個的當下的感覺。而且以後也不再

需要那個菜單，那個食譜，你也不再需要去記憶裡面的第一個程序，第二個程序，你只

要練習練習，你就慢慢的串連串連串連，到最後熟能生巧，還可以指導別人。這樣子意

思知道？ 

所以這個法，在世尊教導我們開示悟入，是不是就是從文字表面？當我們實質操

作，是不是就是你的生命現場？你如果文字放在那裡，食譜永遠是食譜，那道菜永遠是

那道菜，你肚子永遠是餓的，所以這個意思是這樣。末法的眾生能不能瞭解，原來這個

食譜，或世尊所說的這個，它是一個指標而已。 

最後世尊說，其實這道菜，祂也不必說，也沒說過，因為你會了嘛！誰來說這道菜，

誰來說這個食譜，誰來說這個東西，是相應你需要這個營養，你需要裹腹，你需要這個，

所以告訴你。如果對於已經燒過這道菜的人，你說羅宋湯。喔！我知道，他就煮了羅宋

湯，對他來講這個法是不存在的，過程是不需要有的。對於沒有的同學來講，沒有做過

的人，這些是不是必要的？可是誰說過羅宋湯這一道菜，或是佛跳牆，誰說過這些都不

重要，都不重要，這樣的意思，所以相應是這樣。 

所以這些眾生來講，如果他聽聞《金剛經》，他能夠不著四相，表示他演練過。他

演練的過程，這些人他已經不是初初的凡夫，他已經不是不知道佛跳牆怎麼燒的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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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凡夫，他已經是知道佛跳牆怎麼燒，甚至於吃過佛跳牆，能夠吸收佛跳牆的營養而

去做，可以幫助眾生的很多的事情，這樣的過程。所以這些人呢？他就不是在三界中的

眾生，他是菩薩道，正在學習、正在運作的菩薩。或者是說他已經接受了這個概念，可

以接受了，他願意實質去操作的一種發心的菩薩。或是說他已經做一半了，或是他已經

完成了，或許是第一次燒失敗，還沒有很完整，再重來一次，重來一次，這個是一個譬

喻式。這樣子解釋同學最容易瞭解。 

所以佛法它不是，它不是只是放在那裡讓你讀，你把佛法譬喻食譜，就非常容易瞭

解。看到這些食譜，看到我就飽了，看到這些食譜我就吃飽，我營養就可以發射出來，

那個其實是還很遙遠的。 

所以這些眾生、這些菩薩，不是說他不是人。他初初開始也是眾生，因緣和合而生，

有五蘊這個叫眾生。可是他現在慢慢的，這樣子能夠離四相的時候，這個菩薩就已經在

讓他的佛性能夠開衍出來，能夠顯發出來。這個顯發出來，他就不會再走回無明的輪迴

的路線，不會再回頭去走這樣子。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祂說：「「「「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如來說非眾生如來說非眾生如來說非眾生，，，，是名是名是名是名

眾生眾生眾生眾生」。」。」。」。這個地方回頭再講，所謂眾生的這個概念來講，整體而言，佛也說祂也是眾生

中，菩薩也是眾生中，大家都是眾生。佛說祂的如來在眾生中，如來我們這個清淨的佛

性，是從我們在眾生的時候，我們就擁有的，可是我們被三毒貪瞋癡給遮蔽了。貪瞋癡

遮蔽的時候，所以我們的名字叫眾生。如果我們能夠把貪瞋癡三毒，所有這些雜染的妄

心息滅，息滅的時候佛性自然顯現出來，所以這個時候這個眾生就不是叫眾生。 

但是如來說非眾生，在講說這些人不是眾生，在他還沒完成之前也是叫眾生。前面

講的這些菩薩，他還是叫眾生。我們以眾生的相別來看，我們以相別來看，佛在世的時

候，眼睛、鼻子、嘴巴跟我們是一樣的，只是莊嚴。我們現在修行跟不修行，其實大家

長得都一樣。可能你感覺到，他看起來比較乾淨，他氣質好一點等等的這些。內心的世

界呢？我們又說人心隔肚皮，其實看也看不明白。這個地方講的就是說，「如來說非眾

生」是在講說我們是有佛性的。 

如果我們是眾生而在眾生中，眾生大家都一樣，祂是用「眾生眾生者」，兩個字重

疊語詞。這個眾生呢？是在講我們初初大家是凡夫的這個眾生。第二個眾生是在講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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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眾生呢？在眾生中的另外一類的這個眾生，也就是菩薩種性發展出來的眾生。如來說

這種眾生，不是一直停留在一種狀態的眾生，他已經是要從眾生中走出來，走向菩提路

的眾生。 

「是名眾生」，但是假名來說，他們未完全開發之前，都還是叫眾生。以相狀上來

看，佛菩薩都是一樣，跟我們在這個娑婆裡面。祂不是外太空來的，我是神，我是什麼，

祂不是！祂是跟著我們眾生一樣。我們眾生是因為因緣果，業報輪迴，所以我們生死生

死，是所謂的分段生死。我們是夾著業報、業感緣起而來生死的。佛菩薩是願力，入出

生入死，入生死而不畏生死，來到世間帶引我們、啟發我們、跟我們同行、同事、愛語，

這樣的看起來是眾生，可是不是眾生。可是跟我們在一起，還是從眾生中出發。因為祂

是行進間，對不對？這一段我們就能瞭解。 

所以末法有沒有非眾生的這些菩薩？有！因為這個經典還在。當時佛前面有講，如

果這個經典在流通之處，就表示有什麼？有佛跟弟子。所謂的弟子包括我們初初學佛

的，從知見上入的弟子，也有修行中的弟子，還有證悟中的弟子，那就是所謂聲聞、緣

覺、菩薩，這些是不是就是眾生？這些是不是只要有這一部經典在，有人弘揚，有人從

中能夠體悟，這個就是「非眾生」，但是「是名眾生」？這一段是這樣講的。 

這一段我們需要去瞭解說，我們一個修行人，我們從「眾生眾生者」，我們自己是

在眾生中。但我們是不是真的是在眾生中的這種一闡提，或是這樣輪迴不斷不斷不斷重

複，永遠沒辦法改變這個路徑的眾生？非也！這句話自己套。 

如果我熏習，我聞思修，而真正願意來對抗我的習氣，真正願意來改變，來用這樣

的辦法檢覈自己，從熏習到熏修，熏習是聽聞複習、知見上的建立，這是首要第一關。

熏修的時候，到你修行裡面，不斷不斷重複來改變，不斷的改變到過程裡面，是不是都

要檢覈內心？檢覈內心就內觀法了。佛法不外求，它就是內觀法。 

我們聽聞的時候，熏習的時候，是不是外來訊息？佛法是外來訊息。其實這些訊息

是本來我們就有的，可是沒辦法，沒發現，發現不到，只好拿佛已經發現，再說出來的

辦法，拿回來我自己來聽聞。聽聞之後，我來用這個辦法，對抗我自己的習氣。熏修的

時候，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眾生，都有清淨智慧德相。然後每個眾生在一切裡面，他

都發展出來，這個妙有的能力都能發展，可是沒辦法，因為遮蓋住了，三毒遮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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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熏修的時候，就只好拿佛菩薩的模式，祂們的模式來學習學習，其實那就是我自己本

來應該有的，而且應該我自己懂的。可是我現在就是暫時不懂，所以在熏修的時候學習，

熏嘛！熏知道意思？重複重複重複，不斷的這樣子熏陶。 

這個熏修的時候，慢慢練習練習，中間過程就是一直從這個體，髒汙的部分一直剝

剝剝，剝到最後，原來菩薩道，原來佛之所有一切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度化眾生、

當下觀機逗教等等這些，原來也就是每個眾生他本有的能力。最後佛就是我，我就是佛，

所有的大眾所有的眾生都一樣，這個時候「是名眾生，非眾生」，可是在這裡面，佛菩

薩在眾生中。 

同學聽這樣子，聽一聽對自己有信心嗎？信心薄弱。法堂中增加幾分，回去呢？當

一個瞋怒起來的時候，信心危脆。是不是？這個時候要快快速速的把這個經典，這個食

譜再拿出來，剛剛才錯過，沒關係！你馬上糾正它。記得！你不要把錯帶到明天去。不

要讓昨天的錯，留到今天來傷痕。錯要改，是非常非常有勇氣的修行人。我剛剛說錯話

了，或是我剛剛心念這樣不對，你就要馬上說，我剛剛的心念是錯的，我剛剛的態度是

我慢的，我剛剛的言詞是尖銳的，我慚愧於我的部分，別人的部分不加指責。 

我們一般都這樣，我的部分我慚愧，你喔！你自己要看清楚喔！馬上要指責眾生。

或是有的人說，我知道，我知道我是錯啦！不過你錯得比我還離譜，這個是較量。較量

的時候，還是自己略勝一籌。其實這個態度，還是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

果你看到的我相，你就修掉我相，不就無相了嗎？眾生相、壽者相，所有其他人的這個

相，干你何事？你這個時候是不是，修好像要修我，可是又執了一個法？那個叫做我略

勝一籌，那個就是慢，慢的一種。對不對？ 

好！接下來這一段是「須菩提白佛言」倒數第二行，一直讀到第三行的上面三個字

「三菩提」。好！一起來。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世尊世尊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為無所得耶為無所得耶為無所得耶？？？？    

        佛言佛言佛言佛言：：：：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是名阿是名阿是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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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須菩提當然早就知道，但是他還要從法的概念，到無所得的概念，無法可說

的概念，再重複著要世尊串連一次，再講一次。因為前面世尊就有講過了，祂講說然燈

佛授記的時候，祂內心並沒有我得到一個什麼東西。我並沒有得到授記的感覺，或是然

燈佛跟我講，我多久以後，九十一劫以後將成佛，名為釋迦牟尼，祂那個時候並沒有這

些概念。 

這個時候須菩提要世尊再肯定這個主題，要來討論它。他說：世尊！佛祢證得無上

正等正覺，祢這個過程無所得嗎？這個是在講全程。當時世尊講說，當時然燈佛為祂授

記的時候，祂當下是無念的。祂不是一個童子嗎？一個童子祂把所有來鋪平這個泥濘的

土地，泥濘的地，讓然燈佛能夠跨越過去，到市集的中心去為大眾說法，當下是無所得。

這個地方的問題是「為無所得耶」？是在講整個過程。在後段的這些經文都是屬整理式

的主題。 

他說祢從開始修行的時候，有法的概念，到最後無法可說，然後無法可得，這個過

程真的都沒有所得這件事情嗎？回答當然可以回答不一樣的。這個回答，我們自己來回

答。同學！修行的過程，由迷轉悟的體會裡面，是會有強烈的感受，沒錯。每個人都有

感受過，沒有辦法感受到那個法喜，至少感受到自己原來錯。錯的時候，一般人的感受

讀法，解讀是有一點偏差的。原來我過去是錯，我怎麼那麼丟臉？唉喲！我真的很慚愧。

就是錯的時候，就是讀到那個苦相。其實這個苦的背後，你要知道，知道錯就是一件法

喜的事。人之所以一直不斷的重複錯，是因為他不知道那是錯。當他知道這是錯，剎那

之間，他是會慚愧於過去。對不對？慚於過去，愧於未來，或是慚對於己，愧對於人。

慚愧有很多種解釋法。 

當我們知道這個慚愧的時候，這個過程是不是會有責罰自己的心？那個責罰的意念

出來，我過去真的很糟糕，我傷害了很多人，這個是不是過去拿來做檢覈？可是這是當

下。我們上次前兩週才講，三心不可得，對不對？這個慚愧是不是過去不可挽救，不可

改？不可能改變實況。我當下瞭解之後，是不是未來不犯？我們一般人就是三心連著，

我過去那麼糟糕，死了！慘了！我一定要下地獄了。是不是未來跑出來？就恐嚇自己，

用過去作為壓力來恐嚇自己。 

這個地方來講我們要瞭解，所以我們所得的時候，為什麼很多人修行的時候，愈修

愈知道這些因緣果法，愈修愈恐怖？其實應該是愈修愈法喜，因為學佛你知道道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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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歡喜的。你的恐怖是因為你過去所做，事實是明白了，所以未來有果報，你擔憂那

個果報會讓你受不了，忘記了別人，你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人家已經受不了。是不是？ 

我們就是在這個做一個比對，把這個思考性，我們這個意識就一直拖著，拖著它的

恐怖。所以《心經》在講，遠離恐怖、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它這一句是排在究竟涅

槃之前的。你修行人不要一直落入那個恐懼，那個恐懼心，那個恐怖心很難去除，念佛

也念得很恐怖，阿彌陀佛到底會不會來？我到底有辦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 

你錯了！你應該重點是我現在要發現我的，發明、發現我的佛性、我的清淨，修正

我的身口意。如果我修正我的身口意，當下一分一秒它不斷的，不斷的是現前，未來的

會再現前。現前的時候它就挪位，挪到現前。對不對？這些一直現前，是不是你就穩定

度一直下去？ 

你不是念佛的時候，其實是用未來心的恐懼在念現在，這怎麼得證菩提？這怎麼能

往生淨土？你念佛就愈念愈恐怖了。知道意思嗎？所以念佛是歡喜的，你應該會去契入

那個清淨，契入那個整體的功德裡面。 

所以我們過程裡面，我們發現自己的錯的體會，有強烈的感受。這個感受的當下有

感，有感你錯，過去的錯，這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個最偉大的發現是，我原來知道

錯。你要去掌握，我知道錯，更要掌握，我不再錯。這樣才對啊！你說我錯過的，不然

怎麼辦？錯過的沒有辦法改，但是我到現在開始就不錯，是它不會累積，它不會再增加

重量。以後所有錯的部分的因緣，它會現前，它會現前。是不是緣起了？緣起的時候，

我當下面對它，無所住生心，應無所住生其心。 

所有佛告訴我們，當下你認為合理不合理，就有安忍法忍，你有忍辱啊，安忍法忍。

你只要忍的概念，就是你過去有什麼因緣，或是你現在心念還不對，那個不用談，那不

用計較。計較我忍得有夠多，我有夠可憐，我很委屈。別人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是不用

計較的，因為那個整包都是你的。你用這樣正面來讀它，消化，你消化這個東西。當你

消化東西的時候，當你消化掉的時候，你所有的這些面臨的這些現況，反而就變成菩提，

就是菩薩道了。 

當你用凡夫眾生的忍，忍字心上一把刀，兩把、三把、五把，什麼忍我都忍，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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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忍到得內傷，這個是我相很重。對不對？你要去這個上面解套說，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我整個沒有轉為菩提。如果我轉為無我，這個上面的我，把我這個大大的我的概念，

我的受傷，我的情懷，我的位置，這些能夠消融掉，用正法去解讀它，用正念去解讀它

的時候，這個變成什麼？這就是菩薩修行的道場，也就是我該圓滿的緣起。而這個緣起

的裡面，到底是得還是失？到底是得還是失？只要你該圓滿的，你把它做好了，是得到

圓滿。是不是？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有我的存在，我勉強為之，我付出太多，就是好像從我身上，從

我心裡拔了一塊，拿出去補別人的不應該補的地方，是不是就叫失？有我的狀態就失，

無我的狀態就是得。但這個地方呢？得失在這個過程有所得嗎？修行的體會的當下其實

是有，每個人都有。所以佛會講很多境界篇，菩薩法喜，菩薩什麼，眾生惱害，或是菩

薩難行能行，是不是都在講這個過程？就堅定的用菩提心作為基本，然後往前，繼續往

前走。 

這個地方呢？修行裡面就是，好！你暫時有所得，叫你不住，佛就講不住，就無住。

你沒有破，但是要告訴你，你的所得心，這個所得出來的感受，是正向的還是負面的？

正向的是什麼？法喜！人家的讚歎，大眾對於你的正向的好的、樂的受。負面的，可能

就是其他的詆毀之言詞，或者是你感受到疲倦等等的這些。不管是正向、負面的這所得

的感，都要能夠不住它，不執著它。不執著它這是後處理，後處理。後處理的時候，就

慢慢的這個能、所就兩茫茫。我應該這樣做，我可以這樣做，這個做，我最後得到的答

案那個所得心，預期的期待心，這個沒有了。這個時候慢慢的你這樣練習練習，最後一

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不會產生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也沒有所得心，慢慢

地就沒有無明了，當下就是很明白很明白很明白。 

人就是那個動念之間，現況一現起的時候，內心的一個念頭動念。與我有關，開始

就要保護自我了，俱生我執，害怕，或是希望期待有一個怎麼樣的答案，就朝比對法，

我期待這個答案，它是這個樣子的。緣這個樣子，只要發生的過程還沒有達到這個狀態

之前，就會開始怎麼還沒好？怎麼會這樣？會到達嗎？可能嗎？憂慮頻頻的在這裡比

對。因為你已經設定了一個果，是不是一直比對？這個就是期待心，未來心。 

如果你這些沒有，隨順這個因緣裡面，隨順這個因緣，當下融入在這裡面，做該做

的，不是在比對，然後明明白白去體會它，不住。不管你現在是怎麼樣，沒有得失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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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它，得或失的心，兩個來對立，來這邊喊話，你就是在當下實相中做完了。有所得

嗎？過程可能有，可是不住。不住之後，那個清淨又回來了，這個修行過程的。 

佛就跟我們不一樣了，祂整個在過程呢？也是無住的，清楚的，每個當下是明明白

白的。覺悟呢？祂以前都覺過了，現在所有一切也沒有漏失的，我們總是會漏失。所以

佛在回答，祂說：無所得耶？他在問過程，過程前面就講過了，我們現在也能自我解釋。

祂最後的答案呢？「「「「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沒有錯！「「「「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我於阿耨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三藐三菩提我於阿耨三藐三菩提，，，，乃至無乃至無乃至無乃至無

有少法可得有少法可得有少法可得有少法可得」」」」，就是說，我就是講，佛世尊祂講，我在得證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都不

會留有所得，「無有少法可得」。沒有一絲一毫的這種法的概念，所得的概念，內心的感

受留著，我都沒有留著，也沒有說這個東西是得到了，這個才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為清淨真如，本自具足。就是說我們人其實他基本上，每個人的佛性它是清淨的，

它是不浮動的，它是涅槃狀態的。就是一切實相，我們每個人都有清淨的覺性，都可以

看得很明白。可是因為還沒有很明白的時候，我就起無明，投射了我想要的假設性答案，

假設性的理想現前。假設性的東西現前的時候，我就會有法可得。那個法是什麼？未來

的期待，現在的狀況，然後一種內心的對話、交戰，或是我的揣測，這些都是練習過程。 

練習過程你愈看愈明白，其實你不假設那個答案，不預期。你不預期、不揣測的狀

態之下，所有的一切你當下就融入，這是無我的，他無我。無我的時候，當下就融入，

這樣子因緣裡就圓滿了。他隨順這個因緣，就能慢慢圓滿，因為每個人的能力都是一樣

的，清淨覺性跟這個妙用，這個真如妙用是一樣的。 

你能夠達這樣的時候，你內心滌蕩到明明白白，清淨覺性完全顯揚出來，它不是外

求的，它只是開發出來。這個開發也不是說拿著什麼東西去掘它，去掘、去挖它，而是

你只要丟掉雜質，這個摩尼寶珠的光芒就自然現前，所以這個就是叫無上正等正覺。所

以它不是外來的，祂為什麼說「無有少法可得」？我不是從外來拿來的。 

同學你會想，我聽聞佛法這麼久了，我為什麼都沒有得到什麼智慧？你如果說我聽

聞佛法這麼久，智慧怎麼都不會開？就表示你沒有修。因為佛不是給我們智慧的，世尊

不會給我們智慧，世尊告訴我們的正念的這些東西，是我們本來就懂的，是我們本來就

懂的，我們本來每個人都擁有的。是你不願意把世尊的訊息，拿來現況裡你自己去用它，

然後你自己用它的時候，你自己這個地方就能顯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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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訴你的很多事情，祂告訴你，從外圍的部分，祂就告訴你因緣果報、雜染，

祂外圍的部分就是告訴你這個東西。然後祂告訴你，我們有清淨，你就是要剝掉外圍，

清淨就自然現前。你如果外圍也在，我貪瞋癡慢疑所有雜染都在，佛性啊！你在哪裡？

你要去中心抓，抓一個佛性，是抓不到的。因為你要丟掉這個，你要丟掉外圍，清淨就

現前。你擁有了這麼多習氣跟這些東西，你說佛性你在哪裡？對不起！永遠找不到。所

以要息妄，息妄就顯真。這個妄心，狂心歇息，這些自然清淨就現前。 

清淨現前，這個是講清淨法身，觸摸到而已，它的使用還沒有，這叫素法身。這個

時候再由這個清淨當中，隨因緣、緣起性空、緣起法，在這個裡面，我們是不是有過去

很多的歷史，過去很多的種子，過去很多因緣，拉到現在的時候，你以清淨的佛性現前，

清淨心現前。然後在這所有一切，你就順這個因緣，去圓滿它圓滿它圓滿它，就是圓滿

菩提，就是積功累德，就是成就報身，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瞭解，修行裡面，世尊開示悟入的所有，這一切佛法，其實就

是我們的。世尊告訴我們的業怎麼，這些概念就是我們要認知，這就是我的雜質。這不

是世尊的雜質，也不要以為世尊來恐嚇我，也不要認為說世尊祢說得實在有夠累，講一

講，業障纏身，你就一直卡著那個外頭。你要知道你去改變它，改變它，沒有一個人不

可改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他會永遠是一闡提，他是剎那之間暫時無法接受，可

是會改變的。接下來這一段經文我們來唸一段，「復次」開始一直唸到倒數第二行「是

名善法」。一起來。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復次復次復次：：：：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是法平等是法平等是法平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無有高下無有高下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以無我以無我以無我、、、、我人我人我人我人、、、、

無眾生無眾生無眾生無眾生、、、、無壽者無壽者無壽者無壽者，，，，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即即即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所言善法者所言善法者所言善法者，，，，如來如來如來如來

說說說說即即即即非善法非善法非善法非善法，，，，是名善法是名善法是名善法是名善法。。。。    

這一段是在講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現自己有清淨的真如、

清淨的覺性。這個地方世尊再補述，祂說「復次」再者，再說須菩提啊！說到這個法是

平等無有高下。說到所有這個法，回歸到說任何的一個訊息，不管今天世尊說的是業，

今天說的是果報，今天說的是般若，今天說的是無上正等正覺，這些訊息說來說去，祂

是沒有說高下的問題。祂其實都在講我們全部裡面的部分的描述。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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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佛法的使用，是要讓我們去發現我們自己。發現我們自己，所以這個每一個發

現，是不是都是平等的？你要修的是不是都是全部都要修？任何一個法是不是要告訴

你，告訴你去指認到自己的這個區域，這個部分？所以這個法，我認識這一塊，跟認識

這一塊，跟認識這一塊，跟認識這一塊，是不是都是平等的？是不是都是平等的？所以

單就法的這個概念來講，單就法的這個概念，所以都是平等的。 

我們對於外界的現象，也可以叫法，諸法實相。對外界的現象，也是叫法，也是平

等，它是叫因緣法。是不是緣起性空、因緣法？所以在這些因緣法這些法，你要去看到

它的平等性，你的心就會平。有的人他需要這個法，有的人不需要這個法。如果有一個

人他已經就是他的善根已經發展出來，他任何事情都不會想壞，他那個是穩定的善根，

善根具足，你在跟他說善法的時候，你在跟他說善法，那個只是在描述他的狀態而已。

這個法對他，就等於在說他的現象，這個法存在也罷！不存在也罷！若有也似無。 

眾生為什麼就這個法會有高低差呢？因為世尊所說的這個東西，是我好像迷失了很

久，都忘記了的主題，或是我現在都沒有這個內容。所以這個法就，啊！珍貴。是不是

會這樣子？非常的讚歎！珍貴！這個時候這個法是不是很高？然後祂講到那個善根的

那些東西，我本身就具足善根，就覺得這個不足以再談它。他想的般若智慧，這個就是

我欠缺的。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般若《大般若經》，這個般若智慧的法真殊勝！是不是

會這樣？這是不是高？ 

十善法這本來你就在裡面，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所擁有的，你就不覺得這殊勝。另

外一個就不一樣了，另外一個人他可能就是，他一直頻頻就是惡念，他的行為就是錯亂

的，很錯亂。很錯亂的時候，他現在在果報中，果報中他不知道原來這是錯，所以世尊

在講十善法，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這些，他覺得這個非常的殊勝。這能改變我的

現況，跟改變我的未來，這個時候這個法是真殊勝。眾生愚癡、無明都不知道，這個時

候是不是這善法就非常殊勝？然後什麼般若智慧鴨子聽雷，目前為止我還不相應，說那

是以後，慢一點慢一點，是不是這樣？這個時候，般若智慧高還低，談不上！不知道要

放到什麼位置？所以這個時候，善法對我是不是高？所以我們來看世尊所說的所有的佛

法，來看所有宇宙萬象裡面的一切諸法實相，其實都是公平的，相應而相應。 

所以當你看的所有一切，你都是平等去看它，你就看到眾生是平等的。你的缺陷跟

你累積的好，跟別人的缺陷跟別人累積的好，它只是什麼？組織不同，其實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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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慢慢的修行會到開發全善，後面我們再講，要完整完全這些到所有一切都平等的時

候，沒有高低，它根本本身也不存在，那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