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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0》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

豈況坐耶？」 

他就回答了，他說，道，這個佛道，是由於這個心去體悟實相，不是在坐跟不坐的

問題，就是不單單是坐的功夫。經典上說道：「若言如來若坐若臥」，這在《金剛經》裡

面講的，如果眾生不瞭解，而只強調說你看，你看如來，祂在展現的相狀上有坐相，有

臥相，如果如此的說著，那這個人根本就是不瞭解，就是行邪道。 

「何故？」為什麼呢？怎麼說？因為如來清淨法身，因為它如來兩個字就是講法

身，如來清淨法身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沒有從哪裡來，也沒有什麼去處不去處

的問題。不是相狀的問題，無生也無滅，這些都不用再解釋，前面，這再解釋的話，那

從頭講一次了。無生也無滅這個是如來清淨禪，也就是如來禪，這個如來禪，是出自《大

乘入楞伽經》的卷三〈集一切法品〉，講到入如來地，證得聖者三種樂。為了要利益眾

生，而示現不可思議的廣大妙用，這樣叫如來禪。 

這宗密他的著作《禪源諸詮集都序》裡面講，他把禪分成五種，其中最上乘禪，講

的就是如來清淨禪。這個禪的旨趣，就是在講頓悟，頓悟自心本來清淨，沒有煩惱，具

足無漏的智性，這種清淨心跟佛沒有兩樣，而且它展現的是不可思議的廣大妙用。所以

常常很多人坐禪，坐一坐禪，有沒有廣大的不可思議妙用？自己偷偷的用，身體比較好，

比較沒煩惱，這樣而已，這個就不叫如來禪。這講如來禪呢？就是清淨如佛，那當然畢

竟解脫。 

如果知道這個如來的清淨禪，一切皆清淨，它是沒有對待的，體悟諸法空寂之相，

這個就是如來的清淨坐，所以這個如來的清淨坐，是體悟諸法的空相，並不是為了來表

達這個坐相，究竟無證畢竟空的道理，無無明，也就沒有什麼證不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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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們為什麼會有悟？因為我們迷嘛。在迷的當下，去知道自己是迷，然後清

淨了，原來是怎麼一回事，這個的第一個翻轉的動作，這個翻轉的動作叫悟。是不是你

有染才有悟？然後能不能保任？有沒有無明？有沒有習氣？這個過程，你知道原來是

空，可是習氣使然，很多東西就是弄不明白。你弄不明白的時候，不明白有沒有用習氣？

又有沒有五蘊？如果沒有的話，就無染汙，對不對？不染汙，但還不明白，這慢慢會明

白。 

那等弄明白的時候，有小小小小的一點法喜，那如果你是這個習氣又回來，染汙，

無法保任，無法保任那個空，空的道理，那這個時候著在事相上，著在事相上，又跑到

事相上去了，就是背覺合塵，又背了這個覺，又跟這個外界的一切事相連在一起了。這

個時候呢？又得很努力的刮刮刮，是不是？轉轉轉，好辛苦，又轉了，轉，轉過來，啊！

原來自己又錯了，又悟，所以一天到晚都在悟，是不是？那還有悟，就是一直有迷，所

以一直要悟，因為有無明。只是說迷了這個事相，迷多久？那身陷在裡面。 

如果修行人呢？他能夠保任空的道理，然後慢慢看得懂實相，這個不染汙無知，雖

然是無知，但是不染汙，知道佛才能夠完全斷除不染汙無知。然後你慢慢的一切都明白，

就是明白，實相現前，這個不住，不住，那狀態到最後無無明，無無明盡，這個時候就

沒有所謂證不證，就一切實相，你都安住在實相中，就看得很明白。對不對？所以這個

是究竟無證的，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坐的標準，這些體悟並不是綁在一定要坐。當然這裡

我們又得重提前面的〈坐禪品〉定慧等持，這裡面我們一直強調前方便。 

因為眾生六根門頭就是在外界，在外界四處攀緣附會，所以坐下來，乃是要讓你萬

緣放下，六根不那麼活潑的在外，就是心外求法，所以那是一個前方便，為了要整理身

心。那如果你在這過程裡面能夠息妄破妄，之後行住坐卧都是安處於這個清淨當中，這

個就講即心即佛了，就沒有一直在講坐相。可是開始的眾生沒有坐下來，還真的不知道

自己念念生滅如瀑流。是吧？ 

你在這個坐的時候，一有境界的時候，又空不掉，又要細細品味，自我玩賞，所謂

的魔就是在這細細品味，自我玩賞，然後拿出來公告於世，就是這個地方，大德就是在

說這個地方出問題了，因為你沒有辦法諸法空寂，那就是有所得，裡面有所得。這個地

方到最後究竟無證，是所有很明白，這不是坐不坐的問題。所以真正我們要講三關，最

後它不是坐不坐的問題，它不是坐不坐的問題，那開始坐是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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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六祖惠能大師在回答的是後段，北方的神秀大師在教的漸禪，他講大家必須坐

禪習定是在講前段。其實它前段跟後段其實不矛盾，他只是這個薛簡他提前段，因為他

自己沒有進入修行，所以他提前段；六祖惠能大師講後段，他並不否認坐，他只是說你

真正畢竟的這個體證，不是只是在講坐的這個相狀而已，所以不矛盾的，他不是為了否

認他，他是補足。這樣會不會比較清楚？ 

要不然說一說都說，那以後，很多人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真正要修行，不必坐，你

看六祖惠能大師都說不用坐。人家他不是說不用坐，人家講「道由心悟，豈在坐也？」

功夫不是坐多久坐與不坐的問題，不是說你坐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你就一定會悟；也

不是說你都不坐，就不能悟；也不是說你坐了才能悟，他都不是這樣講。這樣很明白？ 

對於這個道由心悟，一定要補一個大慧普覺禪師的法語，給大家做做參考。因為大

家在修行無外乎就這幾種樣子，真正的得道高僧在做些什麼事，眾生在修行上面到底有

哪幾個瓶頸？差不多差不多就這七種樣子。在大慧普覺禪師的法語之前，先介紹一個無

德禪師。 

無德禪師語錄 

問：「道由心悟，如何是心？」師云：「學道訪無心。」 

這個無德禪師有人就問他：「道由心悟，如何是心？」講到這個道，佛道是要由你

這個心去體悟的，那什麼是心？這個無德禪師就回答他：「學道訪無心」，我們在講你的

心，你這個心不好，你心裡在想什麼？你就跟他講，我心裡在想什麼。他說你這樣不對，

你要想這樣才對，這也是叫你用這顆心換那顆心，狗心換豬心，這樣而已，其實也是心。 

大德他跟你講：「學道訪無心」，你現在心裡在想什麼，他說我在想什麼。他不是跟

他講「你想錯了」，他說你這叫做造作，你這心裡面是自我意識推敲推測，這個裡面呢？

你這個心是意識心，放下你的意識心，看得明白，看不明白你自己看，他是這樣教的。

他不會跟你講「我看怎麼樣」，在你讀來那不就是我的意識心嗎？對不對？所以大德在

教是「學道訪無心」，就是不要你那個意識心。 

還講我這心是很真的，我很愛你的，愛到肉好像會掉下去。我好愛你，或是說我好

恨你，我好喜歡你。說一說之後說，你心太多，你這個心會讓你痛苦。那我們世間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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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雜染心對雜染心，啊！你很愛我。何其榮幸？你很喜歡我，這個就是用這個心去呼

應那個心，就相牽入火坑。對不對？所以學道，你要悟入佛道，它就是抽掉意識心，真

正的實相無是非。你要追外面的事相，任你百千載，千百億萬世，你還是在事相上，那

永遠沒解的。 

因因果果來來去去，你我他，那個對與不對，都是你的腦袋瓜的意識心。那實相看

得明白，本來就是因緣和合的一些相狀。實相無相，你為什麼抽不掉？你為什麼只是在

事相上做文章？一個悟開的人還會說，三十年前一個會錢你偷標了。會這樣嗎？會嗎？

不會。二十年前你罵了我一句，會嗎？不可能，你看人家都要砍他、殺他、毒死他，他

都不會怎樣了，他已經沒有那個意識心，仇恨心對待。所以同學！你還有對待心中有這

些人的話，趕快吧！趕快出離。「學道訪無心」，那個意識心，你那個意識心。 

問：「如何是真正路？」師云：「莫別去。」 

弟子又問：「如何是真正路？」什麼是真正的一條路？學道我們不是想要有路嗎？

對不對？這個無德禪師回答，師云：「莫別去」，不要想要到哪條路這樣上去。因為我們

一般都是在講，你告訴我一條路，你告訴我一條路，那條路在哪裡？那條路在哪裡？無

心哪有路？如果你無心了，是不是回家？是不是回頭？是不是回頭而已？看到當下而

已。 

就是因為我們鈍根，所以才會有你跑好遠，才跟你講回來的路，是不是要往後退、

退退退退？不是往哪裡，又鑽鑽、鑽鑽鑽。我們很多人學佛就學錯了，他說：「莫別去」，

就不要到四處，根塵什麼想要來掌握，想要用這個地方以色聲香味觸，或是以什麼想要

瞭解。 

問：「波澄湛湛時如何？」師云：「舉棹即迷源。」 

當然大家就問他：「和尚！波澄湛湛時如何？」師云：「舉棹即迷源。」他說，如果

你看到你的內心乾乾淨淨，一切很明白的時候，那又是什麼一個狀態？這個和尚回答：

「舉棹即迷源」，如果一切都很明白的時候，你根本就不會造作。以前是不是渡河、川，

是不是都是有這個船夫？那船夫不是有這個槳嗎？有一種是比較小的，旁邊有兩隻在旁

邊撥水的，那種就叫棹，就是船旁邊撥水使這個船前進的槳。他說當你一切都很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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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如果還要拿起這個槳，還要在那邊撥弄什麼東西，這個就是你迷糊的本源的開

始，就不用造作的意思。是不是就不用造作？ 

那大家都知道，喔！你在講，當一切很明白的時候，你根本就沒有造作心。就是在

隨緣當中所有一切裡面，他無心，他沒有主觀意識，但是這因緣和合，隨順實相因緣去

做該做的事，並沒有一個期待一個假設性的東西。 

問：「如何保任？」師云：「大海波濤靜，槔棹一時拋。」 

那弟子又問：「如何保任？」我們明白不要造作，如果你晚上想我明天來做個什麼，

來好好做一件什麼事，來討喜討好別人；或是我做一件什麼事，才能豐功偉績；做一件

什麼事，才能怎麼樣，這個就是舉棹，就是舉起這個槳在那邊撥弄。那你如果說隨順因

緣呢？清淨心之下，對不對？那這件事情我們應該如何做，這個是沒有是非的。 

譬如說明天大眾聚會一百人，大眾聚會那我們應該供養午齋這個齋飯，所以我明天

時令之下的蔬果，做幾道讓大家營養均衡，供養大眾，這個就是隨順因緣，發心、菩提

心、清淨。對不對？如果說明天有個集會一百人，喔！這個我剛好可以大顯身手，知道

我這個功夫，廚藝很好，明天就要來表現一下，這個叫撥槳。知道意思？這已經有我跑

進去了，已經有我想要成就的某一種樣子，這種要表現，這個就是迷源。這樣知道？ 

弟子就問：「如何保任？」這個無德禪師就回答：「大海波濤靜，槔棹一時拋。」他

說這個大海，這個覺海當中，縱使有一點點小小的波浪等等的這些，其實它本身就是寂

然的。你可能習氣使然，你可能偶爾還有一個小小的緣起的時候，有小小的一個晃動，

但是你隨即就知道它本自清淨。你可能是還有一絲絲，因為他問他如何保任，你可能還

會有一絲絲的那個意識晃動的時候，但是即刻能轉識成智，所以他講「槔棹一時拋」。

槔，槔就是以前井旁邊它有用一個棍子，一個那個木條，然後繩子，有繩子懸在上面，

然後掛水桶，一端就放水桶，那這邊放重物，不是這樣，放下去人壓下去，這個就上來，

那個東西叫槔。 

他意思是說你也不要懸掛什麼東西，那你也不要去撥動你這個東西，一時都拋卻，

你不要就著這個因緣，起了一個懸念，也不要故意有造作，去撥動什麼東西；縱使你心

裡這個覺海當中，可能習氣使然，一絲不明白，也不要動，這個時候這個波濤自然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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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六祖壇經 100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寧靜下來。 

我們一般人就是，你可能有過清淨的體悟，但是在某些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事物，關

係現前的時候，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習慣性的期待，跟習慣性的解釋跟知見，這個時候就

會動了，會動了，所以就不能保任了。所以他就講說，當你發現你這個上面有一些不明

白，有一些動了的時候，靜下來吧！先不要造作，不要去撥動它。 

問：「恁麼則朗月獨當天？」師云：「不昧夜行人。」 

當然大眾還是會問，問說這個禪師：「恁麼則朗月獨當天？」你這個朗月就在天上，

會照所有的眾生，也就是接引眾生。他說：「恁麼則朗月獨當天？」這無德禪師回答：「不

昧夜行人」，不誑騙，不讓他迷悶這些夜行人，也就是說他不明白的人，我不增加他的

不明白，而是讓他回家，讓他看明白他自己，也不說一些話去誑騙他。 

有些時候佛法被某一些人變得扭曲了，增加很多的那種壓力。譬如有一個人說：師

父！我業好重，我以前造了殺業，我無知，我的事業有某一些殺生，我以前就是不懂，

所以看到那小動物，我也不會珍惜，也不會尊重，所以造了很多業。然後你就回答他：

喔！咄咄咄！世尊說那個咄咄咄！我看你，地獄絕對有你的份，你慘了。這就是扭曲，

我就已經在懺悔了，你還要掐死我，空不掉。你用你的因果概念，讓人家害怕，他翻不

過來。世尊說你如果做這些，地獄果報，我還替你算算你要住多久，這大條。這樣知道？ 

但也不是說「那是空，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來皈依我，罪我替你扛」，這個又

是大魔王。知道？知道你現在懂了，尊重生命，你要懺悔，懺悔即清淨，你當時是無明，

此世此刻開始，不必無明，你要明明白白。當因緣呈現的時候，勇於承擔，但畢竟他能

夠圓滿，你也能夠圓滿，你只是還沒發現你自己，在過去，這個時候是不是告訴他自性

本清淨？這個才是「不昧夜行人」。 

有的人就是被這個罪，哭啊，哭來哭去，對佛祖哭，我該怎麼辦？佛祖也是笑笑的，

祂也不會回答你。對不對？但是很多這個修行，很多都是被嚇死的。我們不是虛誑，虛

誑他人，也要告訴他因果，這個因果不是為了責罰你，會告訴你，你以後要有勇氣去接

受所有的順逆境，但是現在不要再害怕，因為很多人就是恐怖、顛倒、夢想。 

問：「如何是道？」師云：「共汝大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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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人又問：「如何是道？」剛剛講道由心悟，如何是道？這個大師就回答：「共

汝大家行。」就是跟你、大家一樣，就這樣一起行住坐臥，這個就是行，平常心。這樣，

很簡單。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宗乘七個樣子 

第一個樣子：道由心悟，不在言傳。 

這個大慧普覺禪師他的法語，有一段很精彩。這有一個妙明居士，他是一個官，這

個妙明居士就問他很多問題，修行該怎麼修，一般的相狀？這個大慧普覺禪師馬上講：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這是你這個清淨心，雜染心也好，你雜染心去知道雜染然後

體悟清淨心，之後這個就不是意識心了，是由這個清淨的覺性去體悟的，它不是在言表

上面，他當然一番慨嘆之詞。他說： 

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腳下推窮，一味在宗師說

處著到。 

他說近代，其實那個時候的一般社會現象就是這樣，學道者沒有真實的來看到自己

這起心動念，你內心的這些紛擾雜染的東西，「背正投邪」，常常是在外面的一些論述上

面在較量，這些論述的較量，你較量來較量去跟自己完全無關；你說，世尊說哪部經怎

樣，哪一部經裡面說什麼樣，這頭頭是道，這完全跟自己不搭嘎的。你不肯向腳根下推

窮，你沒有好好的迴光返照，去看到你內心的問題；那只是在宗師所說的，我們師父說

這個，這個好，說這個，這個好。你師父是你師父，他是大德，你是無德。是不是？ 

有的人愛比較，還說我是誰誰誰的座下弟子，他如果聽到，也覺得沒什麼意思。是

不是？有的人還說，我拜過幾位師父，你知道嗎？都是大牌的拿出來說，說有幾位師父。

你師父是你師父，你呢？你是什麼？你要好好修行，才不枉師父，你師父的德號，對不

對？  

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 

很多人說得好像盛水不漏，沒有缺漏，可是「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在自己的煩惱

相狀上面，一點都沒有真實去處理它，你根本沒有在自己的這上面去做功夫，縱使這樣

說有什麼用。這裡講古大德都是做些什麼事？這是大慧普覺禪師在講這些得道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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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

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 

所以這些大德他只做一件事，他就知道你迷糊了，你方向弄錯了，你全部心外求法，

所以他用方便善巧破斥你，告訴你一些言語方法，就是為了讓你在自己的本分事上，自

己好好下功夫，就要讓你看到自己的本地風光，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而已，就是做這件

事。當然這個妙明居士又問了很多很多，這個時候普覺禪師他有講。 

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 

如果你要徹見佛性，一直只是在外面的東西，「這是因緣、這我的、這你的、這怎

樣」，像這些東西，你的重點一直都在外界，都在事相上，那這個是不可能的，這方向

是錯的，這不對。所以學佛的第一個樣子，就是要「向根腳下推窮」，你這些辦法說了

更多，你把方向放在這個雜染的事物上面，那這些都還是在外面繞，你應該去看到它本

自清淨，這是第一個樣子。 

第二個樣子：昔大珠和尚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

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 

第二個樣子呢？他舉了一個例，是大珠和尚去參馬祖道一的時候一段對話。這個大

珠和尚他去參馬祖道一，馬祖道一就問他：「從何處來？」你從哪裡來？大珠回答：「越

州大雲寺來。」我是從越州那個大雲寺那邊出發，來這裡參禮和尚您。馬祖道一就問他：

「來此擬須何事？」你來這裡想要做什麼？大珠回答：「來求佛法」，我是來這裡求得佛

法的。 

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麽？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麽佛法。」 

馬祖道一回答，你自家寶藏不顧，你離開家四處奔走，那你來這裡要做什麼？我這

裡什麼東西也沒有，我這裡什麼東西也沒有，你要求得什麼佛法？佛法不是可以拿給你

的。你今天來說，師父我肚子餓，饅頭，那就叫饅頭，你若能饅頭悟得了佛法，你厲害，

那就是根器。對不對？他講，我這裡什麼也沒有，求什麼佛法？  

珠遂作禮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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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 

這個大珠和尚一聽的時候，馬上給他作禮，嗯！因為你剛剛就講自家寶藏不顧，他

就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大珠慧海，慧海當然是他自己的號，他自己的法號，

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馬祖道一回答：「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你現在問我的話，

你現在在問我話，這個就是你的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

你本來就具足，什麼也沒有少，你在使用上面用得很好，你不用再向外去求佛法，就是

指覺性。 

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凡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

運出自己家財，如盤走珠，無障無礙。 

這個珠，大珠和尚，利，「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他就瞭解所有識得自己

的本心，它不是用外面的我知道，或是我感覺見聞覺知，它不是，它原來是本自具足。

後來只要有人參這個大珠和尚，「凡有扣問」的時候，他都會「隨問而答」，都是要讓參

學者、學人，打開自己的寶藏，就大德做，就是做這樣，「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己家

財」，你本來就是一切具足。「如盤走珠，無障無礙。」悟得自己清淨本性之後，什麼也

沒有障礙，你不用在外面追求。 

在我們學佛聞思修，你聞，就是聽聞那個辦法、那些道理、世尊的知見，佛為一大

事因緣，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這些呢？你開始的聞是在聽聞這些，思、消化吸收之

後就修了。對不對？這個就是真正的對的方式，那修行的這個內容就是戒定慧， 

曾有僧問：「般若大否？」珠曰：「般若大。」曰：「幾許大？」曰：「無邊際。」 

還有僧就繼續問這個大珠和尚：「般若大否？」所謂的般若，金剛般若波羅蜜，還

是在講這個般若，他說般若大否？這個般若是很大嗎？大珠和尚回答：「嗯！般若大。」

這個學人又問：「幾許大？」有多大？大珠和尚回答：「無邊際」，因為他用大他就就他

的大，來破他的大，他說多大？無邊際，你就沒有辦法想像。 

曰：「般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小？」曰：「看不見。」曰：「何處

是？」曰：「何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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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個學人又問：「般若小否？」這般若小嗎？大珠和尚回答：「嗯！般若小」，

是，般若很小，他就問：「幾許小？」多小？大珠和尚回答：「看不見」，無相，破他的

相。你剛剛大是不是在有？你現在說小，他說看不見，這個學人到底是有還沒有？他問：

「何處是？」到底哪裡才是？和尚回答：「何處不是？」哪裡都是。對不對？ 

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虛，如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 

「如鐘在虛」，這覺性遍一切，法身遍一切，「如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

就這樣，這個就是宗門的善巧方便，要誘引學人的樣子，這就是第二種樣子。就是幫助

你打開自己的寶藏，證入實相般若智慧。說大，遍一切；說小，看不見。其實祖師大德

就是這個樣子，這是第二種樣子。 

告訴你，你懂嗎？很有趣。如果哪一天你去問，問一個師父：「師父！我業障很重。」

他說：「嗯！真的很重。」有很重嗎？喔！很重！會怎麼樣？「重得比須彌山還要重。」

我要如何消業障？「嗯！無處消」，那消得掉嗎？「本來就沒有」。是不是又讓你產生一

個，很大的一個像似矛盾，可是又是一個迷團？因為你堅持大，他就跟你講大嘛，大過

須彌，遍一切，你說可不可消？又無處可消。 

那我們現在就著在那個消的相狀，所以在很多狀態之下，就覺得很大的壓力。你要

是生了一個叛逆的小孩，他的任何叛逆你都說：「業」，他如果長大之後，你說：「我業

消了」，他如果再忤逆的時候說：「不知道要業到什麼時候？」對不對？你跟他的關係就

永遠在，你跟他的關係就永遠在，因為在你的心中他就是冤親債主，他是業的關係法，

你在報裡面。對不對？ 

你如果拿你的這個叛逆不孝的兒子，來當老禪師，他如何對你試探？如果跟你請

問，如果跟你忤逆；欸！六度剛好齊修，轉他即是轉己。對不對？你看他所有都在示現，

示現給你看，他就是你，你就是他。這個時候他就不是一種關係法，他就不是關係法，

對不對？你就試試看吧！我給你建議建議。好，這個第二個樣子。 

第三個樣子：既辦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觸境逢緣，或逆或順，

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種種邪說。 

再講第三個樣子，這第三個樣子相當有趣。他說我們要瞭解自己這個心，原來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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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是不是雜亂無章的這些攀緣附會的事相上？也就是這些塵垢，他說要「先須立決

定志」，你要立一個決定志，「觸境逢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種種邪說。」

也就是你要知道自性本清淨，你只要觸境逢緣，在六根對六塵一碰到的時候，不管它是

順或是逆，你要把得定，你要有定的功夫，作得主，自己覺性就不被外在的這些影響，

「不受種種邪說」，所有的這種邪說，你都不會受它的干擾，而自己迷亂。 

日用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 

在日常所有一切應對當中，「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說你要

看到所有的物相，現在就在講你對物，對環境的一切事相的態度，你要立決定志。這所

有外界的根塵相對的這所有相狀，它一定有事相，你這個事相，不管它是順或逆，你都

是清淨，你都是清淨來讀這一些。你清淨無是非來讀這些，那你不用管別人怎麼說，別

人怎麼抱怨，別人怎麼說，那都是他的意識；那你在這裡面，你要知道這些都是會變異

的。這些事相是不是會變異？ 

凡夫的心念，念念當中，我們四念處裡面，是不是觀心無常？凡夫的這個心，這個

意識心，是不是無常？這個生滅、生滅、生滅，這是不斷，不斷是一種交替的狀態，所

以當你看所有外頭的事相，你就知道無常迅速，生死就是生滅而已，你貼在這個鼻孔尖

頭上。 

若常存此心，則有趣向分。 

你要恆常的瞭解，我在看外界的所有事情上面，你要隨順清淨心去做該做的事，但

是不要受很多的這些擺盪。你常常知道這些是變異的，那心中呢？是保持清淨的，如果

你一直是這樣，一定能趣向覺悟之道。 

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無智愚夫。何以故？為渠百不知百不解，

卻無許多惡知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 

「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無智愚夫。」如果你有些時候相信自性

本清淨，我有這個智慧，我應該這樣處理；有些時候人家又跟你講世間的現象等等等等，

你又馬上又去相信了。然後有的時候相信自己有佛性，有時候又相信自己沒有辦法的，

就不敢承擔，那你這個還比不上三家村裡那些沒有智慧的愚夫，愚癡的凡夫。在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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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天到晚，許多的惡知惡覺來障礙你自己，我覺得他那個人怎樣，這件事不對，我沒

有辦法，我沒有辦法，像這些都是惡覺惡知。你為什麼不能夠放下呢？不能去看到你自

己的清淨呢？為什麼要在事相上呢？所以它講：「一味守愚而已」，如果你用這些惡知惡

覺來障礙你自己，你還是守著愚癡。 

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 

你所有的事相上你也知道，緣起性空，這個因緣生滅法，對不對？這緣起性空、因

緣生滅法，這因緣裡，什麼事隨順因緣，最圓滿的沒有是非心去完成它，就這樣。你要

知道這所有的一切事相的背後，「窮研至理，以悟為則」，你就會體悟它畢竟空，它是空，

你不要跑到事相裡，去產生了很多五蘊。 

那如果修行你沒有起這個決定心， 

   不具擇法眼者，往往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 

它說所以你要具足清淨的法眼，你要知道總持諸法，你學佛聞到某一個程度，你應

該有這種擇法的功夫，清淨的正見。所以如果你還是在那邊聽是是非非，「遭此輩幻惑」，

就是遭受這些人的一種虛幻的言詞，那你要把這個心擺明白，「不可不審而思」，你不可

以不審慎來看到你現在又是怎麼了，「思而察」，你瞭解之後，你也要察覺。 

此是宗師指接羣迷，令見月亡指底第三個樣子。 

這個就是宗師指接群迷的時候告訴你，你放錯點了，最主要是「令見月亡指」，令

你看到那個月這個指標、這個路徑、這些東西，這要超越的，這就是你修行跟祖師大德

在接引的第三個樣子。是不是很明白？有時候人就是這樣，所以這個就是眾生在萬象

中，萬象擾亂眾生心，那那些嚼舌根的，就是在那邊串串串串串，推演的一大堆故事情

節，那算哪門子？你何必被其所動？不要每天這樣飄飄來飄飄去，然後都把你想得很

壞，那是你那你的心啊，是不是？ 

第四個樣子：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業受報，頭出頭沒，無

休息時。此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第四箇樣子。 

如果「怕怖生死底」，如果你在這生滅生滅的裡面你就產生了害怕，「疑根拔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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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疑根就不可能有盡頭了。「百劫千生流浪，隨業受報，頭出頭沒，無休息時」，修行

人就是這樣，你要懂，學道是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言語相，這是第四個樣子。有的

那些是非，管不完。這樣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