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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07》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的下一段。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

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

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

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 

這段經文，這都是在描述六祖惠能大師在付囑弟子的這一些過程。這個大師於太極

元年壬子延和七月，也就是公元七百一十二年，那一年的五月才改為延和，這個是小字， 

這是附註，那一年的五月才改延和。八月的時候，唐玄宗即位，改成先天，又改成先天，

第二年又改成開元，所以別的版本寫成先天，是不正確的，所以這個地方是補述，補述

說那一年的七月。 

六祖惠能大師就派門下的弟子，前往新州的國恩寺去建塔。這個新州就是大師的故

居，國恩寺是在唐中宗的時候，賜大師他的舊居為國恩寺。因為大師把他的舊居，就是

成為三寶修行的地方，改為寺，就是自己的家宅，改成是一個寺院這樣子。然後他就派

門人去那邊建一個塔，然後又派人督促施工，也就是大家知道，大師你已經要開始建塔，

就表示你有打算要回去了，所以大家是不是會拖延一下？就是不要讓他走。所以他又派

另外的人去督促，這個工程要如期完成。這個慢慢建啊建，到第二年的夏末的時候，這

個塔就落成了。 

七月一日，這是夏末，夏末我們照算的話，也是等於這裡講就是六、七月。七月一

日，這個大師就集合寺裡他的弟子徒眾，跟大家說，說我到八月的時候就要離開世間了，

我到八月就要走了，你們如果有任何的疑問，有問題的話，「早須相問」，那就要快一點

想到，提出來，好好的問，我當然會為你們來破疑解答，「為汝破疑」，你們有疑問就問

吧，我會為你說的，「令汝迷盡」，使令你們迷昧盡除。如果等到我去世之後，「吾若去

後」，就等到我去世之後，就沒有人這般的教導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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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這個講法是，因為他們是依止於他的，這是弟子嘛，所以弟子裡面的法海這些

人聽到之後，聽到大師這麼說，時間就這麼短，只剩一個月，所以大家都很哀傷的，「悉

皆涕泣」，全部都哭泣起來；這個時候「惟有神會」，惟有神會他神情並沒有什麼改變，

也沒有哭泣的樣子。這個時候，這下一段經文。 

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

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

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 

這個時候大師於是就說，唉呀！「神會小師」，因為神會還年輕，他是前面有講到，

他年輕就去參六祖惠能大師。他說神會小師年紀小小的，卻懂得善跟不善，其實是沒有

差異的，是相同的，當你有起思善思惡的時候，那就不一樣；當你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

那就實相，那是因緣關係法，相狀。他說他懂得善不善等等這些，是實相。毀譽之間，

他也不會動心念，所以「哀樂不生」，沒有生起哀樂之情，因為大家很憂傷，「餘者不得」，

那你們其他的怎麼都做不到這般的自在呢？ 

「數年」，這麼多年你們在山中學啊學，修啊修，到底修了什麼道？「汝今悲泣，

為憂阿誰？」你們今天大家這樣的悲哀哭泣，到底是為誰而擔憂？你們憂慮的是什麼？ 

「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如果你們是憂慮不知道我會到哪裡去，那個是不必

要的，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去處；如果我自己不知道去處，我也就不會現在跟你預先告

知，說我什麼時候要走。表示自己很明白，自己的身體狀態、自己的境界、自己的願力、 

自己的去處，都是很明白的。 

「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你們這般的悲哀哭泣，都是因為不知道我的去處，

如果知道我的去處，也就不會這般的悲泣。這表示六祖惠能大師對於自己往前走，到哪

裡去，做些什麼事，其實都很清楚。對不對？很多人為別人而懷疑人家的清不清楚，是

沒有必要的。這個時候又後面的這一段 

「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

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眾僧作禮，請師說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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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再把法要說一說了，他說諸法的實性，就諸法實相，它本來就

沒有生滅跟去來的問題，你們不是都懂了嗎？現在怎麼一時之間，又被這個情識給揚起

來？人有些時候就是這樣子，當你生命有一種歸依的對象，你依賴的對象，當他的存在

的時候你安然，他的不存在的時候你就慌張了。所以他們這麼多年來，都是仰賴大師的

指導，在大師的身邊，所以當然對於大師要離開了，會有一些所謂情感的作用。這些情

感作用，也就是人，人就是有情識，這有情眾生，要跳開這樣的一個情識，真的是要有

相當一番的修為。他看到大家還會這樣的憂傷，不管他們是不是悟到某種程度，上次我

們有講過，可能還有一分的情識未破，所以他說大家坐下來吧！我再來為你們說一個偈

子，這個偈子，就叫「真假動靜偈」，你們可要好好的讀誦這個偈。如果能夠會意的話，

那麼也就跟我的體悟相同，你們要依照這個偈子裡面說的指導，我所說的這樣而修行，

就不會遺失了佛法的宗旨。 

於是這些大眾，這些都是出家人，所以眾僧於是就向大師禮拜，然後請大師來把這

個偈讓他們明白。這樣聽一聽，有沒有很真實的相狀？好像就在眼前，看得出來大師對

於這些弟子們的付囑，好好的交代交代，你們以後說法要怎麼說，你們以後要怎麼修行，

怎麼還有這些情感呢？一人發一張衛生紙。好，那這個偈。 

偈曰：「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

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這個是真假，這一段講真假，他說，一切萬法沒有真正的相狀，因為這個就是因緣

和合，我們在講一切是空華虛幻，也不是沒有那麼發生的相狀，而是它不是永遠的固定

的存在。「不以見於真」，不可以將你所見的現在的現象，作為真這樣來堅持。「若見於

真者」，如果你把這些你所看到的一切，成就了你的見，當作這是真實，以為它就是真

實相，「是見盡非真」，這種見解其實不真確，這不是真。 

意思是說我們眾生就是以假為真，在萬象裡面，就把自己落在這樣的一個以為的我

見，然後就認為這些不可更改，你的解釋跟所有你的以為，就這樣成立，只是這個其實

是不真確的，這是一種執著。對於一切的現象來講，諸佛菩薩不是告訴我們嗎？這是諸

法實相，是因緣法，這裡面不可思不可議，只要是眾生你能夠迴光返照，下一秒，你可

能就自己會改變於你原來的作為跟你的想法，那別人何嘗不是呢？對不對？所以不要迷

於你所看的現象，那個現象都是短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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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如果對於自己的內心，了知一切萬法非真，這個的

真實義理，也就是說你遠離假象，當然這個時候，你當處也就是正確的，就是真實的義

理。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一般以為這個是真，堅持了這個真，其實這是假，這是虛幻；你

如果知道這一切萬法的真實義，它有因緣、它有眾生的思惟、它有利害關係、它有每個

人的知見等等的這些，這些都是假象，但是你在當下，就知道你用真正清淨的心，不思

善不思惡，在這裡面去做該做的事情，當下清淨的，我們的覺性放在裡面，這樣子去圓

滿，這個時候就叫心真，這個心就不是講意識心。 

所以心真的解釋，就是吾人本具清淨的佛性，所以吾人之心性，就是本自清淨，遠

離煩惱，無有染汙。所以經典裡面常常稱「性淨心」，本性清淨心；在大乘經典裡面稱

為如來藏心，或佛性，也就是心真。其實這是同一個在表述於不在世間的假相，有一種

沈迷、有一種決定性的那種知見，這樣才是所謂真實的相狀。可是真實的相狀，它不是

有語言文字，它就是清淨而已，其實它就是清淨，裡面沒有語言文字的這些。所談到這

個就是，是不是就是進入一真法界？就是進入一真法界。如果你在看世間的萬象，你不

要動了那個意識心，你以清淨的智慧去看得懂，你就能夠在裡面心真，就是以一真法界

這樣子，不妄、沒有虛妄心，能夠融攝所有一切，也就是諸佛的平等法身。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倘若執迷這種虛妄，而不肯遠離這些假象，「無真何

處真」？在虛妄迷昧當中，何處有真可言？沒有什麼真。如果你一直以為你所認為的這

樣，你不肯離開這假象，不用談真不真。你說「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很多人講話是

不是這樣？強調三個真、四個真。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很生氣，你這個生氣也是假的，

因為你這個生氣，早晚就不生氣了。那你說「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很愛你」，你這個愛

也會變，這一輩子的某一段。大家都有經驗吧，是不是？就是這樣。所以什麼叫做真真

真真真？其實那些東西，都是強調的某一種強調。 

那你愈修行的時候，所謂表態上的東西，都是他現在的心的狀態，就是每個人現在

的狀態。這個狀態也不用去說什麼對與錯，眾生總是在這樣子的情感的世界中，存在了

他的個別認同的價值。但這些價值也成就了很多的動能，那往前走，到底是造作呢？或

是成全呢？或是犧牲呢？這裡面各自有每個人抉擇的一種狀態。基本上人都是善良的，

基本上人都是善良，一直要往前走的，沒有那種天生就想要殺人放火的，是沒有的。可

能是有些習氣，或是為了自我保護，去做了一些傷害別人的言語或是動作，或是等等這

些，那是所謂無知吧。這一段真假的解釋到這裡，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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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壇經 107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他說真假動靜偈，這個就是動靜，在說明動靜的這一段。他說：「有情即解動」，有

情的眾生，即是能解悟，而且能夠運作跟移動。我們是不是就是這樣？我們能解悟，然

後能夠運作。「無情即不動」，草木瓦石這些無情識，所以它不能移動。當然它還是有生

長，你給它澆水，你看現在春雨一來，那地上的草，一個晚上長了一寸。如果是菜，一

天就大了多少，七天就可以拔來吃了。對不對？所以像這些草木瓦石，它無情識，它不

能夠移動，當然它還是有生長現象。 

「若修不動行」，如果你只想要學著草木瓦石，長坐不動不臥，讓自己心也不動，

身也不動，「同無情不動」，那麼就如同是無情草木一樣，不能產生運作。「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如果了知，返照自心，真實不動搖，也就是覺性有發生作用，你的心沒

有在五蘊上面動搖，不是在情感上面有波盪，「動上有不動」，也就是知道在可運作上面，

可以安住，而沒有動搖心性，這個就是動靜一如。對不對？你還是有運作的能力，在這

裡面，但是你的心沒有浮動，你的心是很寧靜的。 

「不動是不動」，若誤解了，如果誤解，產生誤解，不動，以為這個就是坐禪，要

達到不動，「無情無佛種」，這個乃是將自己作為無情的物種，不再有成佛的可能。這個

就是六祖惠能大師要弟子們不要在這上面，把自己的心的運作能力，自己的佛性、覺性

給壓死了。這個地方我們就瞭解，我們智慧的本體，也就是每個人的覺性，它是空寂、

是清淨的，但是有觀照的作用，這很明白，有觀照的作用。 

《大乘無生方便門》云：「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即用即寂，離相名寂。寂照照寂，

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 

也就是「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就是說我們這佛性的使用，其

實它有清淨、了別、有智慧，能了知所有的一切功能，但如果你把它壓死了，要自己心

境上不動，以為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那麼是不會成佛的，這樣子。 

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可以瞭解不動三昧，這個地方就在講不動三昧。「所謂的不動三

昧，是正觀法相」，也是諸法的實相，不管它現在呈現是什麼相，正觀法相，「心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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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也就是你這個心沒有浮動。「對於五陰，觀察具足法相，而得增上厭離之意」。

也就是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你的內心有一些情感、情緒，那你要觀察，觀察這個是為什

麼呢？是依什麼樣來自我成立了這些虛幻的五蘊，所以你會提昇到我不想要有這種五蘊

這種情緒反應，所以你會堅固精進，讓自己很精進，讓自己有這種禪定的功夫；這種禪

定的功夫，就讓自己能夠進入不動三昧。這是靠你自己的心，有辦法去看到你自己，看

到你自己的時候，不要在這裡面，一直在重複、在晃蕩，就把自己平靜下來，讓自己在

這上面，先做一個寧靜的動作。翻過來這一段。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這個地方又談到生死了，因為它現在就要呈現世間相裡面的入滅。所以他說「若善

分別相」，如果對於所有人事物有清淨分別，起不同因緣相狀的這種分別智慧，安住於

深妙無上的真理，心不動搖；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人，他有一些因緣，他現在疾病，或

甚至於他是成住壞空，壞要進入空相，是不是會有死亡？像這些我們善能瞭解，人事物

它的因緣等等，而不是掉到那個情感裡，這樣子的話，你就能夠於第一義而不動，你就

能安住。 

我們一般就是套在情感上面，說不能安住。你學佛的人，譬如你今天你自己的家眷、

你的父親或母親，你學佛多年，是不是常常修行也是知道空？這生命、這因緣和合，對

不對？但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間就知道自己的父親不久於人世，自己的母親罹患絕

症，這個時候如果你有善能分別相就知道，你看他用了七八十年了，對不對？然後他也

老邁了，身體也有一些所謂疾病的發生，抵抗力也弱了，所以該是緣滅的時候；如果你

能夠有這種清淨的正見，看到這個，有這種智慧，你是不是心就會接受它？就會接受它，

然後你在這上面會知道，這是每個人的一齣戲，在最後這一段，如何幫助他體解大道，

如何幫助他這一幕戲讓他演得自在而謝幕，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不管你修行多好就馬上，啊！你剩三個月，然後開始掉入情感的裡面，我

想所有的修行都沒有了。是不是？你又進入到那個哀戚裡面，進入那種哀怨不捨，那以

後我就沒爹沒娘，那等等的像這種對於爹娘的那種天生的存在的那種護衛的心，這不管

你活到多老，都還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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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者，她的家眷、她的父母往生了好幾年，她每次想到她的父母

的時候，都還是一樣泣不成聲。大家都問她，問她說：「妳都已經當了祖母，都快當曾

祖母了，妳怎麼還哭妳母親，哭得那麼悽慘？」她說：「她不管如何就是我的母親，她

不在了，我就是孤兒。」這是老孤兒，對不對？這種情感，這種情感是人天生就會有的。

因為他仰賴於他生命裡面，認同有父母存在，就是會永遠接受他，縱使他做了多少的錯

事。我們常常在想、在講，這個父母親都是孩子還沒錯之前，就預先準備了好多原諒，

在等他錯，他錯你也是會原諒他的。說氣得要死，氣得要死，最後你就是愛得要死，心

中就是有那麼一點自然的那種情。 

所以世尊是跟我們講說，這個上面你要用佛法的道理來看，你要愛所有的眾生，如

同愛你唯一的兒子；你要看所有的跟你同性的，就是所謂兄弟姐妹；看所有的老者，就

是你的父母；看所有的年輕一代，就是你唯一的兒子。它是要達到一個平等，達到一種

超越，而沒有個人所屬的那種依賴。這個上面就是從有情的罣礙中，慢慢去轉出來，轉

到那種平等、最真實的祝福那種意願，但是更要用佛法的道理，讓自己看明白。這裡面

一世一世之間，所有的因緣都在變異，所以眾生都是自己累生累劫的父母，它有關係的。

對不對？所以這裡講，如果你能夠有冷靜清淨的智慧去讀它，那你的心就不動搖。「但

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如果善能明白諸法相，而心寂然，這個就是真如的作用，就

是佛性顯揚，大機大用。 

聖者就是瞭解緣起性空的道理，所以洞徹世俗，認識。如果你用顛倒，那永遠就是

所謂世俗相，有生即有滅。如果你能夠洞徹，洞徹而不會在這上面執迷，你能夠超越，

知道畢竟空，因為心性它本清淨，你就能夠證諸法實相的智慧。這個都是要練習的。這

聽一聽，我看大家也都會解釋，但真的要在很多的生離死別，或是很多的情感的那種變

異裡面，你去看到你的心，有沒有哀怨？有沒有不平？有沒有這種離、捨的憂傷。 

「報諸學道人」，今天我特別的提出來這些，讓學道之人，也就是你們知道，「努力

須用意」，要下功夫，須用心在對的方向上，你下功夫要下對。「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

智。」千萬別在大乘頓教門當中，還是執著生死生死的各種知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一段這說明生死。 

其實每個人對於生死，到底有多少恐懼，那都不是別人的問題，那都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自己對於生死有恐懼的人，你一定也對別人的生死是恐懼的；如果你自己對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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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不恐懼的，你看到別人的生死，不是漠然、冷漠，而是知道生死，它是所謂世間的

相，這個重點是如何幫助他從生死中，能夠走出生死的恐懼心。對不對？但這個都沒有

辦法直接給，都沒有辦法直接給，所以這個生死是要修的。所以人對於自己生死的恐懼，

是個別的，沒有人可以給你極大極大的勇氣跟安慰，只有願力，也只有你對於所謂淨土

存在的一種決定的心，這些有待同學自己去體會。 

很多人在很多主題，只是強調了某些理論，但事實上面對著臨終的人，那些理論不

一定管用。因為真正面臨他很多內心情感的抉擇，對於世間就是真正放下而做了告別，

願意瀟灑的前進，決定的心念，去走向成佛的不歸路，這需要有一些自我的決定。對不

對？ 所以這一些都是會在你生命的某一個時段，尤其疾病病到很重，或是生命已經有

一些所謂極大的苦痛的經驗，甚至於在那種臨危的剎那，才能檢覈，學著都是在做準備

而已，真正最後那一刻的證明，卻不是語言文字，都不是。 

每個人在這上面，只能事先做的功課，是學著放下，學著看清楚世界，而自己在內

心裡面，是了無罣礙。這個準備不是為了死亡，這是因為你佛性本來就這樣，它不是為

死亡而準備，它是你本來清淨就這樣。 

《十二品生死經》對於各種生死的知見 

我們就來瞭解，佛為比丘說：「從四果至三塗，善惡生死有十二品。」這是出自《十二

品生死經》裡面，它說死的相狀有好幾種，十二種，這四果至三塗，還沒講到菩薩。 

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他對於死，是沒有什麼執著的。 

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就是阿那含，他不用再回到娑婆有這種受身，

所以他是超越了死亡。 

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他還要再來一次，所以他這個死呢？是還有餘

數，還有一次，還要再來，所以對於死也沒什麼好恐懼的，這些都是有證悟的聖者。 

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就在學習中，須陀洹見道諦，也就是悟入初果。

悟入初果之後，對於這個死亡已經不是恐怖，而是知道自己有很多該圓滿的，這些生死

已經不是會去造作，他沒有去想我要如何生如何死，而是只是知道，所謂真正該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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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而自己還有好多好多不明白。 

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就是八人地，這是通教十地的第三地，人就是忍的意

思。就是三乘人共同修行，自世第一法入於十六心見道，正斷見惑的八忍位。所以他對

於死亡這件事情，不會有幻想。其實很多人對於死亡，有超高的想像空間，不是恐懼害

怕，就是模擬跟幻想，只有修行才會對於死亡這件事情得自在，否則心中都會有若干的

期待，要不就久一點，要不然就不要死，要不就死了不要來。這前面有講過，對不對？

這是無欺死，知道這是因緣因果，它沒有什麼是欺騙你的。 

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這行一心就是在開始修起行之時，很多人是不是隨法

行？隨信行、隨法行，你真的一心放在你要修行上面，那個完全集中，思念專一，不起

妄想。也就是你讓自己不管你的境界如何，你讓自己不起妄想，也不起虛妄顛倒心，而

來看諸法之相，也就是我現在成住壞空，該死了、要死了、要結束了，我就專注在法上

面，就是凡夫，這還是凡夫；可是這一個，這個行一心，起行一心在修死的時候，能夠

達到極高極高的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凡夫念佛，你要把自己放在法上面，這種行一心也

能夠讓死進入一種平靜當中。 

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也就是做一些不正確的事情，所以自然你會有輪迴輪

迴，當然就是數數要來受死。 

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凡夫就是懊悔自己要死了，什麼事情沒有做，懊悔於自己

要死了，很多事情無功無德，或是世間的很多事情，或是做錯的。就內心其實不是對死

有意見，而是對自己的生命有很多意見，所以都在後悔，後悔，要是知道，其實就是不

知道，所以凡夫就是悔，這個凡夫。 

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無援助，所以才會橫死，資糧都不足，連一個可能讓你

免於這種災厄的機會都沒有，這叫橫死。 

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被人綁著而死的，當然是畜生。哪個畜生，你說：「你

來，你來，我要把你殺了。」牠會站在那裡讓你殺？不會，當然是要綁著牠，縛著。是

不是？殺雞鴨，腳把牠踩著；要殺豬，腳把牠綁著；就只有牛，知道死，不知道要跑。

所以人家說：「作牛作馬還」，因為牠知道要還，所以牠不會走，其他的畜生是不是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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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著？ 

十一曰燒爛死者，謂地獄也。這是地獄的景象，真是，不要再描述了，就是一看就

懂了，燒爛死。 

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在飢餓的狀態，在渴的狀態，是這樣的死亡的相狀。 

這是六道中的跟聖者的死亡。 

世尊云：「比丘！當學禪一心，無得輕戲，無得後悔，是為佛教，是佛法則。」 

比丘！這是世尊跟自己的弟子們講，你要學好好有定的功夫；你不要生命裡面，都

是在那邊戲笑怒罵，輕忽於你每個時空，那過了之後才好生後悔。要知道我也持戒，要

知道我也念佛，要知道我也學禪，要知道我也深入經藏，要知道，要知道，沒有一樣知

道，所以「是為佛教」，這就是佛的教導。這在講四果到三塗，四果的聖人跟到三塗的

地獄眾生，有十二品的死亡相狀，這個就是相狀的描述。 

對於菩薩呢？有這個菩薩的境界，就講變易生死。這個變易生死，可以講說在精神

層次的。你會常常覺得，唉呀！昨天的所有是是非非念念，今天有個重新的想法、看法，

這是念念的變易生死。對於所謂色身上面的，在三界中，不再是因為業力的牽引，而進

入到某一界，所以他這個色身的樣子，跟他的時間，也就是他存續的這個時間就不定數。

這個變易生死，講的是阿羅漢、辟支佛、跟大力之菩薩。因為阿羅漢他其實可以出三界，

但是並不是成佛，所以佛到最後有講到，阿羅漢要迴小向大，他還要來圓滿很多的。雖

然他沒有帶著世間的那些業力的牽引，因為他的這個無漏，但是最後他還是有變易生死

的。 

這個地方講這些聖者，「有無漏的有分別業為因，無明住地為緣，感招三界外，殊

勝細妙的果報身。」也就在法界中，一般來講，這些都是在佛的身邊，或是說在這個三

界之外，他並不是住在欲界，因為因緣果掉入欲界，或色界或無色界；而是他有相當的

自由，因願力，因願力在這裡、在那裡、在那裡，但他不是那一界的苦，這樣子。所以

這種果報就是變易生死，出三界的這種果報身，是由無漏的悲願力來改變，來轉過去分

段生死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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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是不是有很粗糙的這個色質身，還有眾生的主觀意識，意識結構的意識？所以

當死亡之後，就會有中陰身，就有中有的現象。如果說你的這些都已經清淨，已經體證

佛性，也沒有粗糙的這些欲望、這些習氣，就會轉變為很細妙、沒有顏色、沒有色彩，

壽命也沒有一個定數的這種變易身，這就是所謂法身大士。 

像有的人就是修行，諸佛菩薩相應的時候，他會有一些菩薩相應，讓他能夠直接去

感悟到菩薩的這種帶引、加持，那菩薩就是變易身，他是有一些功德力，但是還不至於

到成佛，所以中間這個過程是不思議的，所以叫不思議身。這個是由無漏的定力、願力

所助感、感得的，妙用而難測。這些身可以出過三界，它不是在三界的業報。 

但是這一些像世尊的話，祂是不是又到娑婆來度化眾生？但祂不是三界的業報，所

以祂不會停留欲界的欲望層次，也沒有欲界的那種受苦受報；那也不是色界，因為世尊

也是有到天界去為眾生說法，所以欲界色界，祂都不是那個果報，祂是自由的，所以這

些是由無漏的定力所轉成的。跟前面的分段粗糙的這種身是不一樣的，所以又叫做變化

身。這個都是我們長時在修菩薩道、修菩薩行，想要達到的這個無上菩提，這中間過程

就會有這個變易生死，中間就會有這個。中間會有變易身，所以談到諸佛的淨土的時候，

會講到就有不一樣的土。對不對？我們有一堂課特別對於念佛，你在這個過程的發生，

有一些概略性的說明。 

變易生死跟分段生死的差別，給同學介紹一下。分段生死的身，也就是分段生死的

這個身體，因為這是最粗糙的，眾生是因為業力的牽引，這是你有業，感召的這個色身，

所以它有形色的區別，受期長短是固定的，它有這個色身的樣子，你的生命有一些定業，

你也有固定的。俗語說：「閻王要你三更死，就不讓你活到五更。」這樣的意思，就是

有定數；這個變易生死是沒有定數，所以它的生命沒有定限。所以如果我們又心識念念

相續而變易，這種精神上面也叫變易生死。這裡講到如果以色質身的話，像這種變易生

死的菩薩，就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不是會有生死的想法、生死的智慧？這個地方就說你不要執著。有的人就執

著，我慘了！我慘了！慘了！我這下算命的說我會怎樣，算命的說我會怎樣，橫死街頭，

我現在就不要上街，有的是這樣。有的人說我會得什麼病死，於是他就很緊張的去保護

那個器官。有的說你有家族的什麼，差不多幾歲，活到幾歲，就很緊張很緊張，到那個

歲數快到的時候，就七上八下。這裡意思是說，你如果到大乘頓教門當中，就不要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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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的種種，這種知見。 

像這些大德，像六祖惠能大師，他也自己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他自己知道，自知

時日。修行到某一種程度，都自己知道，不一定完全知道自己會到哪裡去，有願力的都

知道，有願力的都知道；然後就是自己要往生願力的地方的景象，或是等等也會現前，

是都知道的。不是幻想，幻想不算的，幻想的是不算，有的人幻想，那個是不以為憑。 

所以這些來講，修行，真的世尊在說這是確實的，你有願力，那你會怎麼樣。有的

人願力會說出來，有的人願力是不說出來，對不對？就這樣子。說出來的，就是要帶引

大家一起走，這是慈悲，不說出來，一定有他不說出來的道理。然後這個上面，就是好

好修行才是真的，不要執著生死的知見，你執著這些知見，害怕生死，就沒有辦法在生

死裡看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