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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4》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裡面呢？所謂般若是什麼？當然大家也是多瞭解一點，給同學做些補充，說什

麼叫做智慧。這個公案是這樣的：有一個天皇道悟禪師，他在徑山禪師那邊參學五年，

五年不得悟。你會看有的參學二十年沒有開悟的，一般說五年，很久了。五年很久？不

久，參禪學道五年不久。他在徑山禪師那邊學五年之後，到處去雲遊，沒有突破，然後

他就慢慢雲遊到石頭希遷那個地方。 

以前的古大德比我們心胸寬闊多了，現在你如果說，師父！我要去哪裡。嗯！你欺

師滅祖，背叛師門。以前不是！以前的禪門，所有的那種十方叢林，師父！我在這裡參

禪沒有心得，我想去雲遊。師父說好！我幫你寫介紹函，你去參誰，你去參誰，因為我

無法傳授給你，我們兩個不相應。對不對？人家這師父他不會怎麼樣，他就給你寫，你

去。 

現在哪有這樣？你從台北要搬去高雄，你從台中要搬去新竹，你去哪裡，敢說嗎？

現在的人也是很不像話，去到哪裡就罵過去，橋都還沒走完，就拆橋板。這樣聽懂嗎？

人家說過河拆橋，有的橋未過，就開始在那邊詛咒，在罵，這不是塊料。怎麼不知道幼

稚園有幼稚園老師的教導，你的悟，最後一個是你的明師，他前面的加功用行，前面那

些師父的教導，難道都不起一點作用嗎？有吧？是不是？所以小心啊！當佛弟子，自己

知道不要過河拆橋，這樣佛門你走過的路，是不是每一塊都是爛泥巴？然後現在都是最

好的，最好之後又變不好了，這就不對，你走過哪裡都一樣，就要知道。 

再說以前的大德，是不是給你寫介紹函？去到那裡，你從哪裡來？這個有佛門的規

矩，然後你要請示，你們都怎麼參學，這裡的住持和尚就會說，我們這裡面的大眾，説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辦法來參學的，就是來契入佛性，我們每天的功課都怎麼樣。然後這

裡的和尚就會問說，那你在你師父那邊，師父都怎樣教導你？他說師父都教導我們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也要把師父教導我們的主要的意涵跟辦法說出來。 

有的一樣，就是大眾就說，啊！原來如此，是不是增廣見聞？是不是增廣見聞？雖

然你不能契入，這是自己問題，不是師父的問題。我們今天在輪迴，不是世尊的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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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的事。同意吧？是不是？我們總不能怪說，世尊！祢真沒有用，經書這麼多部，

我都不會開悟。這不是世尊的錯。 

那話說這個天皇道悟禪師，就到石頭希遷那裡，然後他就因為從那裡來，多少也有

學了一些東西。他就問這個石頭希遷說：「如果超脫定慧之外，請問你還能夠告訴別人

什麼？」其實他在問自己的問題，又好像在問他要給我什麼，這樣知道一語雙關？他說：

如果超脫定慧之外，表示他有一些定，他也體悟到一些慧，那你還能告訴別人什麼？也

是你超越了，你還能告訴我什麼？石頭希遷，石頭禪師就回答：「我這裡本來就沒有束

縛跟壓迫，談什麼超脫啊！」請問還要超脫什麼？就說沒有什麼超脫了，我這裡沒有，

意思是這樣。 

然後這個道悟禪師，他不滿意，你沒有指點我，你跟我說你這裡都沒有，這樣的意

思。他說：「你說這樣的話，教人怎麼瞭解，我是來參你的，你說這話沒有指點我。那

怎麼瞭解」？然後這個石頭禪師就反問：「你是否懂得般若真空？」因為我們這是第二

品〈般若品〉，你是否懂得般若真空？道悟禪師馬上點點頭，這一點我早有心得。他說：

「所謂真空不礙妙有，妙有不礙真空。」這跟那個夾山禪師一樣，很會對答，是不是？ 

這個石頭希遷禪師很失望：「想不到你也是那邊過來的人。」喔！他就不服氣，這

道悟禪師趕快否認：「我不是那邊的人，因為有了那邊，就有這邊。」你意思是說我有

來處，有蹤跡嗎？意思說我已經知道般若真空，這一點我知道，空不礙有，有不礙空。

這個石頭禪師很肯定的說：「我早就知道你的來處了。」他在假裝自己有多自在就對了。

對不對？我早就知道你的來處。 

這個道悟禪師這就槓起來，他說：「你沒有證據怎麼誣賴我？」聽得懂嗎？聽不懂，

他說你是那邊過來的人，他說我不是那邊的人，因為有那邊，就有這邊。意思說我不執

著，所有一切都是空，我四處遨遊，遍一切處，什麼都是清淨的。他跟他說：我早就知

道你的來處。意思說你還有來的地方，就是你不是像你所說的這樣，不是像你講的這樣。

你沒有證據怎麼可以汙衊我？怎麼可以誣賴我？石頭就哈哈大笑！我又不跟你槓，是你

自己卯起來。 

這禪師都很厲害，都讓人家跳腳，然後自己不跳。這個石頭禪師哈哈大笑！就跟道

悟說：「你的身體就是證據，那不是有來處嗎？」那不是有來處嗎？你從哪裡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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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那個事相，因為他著在事相上，他就就著事相說，你的身體不就是證據，就是有來

處。 

然後這個天皇道悟低下頭來想很久，他這一句話什麼意思？他開始在想，他開始在

想，想很久。然後他就再問，石頭希遷禪師說，你話雖然是這麼說：「來處自他來，去

處自他去。」我還是來處自他來，去處自他去，無所謂。空啊！這一切我不執著的。他

意思他還在表態，還在表態。然後就說：「我現在只是想要你告訴我，我們究竟拿什麼

去啟導後面的人？」我只是要問你，我們怎麼教後面的人？要怎麼幫助人家開悟？這樣

的意思。石頭希遷他就很大聲的，他說：「請問誰是我們的後人？」他說：「我們怎麼指

導後面的人？」「請問誰是我們的後人？」他嚇一跳，當下豁然大悟。 

聽得懂？聽不懂，聽不懂，只好解釋。為什麼呢？因為你看，這個天皇道悟禪師，

他學了兩把刷子之後，他認為他有境界，可是他要問人家說我們要，如果你已經超脫定

慧，有境界之後，你有悟開之後，我們怎麼去幫助別人？怎麼去告訴別人什麼？還有什

麼好說？佛性這個東西，它是自然的在這個裡面。佛法，佛法是自然流出，它不是我假

設，這個小孩子不乖，我明天一定要跟他說些什麼，說些什麼，你到明天都說不通，因

為那是你想的，那是你想的。 

真正開悟的大師，像這些的話，他根本沒有所謂我要度化眾生不度化眾生，而這是

他安住於清淨般若之中，般若真空，他沒有心思的。那眾生相應，他有這個悲願。悲願

是因為你的生命可以使用，你是清淨中。我們有俗諦、真諦，你的清淨法身，可是圓滿

度化眾生，這自然會相應。相應，不假思索，它沒有辦法假設的，那做所有該做的事，

一切圓滿，這是自然。所以在這裡面，他哪有設計好我要講什麼東西？他不會像我們還

要準備。對不對？因為我們不懂，那真正你懂的，你讀懂；不懂的，怎麼讀也不懂。 

這個地方他就是在問說，我們要怎麼教導後人？因為他有教導之心，是不是心中有

念？是不是心中有念？你在真正契入清淨佛性的時候，心中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

未來，沒有眾生，沒有我，沒有是，沒有非。那你如果說要幫助眾生，看得到他的是非，

用辦法是讓他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也不是在講一個特定的準則。所以這個石頭希遷跟

天皇道悟禪師兩個人談，你從那邊來，這是在講你還在生死裡面，你還看得到眾生。 

佛講啊！度眾生到無餘涅槃，而沒有一個眾生是祂度的。祂有度化眾生的這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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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可是祂的心中是安住於清淨之中。所要教導眾生的，引導眾生轉迷成悟，從凡夫到

佛果，這個中間祂沒有一個設計的，沒有一個什麼樣的內心的起心動念。所以他們在講

這邊、那邊，是在講生死輪迴中。 

那這個地方呢？天皇道悟他剛剛有經過深思，承認自己是沒有超脫，因為還在想要

問一個辦法嘛！你為什麼不回歸自性清淨，般若智慧現前的時候，根本就不用準備什麼

東西，他就自然流出。他本來相應的時候，就是自然這樣子，去讓眾生看得到，帶引他。

所以他有來處自他來，去處自他去，生死由他，這是第一點他強調的，而自己不自在。 

有的人說「無來無去無代誌」，你其實事情是很大的。那無來無去無代誌，一樣還

是廣欽和尚他自己而已。可是我們很多人就會耍嘴皮子，真正無來無去無代誌，那還真

的是無來無去無代誌，不是我們用嘴巴說的，沒破就是沒破，這關卡沒破，所以他第一

有這個。第二點、他掛念有前後，他掛念還有後人，我怎麼樣來幫助後人？你掛念後人，

生生死死，自己還在生死間，你還不是一樣是後人？ 

來！同學參一下，我們自己如果在生死生死之間，你是不是就是後人？你後人還掛

念後人，誰是我們的後人？所以他問他，誰是我們的後人？你自己就是後人了，還在問，

你有什麼資格好掛念後人，然後帶引後人？你本來就是無限的往後，叫輪迴。所以是不

是要放下？你沒悟開之前，你沒有真正徹悟之前，心中總是在得失間，他不自在。所以

佛教的主旨，是在引導眾生轉迷成悟。迷，那麼就是在輪迴裡轉身，在輪迴裡投胎轉世；

悟的話就解脫涅槃。所以迷跟悟，是不是一體兩面？ 

剛剛有講，繩子沒變，馬路沒變，你沒變，那個悟點不一樣，這不是智慧就是變煩

惱？那如果你明白之後，是不是煩惱即菩提？對不對？所以這跟別人都沒有關係。接下

來。 

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 

當然這是一個開場白，他說：「我現在來為諸位，這個在座的大眾，說這個摩訶般

若波羅蜜的方法，也就如何契入的重點，使令大眾可以個個得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也

就是這個般若智慧。大家要專心的聆聽，好好的體會，就是「志心諦聽」。好，我來為

大家解說。開始了，所以這個惠能大師他就開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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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

見性，終無有益。 

這個地方他就尊稱大眾是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很多人修行的過程，就講

說我們要有般若的智慧，來觀照一切，這個是在客觀的條件之下，是非不在自己身上的

時候，理性存在的時候，常常會用這樣子的語詞，來做一個完美的註解。但是如果有些

時候不是自性般若，卻不能夠真的認識自己本性中的般若智慧，就好比是說著食物，但

終究不會真的有飽足，就是「猶如說食不飽」，如果只是嘴巴上「口但說空」，歷經萬劫，

還是一樣「不得見性」，不能夠見到自己的清淨本性，終究也沒有什麼益處。 

這個就像說有些時候我們會去讀一些比較說了義般若智慧的經典，但在這個經典的

讀誦，對自己來講，只是文字，不盡然在這個上面有什麼樣的體會。那這個地方呢？每

個人在修行的過程，當然知道菩薩六度，就是到彼岸的六個德目，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前面的五度都是為了要達徹見清淨本性，般若自性，般若智慧現前。這裡

面要有好多好多的自己修行的過程。 

但在修行的時候，基礎上就是在萬象生滅法當中，匯歸去瞭解空性是什麼，空的體

會。如果這個空的體會，第一個這個點沒有摸到，你能夠真的般若智慧現前嗎？是不行

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口但說空，但是所有你的思想行為還是用染著的，染著的知見，

染著的想法，那麼是不可能見性的。所以第一由假要入這個空，才能夠在空中，空的狀

態之下，知道我們外緣的所有一切，六根對六塵，所有你看得到的山河大地的這些，其

實這些緣起性空。 

你能夠放下內心的這些是非，前面有講不思善不思惡，你能放下這個，空性，空的

道理是親證。親證而內心是空的，空的不是傻傻什麼都沒有，而是沒有是非的實相。它

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描述，來說所有一切你所理解的全部。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相

應於所有一切，你的般若智慧才會現前。這裡面有好多好多的做法，好多好多提攜我們

的重點。六祖惠能大師繼續說。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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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他就說了，他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這是西方的梵語，也就是印度當時

世尊所使用的語言；翻譯到我們這邊的話，意思就是大智慧到彼岸，也就是到彼岸顯現

出來的大智慧，這個是東方西方語詞結構的不同。「此須心行」，這是必須要你心裡心法

去實行的，才能親證，它並不是在外界，你可以拿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並不是在口裡唸誦，嘴巴唸一唸「摩訶般若波羅蜜」，光是這樣口裡唸誦，而

心裡不去實行。如果你不去實行的話，不可能發展出能到彼岸的大智慧。外界的一切生

滅現象，一切有為法，就譬如像幻影、如化人、如朝露、如閃電，瞬間即逝，這只是剎

那剎那之間；如果我們只是嘴巴這樣說，而心裡沒有真實的這樣去瞭解。這樣去清楚它，

去瞭解它的空的道理，親證它，則心口相應，如果可以做，則心口相應，本性就是佛。 

其實迷悟同源，就前面的迷悟不同，迷悟也是同源。相狀上看起來，迷悟不同，事

實上我們以心法來講，眾生都有清淨的佛性，就在你一念之間，現前一念間。所以「離

性無別佛」，離本性之外，沒有其他再來說佛性，也沒有所謂其他的佛的存在，諸佛都

是一樣的。 

這裡面古德有個四句偈，他說：「湖山倒影水吞空，鷗鷺忘機萬境融，不用深深埋

暗箭，活人全在死人中。」這個不是在講我們的輪迴，活人原來他以前累生累世死好多

次，所以現在投胎轉世，不在講這個。他說我們在看所有的山河大地，所有物質界的東

西，那你在看這個的時候，都知道其實它本自清淨，那是因緣法，所以在這裡面呢？其

實是畢竟空。 

你不用說看到的環境，有的人就，唉呀！飄雪了，怎麼樣的那種情緒，詩詞歌賦就

馬上造作一番。你也不用在很多的世間現象裡面，哀嚎痛哭不已。我們可以瞭解它的因

緣法、它的因果。起身，清淨中起身，去參與，去改變，讓所有的人能夠不再犯無明，

那麼這一些都會自然，會消弭掉它所謂負面的東西。 

那我們看所有的一切呢？這是能感悟的心，能感悟，所緣之境，這些心王、心所，

這些萬境融，要所有一切，你都在這裡面去瞭解之後，通通可以不住、不著、可以不取。

那我們修行的人，常常就在這裡深深的埋暗箭，這個事情到底是什麼道理？然後要瞭解

一下天文，瞭解一下地理，我要瞭解一下人心在想什麼，他現在怎麼在讀我，我現在怎

麼在讀他。人常常在作這樣的遊戲，全部在想像自己在別人心中的樣子，也常常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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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放到自己的心中來細細品味，於是成立了知見，這個般若智慧不會現前，

因為這個都在玩自己意識的遊戲，這是一個很愚癡的做法。「活人全在死人中」，這個活

人是徹見本性，而這個佛性顯揚出來；這個全在死人中，就是妄想雜念，所有一切大死

一番，這樣的意思。 

那麼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證得空性？我們為什麼在空性之後，沒有辦法發展出般若

智慧？就是有一個次第的。那次第的修行，要不思善不思惡，真的親證空，這上面要有

一些自我內心的運作。如果說我們多聞的話，那阿難最多聞。阿難在楞嚴會上，還是跟

世尊對談一番。世尊說：「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果你多聞，而是沒有

拿來修的話，你跟不聽是一樣的，甚至於更糟糕，你會有法執。 

我們所有心中其實所放的東西，每個人當下所放的，就是你所看的物質界現象，你

所感悟到的精神層次、內心的覺受，還有跟你應對的這些人，這些語言、這些所有的等

等。那這些如果你能夠知道，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而能夠不執著它，真正放下，真正

讓你的妄想雜念大死一番，這個時候就可以徹見本性。 

我們一般來講聽經聞法，誦經持咒，這個是要開啟，從文字般若，開啟我們的觀照

般若，最後證入實相般若。那有的人，他只是留這個文字相，所以「迷人向文字中求，

悟人向心而覺」。真正能開悟，能夠徹見本性的人，他是從文字而拿來心的使用，那是

一個指標，指月之指，它這是教導我們的辦法。所以悟人呢？他是從心而覺的。 

「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所以迷的人他修這個因，等待這個果，這是漸

修裡面一定會有的；但是佛陀或很多大德又告訴我們另外一句話，不用結果，不問結果，

你只管好好耕耘。但是如果迷的人呢？他就認為我做這個事，就是因為那個果，倒果為

因，我為了那個果來做這件事。 

祖師大德告訴我們有因果，沒有錯，可是他要告訴我們，不是為了得那個果，而是

我們現在已經在果，不要幻想未來的果，那是未來心。我們現在生命現場裡面，所有的

因緣、煩惱等等，這已經是果，你不用再幻想以後有一個什麼樣的好跟惡果，所以你知

道它的因是什麼，你現在要泯除那個因。 

由這樣的角度，你就能夠很清淨的從這一刻開始就正確，就不問那個果，只管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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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修行中，所以這叫因地修行。那如果你有所得心，修因待果，是為了期待那個果，

你就一直心中放著那個果，所有所做的因，其實是動念的，差異在這裡。他是動念的，

我為了那個果，所以我來造這個因，這個是有所得心。所以你會選擇，就會選擇性的，

什麼，有它的答案；什麼，沒有它的答案。大小、對立、是非，這些頻頻就會讓你內心

起心動念去衡量它，它沒有辦法真實的在在處處自由自在；而只問耕耘，因為這是不漏

失的，這才是全面的。 

世間迷的人，他在所有裡面，就執著了這個物質，物質跟我的關係，執著這個物質

跟我的屬性，它是我的。跟我的關係，所以要守住，守住這些我有、所有的一切關係法，

這都是為了自我保護。悟人般若應用現前，但是體解大道，悟的人他不是在這種生滅生

滅的東西上面做文章，他本身是用清淨的法身慧命現前，這樣去過日子。 

那你說他其他的物質這些上面呢？他本身如果你悟到某個程度，自性產生出來的

戒，那個戒體，那個清淨的戒體，那清淨的戒體，不用外求，不用外來，你本來就知道

應該怎麼辦，它不會去擾亂，也不會再有顛倒錯亂的行為，就像佛，還有很多所謂的法

身大士。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是要知道，我們常常用錯方向，在表徵上面的物質與我的關係，

執著放不下，而不瞭解在這裡面一切是因緣法，它是空的。然後在內心裡面呢？離所有

的這種執著，不管你有形的物質，無形的感情、身分，你個人所瞭解，擁有的點點滴滴。 

 「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所以在這裡面，我們要怎麼在這

上面，好好的去做這個功課。在《楞伽經》裡面又有講：「觀諸有為法，離攀緣、所緣，

無心之心量，我說為心量。離一切諸見，及離想、無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為心量。」

很容易懂，等一下就執著這個空，這個空我不管啦！等一下又執著這個有，這種我不認

同，我怎麼樣；或是有這種物質，而沒這種現象，這還是一種在中間、兩邊。「智人見

性 了相靈通」，他知道嘛！這些一切的萬象，不過是個因緣法，內心因緣結構而產生的

一些情緒反應，或是每個人的現況中的一切，這個也是一種心意識的造作。 

「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乾慧，有的人就是這樣子，他有一些空的體會。

之後，他就會常常在有裡面，他就說這個是沒有的，我心中沒這麼想，就沒這回事。那

有些現象呢？我沒有看到就不算。所以他只是會在辯解，常常在辯解有跟無之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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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1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這是乾慧。這個時候最會辯，最會辯，其實不過是在強調一個知見。「大智體了心泰」，

大智慧的人，你要辯，你贏，你要怎麼樣執著，他也不會怎麼樣。他也不會多塊肉，也

不會少塊肉，也不會有什麼樣，所以他這個裡面，是平靜的，是泰然的，安泰的。 

「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這個在講菩薩，

「菩薩觸物斯照」，菩薩呢？只要因緣法這一切現前的時候，他馬上智慧現前，般若智

慧現前，就照破，實相現前。那聲聞乘呢？「怕境昧心」，他只要看到某一個境呢？泯

滅了這種清淨的心，有些時候是用斷滅的，有些時候安住在自己偏執的空境當中。「悟

者日用無生」，那真正體悟，真正徹悟的呢？在日用當中，他沒有生滅生滅心，也不會

執著生滅生滅相。「迷人見前隔佛」，而迷的人呢？只要任何的一個現前的時候，就不是

清淨佛性的運作，他本身就好遙遠好遙遠的流轉去了， 

這裡面就是要讓我們知道，這裡面是真的有功夫，真的有功夫。《楞伽經》裡面講 ：

「心外見法為外道」，如果你只在外界看的這些，然後內心就起來批判，對、非，怎麼

樣，你心中沒有辦法平靜，這是外道。「如果悟得自心本性，就是菩提涅槃，離一切生

死故。」這個生死我們姑且不論，就生命，一期生命的結束，我們在講念念的生死，心

中是非的生死，來來去去，生死二字，不要狹隘規定於說，是在講我們的生滅的現象。 

這裡面我們來看古德，古德他對於我們佛性的這個東西，他是如何的自在的去運作

它。那真正般若智慧，不是所謂我們可用說的說出來。這般若智慧展現的時候，它有時

候是逆向的，它只是這些大德展現出來，就是讓我們去看到我們自己現在的狀態。接下

來。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

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

土，盡同虛空。 

這個就要談到什麼叫「摩訶」，就是大的意思，離攀緣跟離所緣。「無心之心量」，

如果你今天心中有一物，你這個心中有一個範圍，有一種標準，你就是談到一個心量，

就匡了一個匡。那無心才是真的心量，這個無心並不是說，我沒有運作的功能，而是你

沒有所得心，你沒有限制。這個講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如佛一樣的這種廣大心

量，但問題我們沒有證得，我們沒有證得。那如果我們證得的話，如來實證的心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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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六祖壇經 1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是廣大如虛空已，無量無邊，無邊無際，就是沒有一個邊緣。 

這個地方就是講的，我們修行人，或是在學佛的人，我們每天很簡單的，就讀讀自

己的心，就讀讀自己的這一顆心，你能夠真的在所有的一切都納入嗎？你能夠接受所有

的一切嗎？我們今天報告新聞好了。如果報告新聞有一個殘忍的，有一個殘忍的盜賊，

在搶奪之餘呢？還可能造作了殺人滅口，像這些，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你能夠接受這

個盜賊，也能夠接受這個事實，也能夠接受因，也能夠接受緣，也能夠接受它有果，也

能夠接受這個盜賊有佛性，可以得到啓發；這個被殺者，有他的輪迴，或是有他的契機，

可以在某一種狀態之下，得到啟示，而放下所有的仇恨。 

也可以接受這個世界，它變化的成住壞空；也可以瞭解所有眾生在萬象當中，每分

每秒世界的各處，所有的一切裡面，都有不可說，不可心思口議的一切現象正在發生中。

所以你這些都完全都能夠瞭解，瞭解而不產生仇恨，不產生怨懟，不產生詛咒，然後心

是平靜的，是空，體悟這是空境，內心自己不思善不思惡，之後又能夠發展出般若智慧。 

我們能夠從哪一個角落，哪一個自己現在所處的這個角落，這個當下的因緣中，如

何將清淨的身口意，去做最正確的事，讓所有的一切，能夠同時前進、熏習、擴展，把

自己的心量包容一切。如果你可以在任何的一個事件的背後，在任何一個現象裡面去讀

去看，能夠證得空性，也能夠開發無量無邊的這樣的一個心量，那麼成佛就快了。 

我們眾生為什麼每天都有好多情緒？因為那個範圍是窄的，鎖在自己的方圓大小，

你、我、他界別，青黃赤黑的比對，喜好的揀擇，上下、長短裡面的較量，瞋恚、歡喜

裡面的取捨，是與非的批判，善惡概念的成立，頭尾的期待跟要求。所以眾生就在這裡

面玩遊戲，只是在外界的這些東西上面。一切的佛國淨土都一樣等同虛空，而心量無量

無邊，這就是我們可以修的一種辦法。你可以從自己的心量裡來檢覈，你可以從自己的

五蘊來看到波瀾，就這個五蘊的素質，情緒的素質裡面，去看到自己能不能不思善不思

惡，就自己所執著的這些境界裡面，去看到心量的大小，這都可以。 

那再講虛空，這個虛空，為什麼很多經論裡面都是用虛空？虛空是一個譬喻，它有

五種意涵。
1、
第一種是用虛空來譬喻廣大無邊際。

2、
第二個用虛空來譬喻它的恆常，就

是虛空譬喻它沒有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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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是在譬喻無礙，它沒有障礙。世間之中，無障礙處，名為虛空。我們這裡

算不算虛空？虛空不用說，你仰頭才看到虛空。很多人就會不瞭解虛空是什麼，你就處

在虛空中。你是不是就處在虛空中？我們兩個牽手，我們兩個手牽手靠在一起，我們也

是在無礙的虛空中運作。你的所有一切都是虛空，只是我們不認識。你今天可以挪動，

是不是在虛空中挪動？你不用仰天看虛空，那個是為了要擴大給你瞭解，所以我們是在

空中立有。對不對？那這個是在講無礙。 

4、以虛空，是在譬喻無分別，也就是沒有親疏遠近、愛憎的差別，所以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我們也在虛空中長大，對不對？你小時候生出來大概四十公分，現在一百五、

六十，五、六十，七十，八十，是不是？然後到底來來去去，有真的來去嗎？有真的大

小嗎？好，這一期生命結束，一把火燒了，也不過幾兩灰。是不是？又是幾兩灰而已。

然後呢？融入了，融入在這個法界當中，以一種不存在的相狀而存在。如果有中陰身的

話，是比較一個不一樣的存在而存在。然後結果呢？又重新組合，因緣和合的時候，又

有一個新的段生。你沒有辦法真正融入，沒有辦法徹見空性，沒有辦法在生死當中，不

再結構那樣的意識，那樣的八識。所以在虛空裡面它帶給我們的，這是佛經裡面要告訴

我們的舉例。 

所以虛空它沒有父母、壽命，「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虛

空。」這虛空裡面，還有時間空間？你這個虛空，請問虛空，你住在瀋陽路三段一百三

十四號多久了？這個虛空跟所有的虛空，都是一樣無言，都是一樣沒有壽命，沒有父母。

我們再問一句，諸法一樣，你自己的這個生命也一樣，請問你到底活多久了？你不要說

你民國幾年生，請問你真的活多久了？年紀老邁了，還是出生嬰兒，活人全在死人中。

到底你是活還死？相狀上有生死，佛性上，佛性上從來沒有失去，可是摸不到，所以又

像死，是不是又像死人？？對不對？可是你又會罵人，又會吃飯，又會走路，又像活人。

活不活，死不死，那是在相狀上的生死。真的活多久了？從來也沒有死過，可是又沒有

出生，這讓大家自己好好去感悟一下悲戚之情緒。 

5、
虛空還譬喻能夠容受，譬如虛空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這個就是講諸

佛剎土，盡同如虛空。我們在讀所有的經典裡面，有講諸佛剎土、佛國淨土，可以容納

多少多少聲聞？多少多少菩薩？無量無邊，不可數不可數。對不對？因為全部契入等

同，就是這樣，它哪有一個範圍？我的國土多長多大，你如果不小心，我們這裡住滿了，

你剛好掉出去。會有這樣嗎？它是在講一個理體，它是在講這個法性的東西，它在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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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性的東西，它並不是在講一個實質上的用尺來量，那個方圓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