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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5》 

             印可法師宣講          

有個公案是青梅子的公案，大家聽聽。有一個耽源禪師，耽源禪師有一次他就提了

一個籃子，要到方丈室去。在要走進去的時候，他就碰到慧忠國師。這個慧忠國師就給

他叫住，他說：「你拿那麼多的青梅子要做什麼用？」因為他籃子裡面放了青梅子。青

梅子知道吧？青的梅子，酸的那種。耽源禪師就講說：「我這是要供養諸佛菩薩用的。」

這青梅子，供養諸佛菩薩用的。是啊！寺院，你只要摘了任何的果實，我們都不是可以

隨便拿來吃的。任何一個東西，掉到地上的果實是完好的，食物都是要先供佛。 

那這個慧忠國師就講：「那麼青的梅子，還沒有成熟，吃的時候又酸又澀，怎麼能

供養？」這個慧忠國師是國師呢？大智大慧，大開悟者，他還會去分辨，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對不對？他根本就不會起這種知見，他也不會去說又酸又澀，因為你要怎

麼供養就去怎麼供養嘛！那你有一片赤誠的心是有的，他不是不知道。可是他會說這個

話，這個話的時候，如果你落入話的表面，就會想說你堂堂一個國師，我要去供養，我

不是這個運心嗎？我這個普賢菩薩運心供養就對了，你還嫌我這酸的還是鹹的，佛祖會

嫌這酸的或淡的嗎？世尊是不會，諸佛菩薩是不會嫌這個的。 

但慧忠國師他是要幫助這個耽源禪師，他並不是真的是在挑這個梅子，會懂的人就

懂得他真實的道理。我們不懂的就著在相上面，要供個佛就碎碎唸，一下酸的，一下鹹

的，那是你在執著，佛祖不執著，我也不執著，著相就會這樣。是不是？佛祖哪一定要

吃哪一牌的，那是你講的。其實慧忠國師不是要講這個。 

然後慧忠國師說：「又酸又澀怎麼能供養？」耽源禪師就講：「所謂的供養者，用以

表示誠意爾。」所謂的供養就是這個運心，這個心供養十方嘛！所以我們為什麼吃飯的

時候，第一口白飯：「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以外，「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

中間一口，「誓度一切眾生」。為什麼？就是運心嘛！讓你發展出那個寬大無為的心量。

那耽源禪師他回答，一定是這樣回答。 

你看這個慧忠國師，這個時候他沒有什麼我相、人相，他不會去為了要維護一個我

是國師，如如不動，什麼都與我無關。他就說，他說：「諸佛菩薩，是不接受如此酸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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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誠意，我看你還是供養你自己吧！你不要拿去供佛，供你自己就好。」這算不算一個

國師說出來的話？當然不算。因為他所要指的不是這個東西。當我們如果不懂得眾生，

就會想說，他心口不一，堂堂一個國師，連這個梅子，連梅子這個什麼東西，你看這個

人做文章。對不對？ 

但是所有的古德的這個禪師們，他不怕你怎麼想他，他不怕你怎麼在這上面去做文

章，他要你去徹見自性。但是所有的機緣，所有當下的契機也能就物、就心、就所有的

理論、就你的思想來作為一個，來作為一個契機點，接引你的。耽源國師就說：「我現

在就已在供養了。」意思說，我的當下一念，是不是遍十方？我已在供養，心、佛、眾

生三無差別，何必那麼計較呢？「國師你呢？」意思你用什麼來供養？我還有這個供養

的心，還有供養的形。那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我就是看到所有一切無差別，所以

梅子也是一樣清淨啊，籃子也是一樣，然後諸佛菩薩在我的心裡都是一樣。這是不是只

是在強調文字？這在強調文字。 

然後慧忠國師他就回答：「我不如此供養，我非常認真計較，我要等梅子熟了才肯

供養。」你看這個人已經有夠顯示他的，他的那種鑽牛角尖。他說我不是如此供養的，

我是非常認真計較，一定要熟了，又酸又有汁，我才供養。這個耽源禪師他就問他：「國

師！你的梅子什麼時候才成熟？」因為你要等到那個時候，說實在他如果會回應，就回

應他說：國師！我都不曾看過你種梅子。對不對？他說你什麼時候才成熟？慧忠國師

說：「其實我的梅子早就熟了。」開始接引的契機出來，其實我的梅子早就熟了。 

我們一般眾生在這裡會可以抓把柄，自讚毀他。對不對？一般是不說破的，哪有說

這些話，可是這是行話，這是在契機相應，二者之間的對話。那你要不得悟的話，沒辦

法，你可以找一百個碴。他說其實我的梅子早就熟了。耽源禪師就說：「既然早就熟了，

國師為什麼不供養？」我是拿酸的去供養，因為這是園子摘的，你的梅子早熟了，為什

麼不去供養？ 

然後這個慧忠國師說：「因為我喜愛梅子，留著它，不隨便給人。」這聽起來實在

有夠奇怪，原來國師，堂堂一個國師見過空性，一切物不著，一切什麼都不著的人，竟

然說因為我喜愛梅子，我留著它，不隨便給人。你要從這個時候產生一個很大很大的疑

團，他產生一個很大很大的疑團。誒！他是一個悟者，還會這樣嗎？然後他是個國師，

原來他的梅子都藏在床底下自己吃。是不是？是這樣嗎？那慧忠國師就這樣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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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耽源禪師他已經落入這個情境當中，他就說：「國師何必那麼慳貪，好的東西，

如果有慈悲心的人，願意與人分享，你何必那麼慳貪。」好的就要與人分享，我們就要

有物、有好東西要大家一起分享，這是不是落在事相？是不是思善又思惡？是不是這

樣？ 

其實禪宗、禪師在接引眾生的時候，他會給你攪動，他會攪動你的是非心出來，然

後再讓你返讓你照回去，他用法就是這樣用。可是這個慧忠國師跟這個耽源禪師一定很

熟，而且在這個裡面，耽源禪師是不悟的，慧忠國師是悟的。可是他在使用這個妙的地

方，不是我們外人任何可以從一個公案裡面，去瞭解他們當時的結構，他們本身的信任

關係，他對法使用的，能夠把這個辦法拿來使用的，那樣的一個功用力，這個要慢慢去

迴光返照，他就這樣說，他說有慈悲的人，願意與人分享。 

慧忠國師又馬上從有轉空，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才是好東西。」這個時候他就要

回復再講，我不思善不思惡。剛剛是不是講思善思惡？因為你已經落入思善思惡，我就

比你更思善思惡。所以禪師的表態，他一下是大魔，一下是佛。有辦法瞭解嗎？他是幫

助你去看到你自己。這個時候他是說，我不知道什麼才是好東西。耽源禪師，馬上有一

個好大的疑團，就是青梅子啊！因為我要拿青梅子去供養，你說那又酸又澀；然後我問

你，你有沒有？你說你有；你有，叫你拿出來，你又說你要留著自己用；那問你說什麼，

如果你有這種好的東西，你要跟人家分享；他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好東西。 

你剛剛明明講，要甜了熟了，才是好東西，才可以供養；現在說什麼是好東西我不

知道。他是不是從有再轉空？然後這個時候，耽源是不是起了很大的疑團？對於你所說

的話顛來倒去，顛來倒去。這個時候，他這個時候的一個疑團在。然後慧忠國師就再補

述，他補述的時候，他就要跳開物相，跳開我們對於這個物的執著，內心價值觀，是非

的對立，然後迴光返照。 

這時候慧忠國師就說：「如果好的東西是青梅子，更應該好好珍惜它，不能隨便給

人。」又回到什麼？慳吝，他又回到慳吝的現象當中。但是這個時候，這個時候耽源，

耽源就開始要在這上面，腦筋裡有一個迴旋，可是嘴巴，我們一般來講會直接，直接還

是在這個語言裡面去跟你對。耽源就說：「我說不過你，你太吝嗇了。」因為他回到什

麼，他回到慳吝。他是不是又回到慳吝？所以耽源是不是被他牽著鼻子走，又回到慳吝？

所以他說：「我說不過你，你太吝嗇了」，這一句話說完，是不是就是應該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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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忠國師繼續追打，禪師厲害在這裡，他說：「吝嗇的應該是你，可不是我。」這

要是耽源一定會氣死，我要拿去供養，你沒有東西供養，還說你的熟了，要留下自己用，

你才沒有供養人家；然後你又說你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然後如果你有的

話，你要留著，好東西要留著自己用。奇怪？顛來倒去，是不是？是不是一般會這樣？

你著相上的人，會不知道跟這國師講話無厘頭，吝嗇應該是你，可不是我。這個時候耽

源就會迴光返照，我哪有吝嗇？我哪有吝嗇？內心是不是這樣？然後你才吝嗇。 

當你這個瞋怒，或是非心發展到極高的時候，如果你有禪修的經驗，當你發展出來

的時候，你會發現，我怎麼這樣？我怎麼這樣？是非心、計較、分別、執著，當下放下

來。可是他要在放下來的時候，慧忠國師又補述一句：「青梅子還是留著自己用，不能

隨便給人，那才是真的慈悲。」這個時候他又要強調，你要留著自己用，他還要肯定，

他要肯定青梅子留著自己用，不能隨便給人，那才是慈悲。這個時候耽源於是言下大悟。 

他為什麼開悟？這裡面是因為我們這個也是帶引同學你去做思考，你也可以有不一

樣的瞭解程度，像這個公案，每個人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進入，但是絕對不是當時的狀

態，我們只是描述他發展的內心的這個曲線。他說青梅子還是留著自己用，意思是說佛

性的清淨，它不是在外放的，它不是在外放的，那它也沒有可以來去的東西，它也沒有

可以取走，也可以拿出去或是還有沒有，那是一個常住的。 

這個耽源他在想說：「吝嗇的是你，然後不是我，可是青梅子又要留著自己用。這

青梅子到底是什麼？不能隨便給人，你說心不要在這個外面外界上面這些，這些上面去

著相。」因為他那時候的情緒是不是高張了？被他帶是、又非、又空、又是、又非、又

慳吝，在帶這樣，那最後青梅子代表什麼？代表佛性，對不對？代表清淨的自性。這樣

聽得懂？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是一個心的運作？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會起觀照力的人，你在任何一個人事物相處的時候的一個衝突之

下，你就會看到心的波瀾，五蘊的波瀾，你不是要追著事相，你是要去反觀這個波瀾，

內心的這個是非情緒，這樣子你就能夠慢慢，這個就叫心法。你不著外界的生滅，而內

心在做功課，這個才能夠放下，才能見空，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故事裡面的青梅子，它還沒有成熟，所以稱為青梅子。然後這個耽源，用沒

有成熟的這個青梅子做供品，所以看起來慧忠禪師，慧忠國師是給他一些意見；可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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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慧忠國師帶帶帶，他就要告訴他佛性這個東西。如果你梅子沒有成熟，表示你的清

淨沒有現前；那麼你在外界所做的這些事情的時候，就像說酸澀無比的是非，對與不對，

這樣在一切裡面，還是有所謂起心動念的東西。 

那他跟他講，青梅子如果成熟了，那就是要表達，表達任何一個修行人，你要好好

的去照顧，你要好好去照顧你這個清淨的自性，你不要讓它一天到晚惹好多好多是非，

不要覺錯了，你要好好的照顧它，讓它成熟。讓它成熟的時候，就可以供養所有一切大

眾，而沒有真實供養的相狀；能安住在清淨中行一切，那才是真慈悲。那你自己是不是

保留？根本不可能給出去，佛也沒有給我們，如果有的話，佛早就被眾生碎屍萬段，每

個人給祂拿一樣東西，祂早就，對不對？他不可能拿得到。所以這個見性成佛，要見性

成佛，是這個禪師，就是慧忠國師要幫助耽源禪師的最大目的，要讓他見性成佛。所以

這個地方講的是不是？我們不可以只是口念而心不行。 

各位同學！如果說我們《六祖壇經》讀一讀，你的心法會用了，你每天都有好多的

契機可以悟。如果你有五蘊的話，你每天都有好多契機可以悟。你有好多的想法，你有

好多的不滿，你有好多的是非。那這個所有的裡面，我們當然還會有一個工作準則，生

活準則。這些工作跟生活準則，其實任何一個辦法，都是可以用的，它沒有絕對是非。

在這裡面，什麼是最適合當下的這個狀況，去處理它，那就是叫對。那你心中留著是非

善惡的想法，就是屬於你的青梅子，那是又酸又澀的意思。接下來。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世人妙明覺性，本來也是這樣，它本來是什麼都沒有的，是空的，沒有一法可得。

清淨的自性、真空，其實也是一樣這個道理。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都沒有發現，自性真

空亦復如是。事實上清淨的自性，它本來也什麼都罣不住的。那我們人就是一個錯亂，

硬要拿東西放到心上，然後每天細數它，那個人對我真的很過分，然後快要忘記的時候，

趕快努力再加強它，我如果沒有報這個怨，沒有報這個怨，我就不是人；隔一陣子，還

要再複習一次，就是怕它忘，硬要記住它就是了，就自己要跳到那個泥沼裡，然後每天

用泥沼來洗身體，這是一個非常顛倒的行為。 

如果你任何的五蘊，任何的這些放不掉的東西，反觀覺照說，這個情緒的東西如空

華，執著的這些是生滅法，這事情、事件、生滅法，早就過去了，我過不去，我不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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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不是自己不給它過？那有些時候我們看別人過不去，自己過去了，然後這裡面修

行就會發展出懺悔、圓滿、因果論。如果他也過去了，你也過去了，兩個哈哈大笑而已。

但就是因為有這樣，所以我們會延展出很多處理的末端要處理的東西。 

我們不是說沒有因果，但是這個時候，我們要先把這個虛空一樣的清淨自性，讓它

安住，顯露出來。顯露出來之後，你所有爾後面對的東西，該處理的都會圓滿，因為你

不是遁逃。般若智慧現前之後，你絕對不會逃，那是凡夫才會怕，才會逃。「下輩子不

要再遇到他」，絕對遇得到，這個都是一種自我的，自我在內心裡面強執它。你不管用

正的、負的、用什麼樣的心念，其實就是溫存它，執取它。 

如果你瞭解，其實諸佛剎土盡同虛空，自性真空，那麼這一切裡面還真自由。那也

不是說大魔，說大魔說這所有一切，那是他自己想的，那都與我無關，也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話，也是造作萬端，最後是進入地獄當中。因為像這種修行的襌法，它有一

些放空，放空，有的人他會用放空來逃避；那有的人真的徹見空性之後，素法身裡面不

起作用，不起作用，所有外面的因緣，是都不圓滿的。如果還有一個邪慢的，自以為是

自己功德，自以為自己能夠三千大千世界一口氣吸光，當然這個有一個偈子，我是用簡

單的話，它是說「六道粉碎、虛空粉碎」，用這樣來自許於自己剎那，剎那的體悟，這

是危險的。它要一直是恆常的，因為這虛空之意，它也有無邊際、恆常之意，所以佛是

常樂我淨，祂這個地方不會再顛倒回來。那我們慢慢還是繼續瞭解，接下來這一段就要

講，這要講。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 

這個地方六袓惠能大師又繼續告誡在座的人，說不要聽我現在在說這個空，你馬上

就住在著這個空。第一莫著空，不要執著空，如果你讓這個心空無一物，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沒有的，那個是起心動念，所以都是沒有的。你空掉這所有，一無所有，去否

認一切的存在，然後讓內心什麼都沒有這樣去靜坐，這個就是執著無記空。 

所謂的無記就是非善非不善，因其不能記為善或惡，所以稱為無記。在襌宗講，這

就是一個黑洞，有的人就是指襌修就是為了讓自己不起心動念，什麼不思不想，然後享

受那個空茫的輕安，智慧也沒現前，這叫無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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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講空，有的人就開始否認空，你在說，你昨晚夢到了一件事情，你跟他說，

我昨天晚上夢到一個事情。啊！沒有那回事，那空的，空的。要不然你把夢拿出來啊！

你看，你拿不出來嘛！所以它是空的。聽得好像是真的嘛！對不對？然後如果有一件事

情，你有一個感覺，有一個體會，他說唉呀！所有一切境界非境界，是真境界，是空的， 

不要再講這個。那這個就是你以空來解釋所有的一切。 

那如果你有習氣，每個人有習氣，有一天你犯了什麼習氣，人家說：唉呀！你做了

些什麼事。他說：空啊！我心都沒有起心動念，所以我沒做。在別人的有，自己要解釋

別人是空；自己的有要解釋，我沒有起心動念，所以我是空。這個叫大魔，不是達磨，

是大魔，對不對？這個是著空。那有的人是著有，凡夫是著有比較多，修行到二乘人的

時候，那時候是空，我沒有看到，不算，就沒有。 

我舉個例子，有一天有一隻狗，有一隻狗，牠就是寺院這很多野狗，都會跑去寺院

那邊，然後久了就變成常住狗，常住在那裡的狗。有一天晚上，那個外面的野狗就一直

吹狗螺，就在那邊嚎叫，嚎叫了兩天，那兩天。有一天在做晚課的時候，這個常住狗就

往生了，就往生，往生在車子的下面，車子的下面。這些常住僧他們就做晚課，做晚課

下殿之後，就各自回寮房有些事情，有的人就繼續在做功課。 

其中有個僧眾，他繼續做功課，念佛號，念阿彌陀佛！他就念念念，念阿彌陀佛！

於是外面就有，耳邊，大家不知道這隻常住狗往生了，因為牠是往生在車子下面，大家

不知道。他就繼續念佛，他就聽到有一個聲音，有一個好像小女孩的聲音，因為牠是一

隻小姐狗。這樣聽得懂嗎？牠沒有結婚，就聽到這隻狗叫這個常住的師父説，什麼師父，

幫幫我啊！就一個小女孩的聲音。 

這個師父他在盤腿禪坐，然後在念佛，他就聽到這個聲音。因為這個常住僧的寮房，

是大眾不能上去的，牠是不可能上去的，因為出家人了。那這個聲音都不是裡面任何一

個師父的聲音，他聽到這個聲音，然後他就觀察一下，他知道說這應該就是眾生。他就

下來，下來要想說，寺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後來大家發現這常住狗，常常住在那裡的那隻小姐狗，往生在車子下面。然後大家

就去拉牠，身體還不頂硬，是剛往生沒多久。那個常住僧眾他心裡想說，應該就是牠來

希望大家幫牠，因為牠一天到晚就看這些師父看得很熟。然後大家就為牠念佛，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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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挖個洞把牠給埋了，牠早就皈依過了。 

然後那天晚上不一樣了，那吹狗螺不是一直吹嗎？吹了兩天，然後就這一隻狗結束

了。那天晚上又同樣吹狗螺，吹狗螺，當然裡面的師父，都會要巡一下嘛！巡山嘛！這

晚上巡山，那巡山的時候，就看到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影子，就是在看門，

當警衛去了。他就做該做的事，就幫助這隻狗，幫助這隻狗，然後就常常誦經，因為我

們總是要普迴向嘛！然後在念佛的裡面， 也把牠想在內，希望牠往生善道。聽經聞法

那麼多年，起碼牠已經茹素了。他就跟牠對話一番，對話一番，那個吹狗螺就沒有了，

真的就沒有。 

然後這事他就說出來，他說那天，兩天狗在那邊嚎叫，後來這隻常住的小姐狗往生

了，後來又看到什麼？然後另外一個師父說，你心意識動念，這是你自己的問題，他就

用空來解釋，我怎麼沒看到？他說明明有吹狗螺，你難道沒聽到？那又不是為牠而叫

的，是那隻狗肚子餓了，不然就是那隻狗太冷了，可能感冒了，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有沒

有的對論嘛！ 

但是在法界裡面，十方法界的眾生裡面，他有沒有這個暫時的需求？有。你不著啊！

因為他是眾生，他不是佛啊！可是你在修為裡面，你也不會害怕，不執著牠一定是一隻

狗；但是你也不用否認，牠現在存在是一個空，是個假，因為牠不懂，這才是你中道之

行。但是另外一方的這個，另外一個說你這起心動念，根本沒那回事。那真的有嗎？這

個現象一切本空，這個也是你的一種，這叫偏執空，你以空來解釋所有一切。那修行人

很多，就是想要讓自己所有一切，進入到一個空無，沒有感覺的世界，希望能夠常住在

裡面，這個就叫無記空。這樣可以瞭解意思？ 

所以在因緣法、生滅法裡面，在眾生有的狀態，我們修行人是自己不執。那眾生在

這裡能夠慢慢走出來，那就是大家一起，能夠從輪迴的，輪迴的鎖鍊中而解套出來。修

行就是為了這樣嘛！接下來這一段。。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

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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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這一段很明白，世界虛空它能涵容一切，一切的物質其實都是一樣因緣法。緣起緣

滅，以至短暫的擁有，你心中裡面感受到的善惡、善法、或是天堂地獄、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在這裡面的一個因緣法的變現。那你的佛性呢？你的覺性，你的覺性其實它是清淨

的，它清淨，這些東西如果你能夠徹見，很明白的時候，你就不會進入這種六道的輪迴

當中，這是諸佛菩薩告訴我們的。 

但是眾生就是沒有辦法，古德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如果現

前的所有一切，你都知道這是因緣法，它最後是畢竟空的，你知道他當體是空的，你現

前的這些，你知道這些如夢幻泡影，但不否認它，你在因緣中成就它，你不住。不住，

然後在看這些的時候，你的心是自由的，叫「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以

後每天晚上可以用這一句話來檢覈自己，你可以把「不見一法即如來」，改成「不住一

法即如來。」對不對？你不執著來住，方得名為觀自在。那真正徹見本性的，他在看這

裡面所有一切，所有一切就是這麼著，就是這樣的自然，它沒有什麼，可是眾生在這裡

面，可能翻滾了太多內心的東西。 

這個地方還可以給同學一點小小的補充。這小小的補充是在講，我們眾生都嘴巴裡

會講一大堆，可是心如果不修行的話，你還是一樣在這個輪迴裡面，是無法出離的。這

個公案就是一段經典，它是從南本的《大般涅槃經》〈迦葉菩薩品〉裡面說的，這裡面

是一段故事。 

一段故事，「有一個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出家之後，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十

二部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有一個善星比丘，他是佛菩薩當時的一個弟子，當時

的。然後後來他就出家了，出家他還一樣受持讀誦經典，而且能夠為人分別解說，還能

夠為人分別解說十二部經。然後他自己在修禪修的時候，剎那之間也能夠壞欲界的結，

也就是他在修行的剎那之間，也曾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進入修行得四禪。 

當這個過程之後呢？他心念有了一些變化，有一些變化。有時候看到佛的時候，他

就起惡念，他曾經得四禪，剎那啊！可是呢？習氣使然，他不是徹見清淨自性，大徹大

悟，他這個只是一個，我們講瞥見瞥見，可是他的習氣跟是非心還在，所以悟的層次很

多。 

然後這個善星比丘常常起惡念，後來佛就說，佛就說這個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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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以惡心故，生身陷入墮阿鼻地獄。」

說他以後是墮阿鼻地獄的。那有人就問佛陀，問佛陀說這個善星比丘，他既然有受持讀

誦，又分別解說十二部經，表示看起來很有修行，修行是很不錯的。是不是？看起來是

這樣，那為什麼世尊祢又說他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祢又說他不瞭解。他能夠說法，

為什麼他不瞭解？那又說他會身陷輪迴，會到地獄去。為什麼這樣？ 

世尊就講，世尊就講說，因為他口能誦，那是在口，祂說那個是口頭，解說的是文

字，是意識懂去解說它，它只是文字，語言跟文字。在自心的本性上面，你沒有了了得

見，你沒有徹見自己清淨的佛性本性，然後那個住在畢竟空中道當中，你沒有；看一個

什麼就惡念，看一個什麼就是非，看一個什麼就批判，你沒有。你雖然是一個善星比丘，

你再怎麼會講，你再怎麼樣，一樣墮地獄。一樣墮地獄，而且還可能自負博學多才，強

爭鬥勝，你的生死心在這裡一直滾動，當然就是淪落在輪迴當中。 

這裡就講，如果我們這善人惡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每天都在堆積這些如須彌

山知見，你是不是念念、念念念念當中就是在輪迴？持續下去當然也是在輪迴。其實這

一切它本來是空的，所以一切本來就是這樣。是人自性的這個性空，也是這樣，但是就

是沒有辦法懂。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自己好好修行的地方，真的有辦法，你只要辦法用

對了，很快就能夠自在。你每天都不用，不用到外界去求一個什麼樣的法，都不用去求

一個什麼樣的法，光是你自己心念中的這些東西，就夠你整理了，但是你不能用欣賞自

己的這樣來欣賞。 

我們看過憂鬱症的人，他是怎麼憂鬱的？他現在有一個負面的情緒，他就開始愛戀 

跟欣賞自己的負面情緒。他怎麼欣賞法？我現在好悲哀喔！我真的世界是遺棄我了，他

就一直強化這個東西。我不要這些東西，然後就要找一個人來傾吐。那找一個傾吐，那

個人要跟他呼應，真的，世界遺棄了我們，彼此依附安慰，沒有人帶得出來。於是兩個

一起去興奮一下，找一點什麼事情，讓自己不要陷入這種情緒。之後呢？一定要追求，

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讓自己能夠得到比對式的歡樂。 

有的時候想要去聽一場演講，好！就去聽。喔！聽了那演講的內容，講的都是光明

的東西，讓我們徹見體悟光明，良好、美好，用一個轉念的法。喔！那也轉念了，進入

了那裡面。好興奮！好開心！今天的演講很好，回去之後又落到憂鬱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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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迴光返照說，我現在的憂鬱是空性，是幻相，是幻相。那所有的情境，所

有的一切，因緣果，因緣果，我深信因緣，這是會變化的；這所有一切裡面，都是我太

愛戀自己的這個感覺，我在追求另外一個東西來替換它，這叫黃葉止啼哭。「只知黃葉

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這個只是拿一個東西，來轉移自己的情緒；然後你沒有發

現，其實你愈累積，愈濃愈濃，都是黑雲，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向。如果你要從自性中，

從自性中去醫治，從自性中去發現，我自憐自艾，我在呵護我的五蘊，這是一種呵護的

狀態，這是一個錯了的方向。那如果你能夠放下自己的這些，才能健康。接下來講心量

的大，它說：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

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現在就在解釋這個摩訶，什麼叫大。善知識，我們的清淨自性能含萬法，這就是大。

「萬法在諸人性中」，萬法也都在人的自性當中。.這一句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不容易懂。

同學你從小到現在，在所有的一切現象中，你能不能取讀？能不能感悟？都能取讀。張

三、李四、圓的、扁的、長的、短的；教學ㄅㄆㄇ、國文、英文、數學，什麼這些，你

都有這個能力去接觸，你也可以接受所有的教導。喜怒哀樂、山河大地、水火，所有的

這些都能納入，萬法都在自性中。 

那你的知解，了別的功能之後，也能從這個發展出你生命的運作。但這個運作，它

是一個學習，它是無記的，它是光明的。清淨的自性，它可以六根六塵為大機大用。但

如果你這個上面，有一個不對的，有一個不對，就是你的批判出來了，你的分別見，不

是分別的智慧。分別的智慧說紅的、黃的，就是說一紅一黃。哪一條好看？這個就出來

了。紅的，有紅的紅；黃的，有黃的黃，功能一致叫什麼？蓋經布。是不是功能一致？

對不對？那紅的好看還是黃的好看？以功能而言，沒有對錯；以盲人而言，他看得到哪

一條？哪一條都看不到，是不是？以色盲的人來講，看得到哪一條？他看得到這一條，

這一條變灰色，色盲的人他看不到紅，還是看不到綠，對不對？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裡面，是不是因為眾生的眼睛，他所見的差異？可是這差異是沒有罪的。

那你愛紅還是愛黃，你的心思有了另外一個想法，它就不一樣。佛祖都是黃的，黃的比

較漂亮；可是死人也是蓋黃的，紅的比較漂亮。出來了，你的紅跟你的黃的哪一個，是

因為你想到佛祖，還是你想到死人。這樣這喜氣洋洋，這條比較漂亮。是不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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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為這樣？因為你有很多很多，你的恐懼，你的經驗，你的喜好，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你又分別出來。所以這是看到一切現象或人的時候，惡之與善，它是善的或它都惡

的，然後就會開始起了內心的一個範圍，界別的切割。我們同一國的，我說這個，大家

要破除這種想法。 

每個人好好，你終究懂得佛在說法的時候，它是一個語言文字，在那個時段在那個

區塊裡，共同使用的一種辦法，但最後指向的是每個人認真的去修自己的佛性。那同學

聽到這裡，知道不取跟不捨跟不染著，中間過程會不會有取捨跟染著？必要，因為我們

要正知見。可是這個正知見是為了不執著，畢竟空的正知見，這個才是真的叫正知見，

這才是正念。好，接下來這一段。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

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他說：「善知識」，在座的大眾，還是在迷之中的人，只會在口裡頭常說大。有智慧

的人，是用心在實行，他是真的在實行中，不是在嘴巴說的。又有一些迷的人，「空心

靜坐，百無所思」，只是讓心放空，一無所有，不起念的在那裡好好的靜坐，什麼也不

思，什麼也不想，「自稱為大」，認為這個就是大。像這一類的人，「此一輩人」，如此這

般這一類的人，不可以和他們講自性或大這些的語詞，因為他們被邪見所迷，先入為主，

整個人他是匡住的。這一段很簡單，不用什麼解釋。接下來。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

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這個講，這個心量要廣大，遍及一切，然後周遍法界。這個法界的概念，我們當然

是要瞭解一下。這個法界，我們講，迴向十方法界。是不是常這樣？這個法界就是說我

們意識所緣，我們意識能夠所緣的對象。人如果是有情眾生，是不是有意識的運作？那

你意識能所緣得到的都是叫法界。以物質來講，叫事法界；以精神層次你所領會的道理， 

叫理法界。那我們界就是講，以這個角度，是用廣角來看，是講有為跟無為的一切諸法。

那如果說我們看現象來講，我們現象，就叫事法界；那我們的理體，就是它真實的道理，

是不是叫本體？這叫理法界。事實上它是一，不是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