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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7》 

             印可法師宣講        

那我們如果說能夠瞭解，瞭解這些不能錯用，真性自用。那真性自用再舉幾個例子

來解釋它，我們常常會以為自己好聰明好聰明，我什麼都能感覺，我什麼都能瞭解，那

不瞭解的話，我上網查一查，我就有答案。其實這個都是別人的東西，這個都是別人的

東西；那你的瞭解，你的知識都是讀來的。佛性在講，它並不是在講我們這個意識心，

這個意識心的形態，那麼就只是能夠比高下，你哪裡畢業，我哪裡畢業，你一個月賺多

少錢，我一個月賺多少錢，你有多少個子孫，我有多少個太太，就這樣子。比較這個沒

有用，對不對？ 

所以真性的自用，它是在講「一切法無相，是則佛真性，若能如是觀諸法甚深義，

則見無量佛，法身真實相。」這個是《華嚴經》卷第八裡面的偈誦。所以這個就是在講，

所有的一切諸法如果你能夠看到這是因緣和合、法界緣起，那麼你在這裡不著一法，如

此的來觀察諸法甚深的義涵，能夠見第一義諦，那麼你就能夠見到無量的佛，也就是你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佛性。諸佛也是這樣，這個就是法身的真實相狀，真實的使用，它真

實遍一切處。 

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見，令心所向皆無礙。 

在這個《法華經通義》裡面它有講到，它說：「若人欲識佛境界」，如果你要瞭解佛

的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你就要把你自己每天有的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自我意識

形態的東西要清淨它，你要用根而不用識，你不用識。所以「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

想及諸見」。你要遠離你所有可以用，心思口議出來的這些思惟的想法，跟所有你建立

起來的這種知見。「令心所向皆無礙」，讓你的心在所有一切裡面，隨時都能夠相應，隨

時能運作，而隨時智慧現前，清明自性覺照遍一切處。這樣子的話才能夠真實的，真實

的再契入真性的自用。所以不是用執著思量可以求得的，這個就是在解釋真性自用。 

那智慧就是說我們真實的智慧，是自己本性裡面就是具足的，不假外求，它並不需

要外面來，所以用錯了心意識之後，你其實就是在虛妄當中打轉。每個人，我多聰明，

我今天看到了什麼，然後表述著你的聰明、你的功勳，其實這裡面，跟你真正的悟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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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佛性是沒有關係的。你只是在表達你的一種知見，跟你的五蘊，你的感受，見聞覺知

而已，像這些都不是真性自用。 

而真實，這個大德在講真性自用。譬如剛剛的那個例子，剛剛那個例子，一隻腳跟

兩隻腳，它這個根本是超乎你的心思口議，你真的要表達的道理是什麼，也不是在於我

贏了你這一句話，跟你贏了我這一句話；他只是在講說，其實他也沒有辦法對答，這個

是完全言語道斷的，你沒有辦法對答。你要對答，你站一隻腳，我站兩隻腳，我兩隻腳

還是比你穩，也是一樣可以講二，可是當下會陷入到一個情境當中。知道意思嗎？ 

我們人一般來講，他就是會陷入一個情境當中，於是在這個情境當中有輸贏。如果

他不陷入情境當中，因為他這個道士，他功夫不夠，他如果真的在這個一即二，二即一，

這個時候兩個都平起平坐。因為他想要說二大於一，所以他會輸。如果他真的契入佛性，

他知道你一能站，我二站得也很穩，我們兩個一樣大，這個時候一跟二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補述。聽懂意思？這個地方就是真性自用，但是他不行，這個就是所謂悟者跟沒

有悟的差異。他只有在很小很小的地方，去看到他的機用，跟看到他的自在。 

有的時候這些禪師，他會留一個思考空間。留一個思考空間，跟你產生這個疑團，

產生疑團的一個契機，讓你去疑，讓你慢慢、慢慢的去醞釀，醞釀到你唾棄，然後醞釀

到你質疑，醞釀到你內心沒有辦法消化。然後這個過程，會產生到一些不一樣的問題出

來的時候，才點破。所以有的禪師他看到這些禪子，禪和子，那功夫做得還不夠，給他

的一些讓他不可思議的這些對話跟內容，那他放在心中，要問又問不出來，這個時候禪

師看他很迷惑了，有的時候他就是會跟禪師告假，就跟他告別，說我在這裡很久很久了，

都沒有辦法，都沒有辦法有什麼樣的突破，所以我想離開。 

這個禪師，有的禪師很狠呢？他知道你的緣不在這裡，或是你功夫做得不到，或是

你對我的尊重度，視師如佛，那個信任度不夠，這個時候他就會說，嗯！讓你走。那有

的禪師在古德裡面他就會說，我這麼努力的每天教你，那你怎麼說我沒教你呢？他就會

問他：你教我什麼？有啊！你端茶，我就接茶來喝啊；你給我添飯，我也吃飯，意思是

我都有接你，接應你，你難道在平常中不看到我的真嗎？不看到我清淨真如相對待的這

個，你總是用是非、對與不對這樣來評估它，所以你看不到那個真實。 

那有的禪師這作風不同，有的禪師他會，喔！你要離開，你在這裡沒有突破，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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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介紹你去我大師兄那裡，或是你去我小師弟那裡，古德他心胸是這麼開闊的，那你

去參誰誰誰，我還幫你寫個介紹函，我還幫你寫個介紹函，某某某在這裡參禪幾年，他

根器怎麼樣不錯，到你貴剎之後，貴寶剎之後，你要多多關照。我是某某某，還這個簽

名，當然不用蓋章，讓這個禪和子帶著到那個地方去參禪，這是古德的智慧者、開悟者

的作風。 

那有的他開悟之後，留在自己指導師父這個老禪師的身邊，十五到三十年不等，都

一直侍奉到這個老禪師圓寂了，他才好好的去弘揚佛法。要不然就是這個禪師說，你成

熟了，你該到東方去，你該到南方去，去好好弘揚佛法。我們現在都不是，一點怎麼樣？

哼！師父都不重視我，我已經是開悟的人了，於是乎躁動；躁動，想要自己趕快創一個

江山，還沒有成熟，這個就是我們現代裡面它比較危機的地方，功利，功名利祿的那種

影子還在。 

所以現在的佛門來講，你是我們這裡的人，你想要去哪裡？那裡有比這裡好嗎？或

許你跑了到哪裡去之後，就開始會訴說那裡的不好，其實這都是心量，這都是心量。你

看前面是不是在講心量廣大，遍周法界？對不對？諸佛的心量，廣大遍周法界，所有的

弟子們不一定是我度，以前的大德是這樣，大家共同都是在幫助度化眾生，他不會說誰

是我度。 

那我們問在座的，你參過幾位菩薩？你誦經的時候，曾讀過幾位菩薩？業障重，地

藏王菩薩念過；如果有什麼煩惱的時候，大悲觀世音菩薩念過；想到有人往生的時候，

阿彌陀佛也多少念過。對不對？你有沒有真正參過不知道，光你念的時候就念無數觀

音，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佛菩薩。對不對？所以這個上面，諸佛菩薩祂是互讚歎，但是

心量不大，是互較量。這個就是錯用，錯用意識的心態運作，叫以為是真性自用，其實

沒有這回事。那我們大家都知道一真就一切真。 

這裡面講「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心量大事，這是指我們離一切的妄心，離開一

切的妄心，就是受想行識，所顯現出來的真如體性，這個心量是大的，這個是大事。這

個大事就是要開發真如心量這一件大事，這件大事不是在小道上玩遊戲，他不是在小道

上一直用功，斤斤計較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地方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接下來我們就來瞭解「心量大事，不行小道」。也就是修行人其實他要認真的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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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現在修行是為什麼？他為什麼是要發現自己的清淨佛性？是要體證，這個體證真

如，是要了生脫死，是要畢竟成佛。但我們常常修行只是為了一些所謂短期的利益，那

是一個概念，還不夠透達；所以可能開始的時候會想，人家說我業障重，賺不到錢，福

報不夠，所以聽這個道理之後，聽經聞法，業要消。業如果消了之後，我日子就好過了，

這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其實是短短近近窄窄的，這是叫小道。 

你真正好好的修行的時候，業你本來就會轉會消，可是你不是為那個目的，而是慈

悲的去看到，所謂跟自己關係過去結構不良關係的這些眾生，就不要用冤親債主了。冤

親債主就是不是我欠他，就是他欠我，我們兩個就是有帳目未清，這叫冤親債主。對不

對？然後又沒有去想到，他為什麼是我的冤親債主？就是以前他對我好，我沒有對他

好，所以他以前就是我的恩人。是不是正向思考應該這樣？ 

那如果撇開冤親債主的事情，他有無明，我有無明，他過去對我好，我沒有報以恩

惠，所以他現在才來跟我要，冤親債主。所以我要供養他什麼？一起修學，共證菩提，

他開悟，我得自在，這是不是畢竟解冤釋結？那是不是你還是會誦《地藏經》迴向給他。

一樣的道理，但是不是為了要消滅冤親債主跟我的關係，不是要趕鬼，他做法是一致的，

可是心量是不一樣。這樣，瞭解意思？ 

人家說我賺不到錢，這樣子我來布施，布施就是錢寄在別人的口袋裡，下輩子他會

好好的加利息還我，用這樣解釋最容易，是不是就是等待一個回饋？人家說布施，布施，

我們如果有布施鋪橋造路，以後我們的子女，晚輩兒孫就有福報，那我爾後走到哪裡，

現在供養人家吃藥，以後我就會身體健康；我現在印經書讓人家讀，以後我就會有智慧；

這是用有所得的心，這是不是叫行小道？ 

那這樣說你要不要鋪橋造路？要啊！你要不要探病，視病如親？你需不需要真正助

印經典，讓大眾得這個清淨智慧？需不需要？是不是也是需要？他做的事是一樣，可是

他是不是小道，就在心裡，是不是心量大事？你說我們就是沒智慧嘛！我就是不夠慈

悲，我看眾生疾苦的時候，我只想到我自己，他腰痠背痛，我就心裡想說，我比你更痛，

你貼兩塊，我貼三塊，這個時候還是在所謂的疾苦當中的比對。 

今天如果說，唉呀！我真的是不夠慈悲，我既有此疾，眾生亦有此疾，我應該以己

體認之心，來觀察體達體察眾生辛苦的地方。所以我知道佛菩薩因為成就無量無邊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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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自然感召，感召清淨法身；這個報身也相應，而無疾無病。所以這個地方，我要讓

眾生能夠剎那暫時之間，舒緩肉體上的疾苦，而能夠進入佛學的這個修養裡面。所以以

這樣的布施，供養這個藥材，這個過程是所謂清淨佛性的一種自然運作，也就是真實的

大慈大悲的運作，是不是一樣拿一塊藥膏給他，一樣供養他藥材，可是這個心量是不是

一樣？不一樣。所以一樣是一件事，它是小道還是無量無邊的菩提道，差在這裡。 

那好！印經典，這印經典多少？嗯！不錯喔！你們這經典看起來印得不錯，可以可

以，我也贊助一下，以後看我會不會比較聰明？這個經典是拿來啟發用的，不是拿來變

現成現金，不是來變現成智商的。如果我們以功德，功德較量之心，這個就叫小道。如

果以心量寬廣，諸佛所說三藏十二部，這個智慧浩瀚如海，眾生因為無明，不能夠深入

經藏，不能開發自性清淨，而經典即佛之法身也，法身在，佛在，所以不能夠讓眾生就

是切斷了，隔絕了這麼一條能夠開發自性清淨，文字般若的一條路徑，所以我十二萬分

的歡喜，法喜充滿，能夠參與，共襄盛舉來助印經典。那麼這麼一件事，希望大眾都能

從這個文字般若裡面，啟發思考上的契機，而能夠最後真實的進入實相般若。這個是不

是一樣是助印經典？但是是小道或心量大事，截然不同。這個地方就是六祖惠能大師要

標出來的事情。 

那我們愈是學佛的人愈知道，沒有所得心，不是在這個小道上，你我、是非、對錯、

有無上面，自我意識裡面去計較，在這裡面體達一切，而真的六度萬行，這個才是大事。

那釋迦牟尼佛，世尊在告訴我們修行，要開拓自性平等清淨一如，廣大無邊的心量，這

個時候你才能夠成就明心見性。我們先要把這個規格放大，心中所有的東西無量無邊的

寬廣，能夠包容一切，但是不是心馳外放，不是在追逐外境喔！是在這裡面用清淨，清

淨的智慧在觀察這所有一切。你沒有封閉，你也沒有尺寸的問題，所以就看到所有的一

切，一心不亂，那真的「一真一切真」，一真法界的大事，當然自然功夫做到家了，就

明心見性。 

所有的經論 一定有它一個主軸，這個主軸 譬如《法華》以佛的知見為大事，《法

華經》裡面就要講這個佛的知見，開示悟入。《涅槃經》就要討論佛性，這就是大事，

佛性就要討論這個清淨的寂然佛性。《維摩詰經》就要講不思議為大事，不可思議解脫，

一個菩薩如何在迴小向大成就菩提的過程，如何以不思議自在而遍行菩薩道，成就眾

生，亦成就自己所有的一切功德。《華嚴經》的話，就要講法界，就要講法界，佛的世

界，這個是為祂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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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眾生總會在那邊分，這《法華》是成佛的《法華》，開智慧的《楞嚴》，成佛

的《法華》，《維摩詰經》不可思議，《華嚴經》，唉呀！華嚴最初二十一，那是佛祖的境

界，我們怎麼聽得懂？說來說去我感覺，成佛的《法華》現在比較適合我。這個時候又

把經論切割。其實所有的，是以這個角度而說，這個角度而說，這個切面而說；那以眾

生想要了知的這一塊，佛這樣說，相應而說，全部都在開演，全部都在開演從凡入聖，

甚至於佛境界裡面，它是如何體達這個大事。 

那如果我們眾生以不清淨的心來看佛典，以所有功德篇來計較自己所發心的任何一

件利益眾生的事，這個上面它指向的答案，就千差萬別。經文裡面講：「口莫終日說空，

心中不修此行。」不要每天鎮日裡在嘴巴說，啊！我都沒執著，這空啦！我心裡已經都

沒有罣礙，沒問題了，沒問題了，但心中並沒有這麼修，並沒有真的去修空的正見，也

不能夠體達契入這個空性，沒有體會空的道理。如果沒有這樣的話，「恰似凡人，自稱

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這個就好比凡人，自己宣稱我是國王，我是國王，但是

終究是辦不到的，這樣的人並不是我的弟子。 

有的人你跟他談話，跟他說我們學佛，你現在有什麼境界？還是你有什麼體悟？哪

要說什麼境界，啊！一切境界都是虛妄，我都沒在想什麼境界，說得好像他是佛。待會

兒問他說，你到底要吃蚵仔煎，還是要去素食餐廳，要去素食自助餐？他說我都沒有執

著，我身體如果想要吃什麼，就是我有需要它，現在蚵仔煎比較適合。聽懂嗎？ 

「鎮日說我不執著，原來是個大癡人。」當然這個是一個比喻的故事，並不是在批

判說 蚵仔煎有罪，不是，那個蚵仔會跟我抗議的，不是這樣。意思是說有的人他嘴巴

只是這樣說，我都不執著，我都不執著，其實他並沒有真的安住在清淨當中。很多事情

你給他撈，哪一天他就大吐苦水，三天三夜，眼淚鼻涕呀！好像他多委曲的又多委曲，

所以沒有辦法離一切諸見，所以口終日說空，而不修此行。 

有的人說唉呀！眾生皆有佛性，不用修啊！這個不用修，這個是大魔王，佛都沒有

說不用修。佛是說你要修對，你要轉迷開悟，你要轉這個迷，轉凡成聖。那有的人說話

說得太漂亮了，有為無為，不一不異，然後在這裡呢？所有的東西，都講到自己是多麼

的無分別，無分別見，無分別執著；其實這所有小小的，一件小小的事就可以看得出來，

都可以去看得出來他是不是在計較分別。那這上面，每個人好好真實的在這個裡面去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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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在強調於自己執著的東西跟一種理論，不是我執，就是法執。所以真正的

智慧心量，是無心而心，無量而量，這是廣大遍一切，遍周法界。那在這個心中呢？了

無塵埃。有的人他不知道什麼是所謂的清淨正念，所以有些時候他就說，我都沒在想什

麼，我腦筋裡想的都是好的事情，其實這是有念。有的人他是所有的不思善不思惡，在

所有裡面該運作就運作，因為般若無知。該運作就運作，該相應就相應，但是不思善不

思惡當中，他沒有惡念，他也不用起善念，而是安住清淨，才是真實的善。 

有的人他就說，你看這件事情你怎麼想？他就會問你，你怎麼想？那以實相說，沒

有絕對的是非；以教導上來講，他有契機，他有一個方便的法門。但是你的心中是不是

真的清淨無為？接下來的這一段。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

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

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

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這一段文辭非常的簡單，講到善知識，什麼叫做般若呢？這是另外一番的解釋。他

說所謂般若者，在唐言就是當時，般若是從西天，就是印度那邊到中國來的時候，因為

它的涵義沒有辦法以語詞來解釋，它這是一個意涵的，所以它就不翻，就直接叫般若，

臺語就叫般若，這是梵音翻的，「唐言智慧也」。但是在漢語的時候，要解釋它也用智慧，

這樣比較吻合來解釋它。 

那它是什麼的展現呢？就是不管在一切處所，或任何一個時間裡面，「念念不愚，

常行智慧」，只要這個念念，一念一念之間，一個起心動念都不是愚昧的，恆常都是智

慧的行為，所展現出來的都是智慧的行為，這個就是以般若來行住坐臥，以般若來生活

的意思。只要是一念愚昧，也就是般若斷絕，你只要內心起了愚昧的一念，這個時候就

是沒有般若智。佛呢？是證得常樂我淨。那「一念智，即般若生」，如果一念之間智慧

飽足，那這就是般若，般若智慧有產生它的作用。我們先消文。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世間上的人因為愚昧，那沒有清醒，所以看不到自己清

淨所展現出來的般若智慧；「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光是在嘴巴說著我們在修行，就是

在修這個般若智慧，但是心中卻常常是愚昧不清爽、不明白的。「常自言」，常常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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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是在修般若行的，但是口中總是說著空，而不認識什麼叫真空。這個地方我們瞭解。 

前面有講，「一念智，即般若生」，這個一念智講的是一念淨信，就是一念清淨的信

心，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諸佛，與自身中本有的佛性，清淨無有染汙。信諸佛之性平

等無二，信六道眾生本來無相，信一切眾生盡得成佛，這個就是清淨的一念淨信。所以

這個地方講，如果你是安住在任何一念，你都是在這個清淨當中，沒有汙染，那麼就是

般若生。那我們如果不是，嘴巴講這個我不在意，口中念念說空，不是真空。這個真空，

真空是在講真如之理體，遠離一切迷情所見之相，也就是真實你安住在清淨當中，一切

世間所有的迷情，所現的這些相，你都不會去執著它，杜絕有無的相對，這才叫真空。 

有的人他在看這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著在相裡面，或是他認知的道理；然後有些

事情，他卻以空、不存在、否認法來解釋它。但是大乘它不是這樣講的。這個是有凡夫

的空、有兩邊；大乘是非有之有，稱為妙有，有無中間無礙，這個我們解釋過很多。 

非空之空，稱為真空。真的在有之間，所有一切現象、物質，它都是因緣有而有，

因緣無而無，它沒有辦法追蹤一個永遠的有跟永遠的無。那這個有的當下，其實是妙有，

你並沒有辦法干預它。人是不能夠干預所有一切現象的變化跟發生，當然這裡面有自己

的因緣果報，異熟所感召的正報跟依報。可是這個正報跟依報的世間，這個是因為過去

的無明，人不是永遠是人，也不是永遠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永遠是輪迴，也不是你說的

沒有就沒有，也不是你說人一定有靈魂或是沒靈魂，你以為的以為而以為。 

所以這個大乘佛法，跟佛要講的真空，它是在你每一個當下裡面，你不執著有，然

後不摒棄它，而能夠在這裡面，以清淨心去運作，圓滿之。那你也不著空，進入斷滅，

想要離開這所有一切，抽拔出來，想要自己在這所有一切與自己無關，這種頑冥不靈的

偏執空，也不是這樣。也不是有，把它看成是空；也不是空，那以意識形態來解釋它，

而認為這個空是一種固定的相狀，或是一種道理。 

有的人講諸法畢竟空，所以這一切的東西以後都不存在，所以世間因我而有，因我

而無，只要我不認為有，就是沒有，只要我認為無，它就是無，其實這個是在玩意識遊

戲。玩意識遊戲，只是在強調自己內心的有無的一種解釋，這個完全還是一種知見的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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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實的真空呢？大乘至極的真空，講的就是非有之有。有，它不是常態；但是它

也不是空是常態，它是在因緣變化，所以緣起性空，空中是妙有的，這才是真空。所以

你不是杜絕跟迎接跟掌握，在這裡自由自在，在這所有一切無罣無礙。 

「般若無形相」，般若智慧並沒有具體的有什麼樣的形跟相狀，「智慧心即是」，展

現出來智慧就是了。而這裡面當下用完即清淨，即不再存在。「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

智。」如果可以明白，這樣理解，這個叫做般若智。說來說去其實這個還是文辭，真正

有般若智慧說不出來，可是在所有一切展現裡面，還是可以展現的。 

以《壇經》這個古大德他們在展現裡面，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思議，他用怎麼樣來撥

開，撥開我們的這個迷的情形，幫我們打破那個龍眼殼。人家不是說蒼蠅戴龍眼殼，有

沒有聽過？這個蒼蠅要在空中飛，蓋了個好大、偌大的一個龍眼殼，怎麼飛得起來？當

然這個上面，這個當然就是所謂這些大徹大悟的覺悟者，他如何來用契機，我們正向、

反向的一種衝擊，讓我們從這裡反觀，就是覺照到自己這上面的一種對立跟想法。那真

實要展現出來的時候，是無形無相，他也沒有預設，他也沒有特別的準備、拿捏、思考，

這些都沒有。這裡接下來就要談到波羅蜜，下一段經文，這一段很簡單快速。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

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 

什麼叫做波羅蜜呢？這個是印度的語言，到唐朝之後翻譯成中國話，就叫做到彼

岸，它的義理也就是我們要遠離，我們要超脫生滅生滅的這些相狀。如果「著境生滅起」，

如果執著有生滅生滅的這些相狀，那麼就是生起了生滅心。如果已生起生滅心，就如同

水上面有風，業風吹動，這個心念啟動就叫業風，就波浪生起了一樣。有波浪就是生滅

的境界，那麼就是站在此岸的意思。「離境無生滅」，如果可以脫離所執的這些境界，也

就沒有生滅，也不執著生滅，就好比是水，一直是暢通順流，沒有波瀾，這個就是叫彼

岸，所以稱做波羅蜜。這個地方消文是這樣的，當然還要略略解釋。 

我們一般來看什麼叫生滅生滅？記得！眼耳鼻舌身意，你只要眼睛、鼻子、嘴巴、

心裡能夠想到，可以對出來的東西，都是生滅法，都是生滅法。自己身體是不是地水火

風組合？它是在時間，某一個時間因緣和合而有，某一個時間滅的時候，這個四大是不

是解離？自身就是生滅體，生滅，這個就是生滅。那你眼睛能對出來的外界的，電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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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麥克風也好，喇叭也好，課本也好，這個都是在某一個時間空間存續，存續的暫時

現象，所以這是不是生滅？ 

那我們如果只是著重在眼耳鼻舌身意對出來的外面的這些境界，著境，這是不是著

境？著境在，我喜歡，這件衣服，喔！非常的合身，氣質很好，色澤、款式時髦，這一

件我很喜歡，這一件就是我的。這件衣服好好的買回家裡掛著，該穿的時候，好好的掛

在我這個四大假合的色身上面，自己當個掛衣架的，然後在這上面，心中起了這個喜好 

不喜好、美醜、滿意，這些全部是生滅法，這些跟你的解脫完全沒有關係，是不是跟你

的開悟跟解脫沒有關係？這樣是不是很容易瞭解？ 

所以我們一般眼耳鼻舌身意，你對出來的東西，你說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

觸法。當這個所有眼耳鼻對出來的東西，是不是透過我的意識？結構我第六意識的作

為，分辨出來，解釋出來，就是叫法。那這個內心解釋出來這些價值，這些理由，這些

答案，這些語言，這只是在強調我個人的知見，我喜好跟我的關係，它是心王。心王運

作之後，取出來的心所，這是心所有法。 

這些東西你再怎麼包裝它，再多，我這個人就是有敏感，我這個人就是聰明，我就

是聰明在這裡，我都比你們聰明；不然就說，我就是傻，我就是傻得徹底，所以常常被

別人欺負我。一個要表達自己的聰明，你聰明到什麼程度，太聰明的人很痛苦。你是因

為聰明比較痛苦，還是傻比較痛苦？説我很傻，那是不夠傻才會痛苦。你如果真的傻到

徹底，那叫做般若，般若無知，那個時候傻得很徹底，那也是一種聰明。所以人其實就

覺得自己很聰明，那實在是大傻的。 

就是前面這句「學道之人不悟真，只為從前認識神」，認識什麼？意識。對不對？

「無始劫來生死本」，你為什麼會生死生死輪迴？「癡人喚作本來人」，每天都覺得我很

聰明，你看我會愛，我也會恨，我喜歡跟不喜歡，我很高尚，我的品味很高，這些東西

到底真的是聰明或不聰明？叫做在此岸。因為你在玩這些東西，生滅的東西，他無法證

得清淨佛性無生滅，這跟解脫毫無關係。所以同學，回去要怎麼修？「解義離生滅，著

境生滅起」。 

你以後都知道，你每天的行住坐臥之間，衣服拿來該穿，現在要去喝喜酒，那我就

挑了一套衣服穿了，就去喝喜酒。然後你如果起了第二個心，這就是這麼乾淨，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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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不好裸體去。對不對？所以你挑了一套，幾度？喜氣洋洋，沒關係，穿了就去，這是

不是就是清淨行？相應而做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挑了穿，不行呢？這上個月誰結婚時，我才穿過了，這一套，又看了第二

次，這樣人家會感覺我這個人不注重他，馬上解釋。然後說這也不好看，穿三四次了，

人家看我只有這套而已，這不適合，不然也要換一下，這是不是第二個念、第三個念、

第四個念？是不是生起了？哪一個時候生？哪一個時候滅？當你意識去執著價值的比

對的時候，是不是生？以拿過去的知見，跟過去的經驗值，來作為你解釋的基礎。是不

是？然後這個念頭，是不是有一個起？ 

時間到了，我也來不及去買了，也只好這樣穿。現在要穿這樣的時候，戴一點不一

樣的來點綴一下，是不是又另外一個生滅？為了要裝飾前一個生滅，創造另外一個生

滅，於是你全部在生滅中，無始劫來生死本。一個生滅，一個生滅，一個生滅，一個生

滅，念念之中。然後到後來感覺，我覺得我很聰明，我換湯不換藥，看起來又似乎不同，

領巾再圍一條，嗯！不一樣囉！人家會忽略我是不是以前那一套舊衣服，第三個、第四

個生滅，然後又覺得自己好聰明，無始劫來生死本。 

這個過程，人其實就是在這個上面，就是你認識了你想要認識的，你以為你想要以

為的，你訂了你認為的價值，你有了你自己的想法，你這裡全部是在玩心外求法，在心

外這上面的遊戲，你看不到真的，你看不到真，這個就叫此岸。 

人真的能夠放捨這些嗎？脫離所執的這些境嗎？那就沒有生滅。真正佛法在講的是 

我們這個清淨的覺性，而這個覺性在遍一切處，這個所有裡面，它可以大機大用的運作，

它這裡面，遠離了所有是非概念，那這樣子，你安住在這樣的一切當中，也就是站在彼

岸，因為你不在世間的生滅裡面。人就會這樣，你想要在別人的眼中，找到你的位置，

這是生滅，你的心永遠有東西。對不對？這個是一點點這裡的額外的解釋。下一段。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

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這一段又在解釋前一段，這個地方講善知識啊！迷的人口裡總是這樣念誦著，但是

呢？當現前的這個念起的時候，裡面的內容就有虛妄，也有是非。如果遵循著你自己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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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口裡常念的，般若般若畢竟空啊！如果你真的遵循念念，嘴巴所說的這些，心念也調

整，念念都是在實行，這個就叫真性。就是你不執著，沒有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

沒有這些對立的想法。 

「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能夠悟得此法，也就是能夠契入般若真實的這個法，修

持這種行的，就叫做般若行。如果一直是不肯這樣真修的話，那麼就叫凡夫。那如果能

夠一念懂得如何修行，自身就等同是佛。這個消文是這樣的。 

那我們先來瞭解，這裡全部在講念，這裡全部在講念。那我們先瞭解「念」，在佛

經裡面，世尊給我們的定義，祂告訴我們念、一念，九十剎那為一念，一念一念中，一

剎那經九百個生滅。我們在想說一剎那，這個一剎那之間，就有九百個生滅，然後一念

一念裡面，乃至攝一切法，都是這樣的。這一念就有好多好多生滅在裡面，其實這是含

攝的。 

譬如我們現在講，今天你在馬路上，看到一個車禍，現前，這現前的一個車禍，然

後你當下的一念是什麼？你當下一念，啊！打一一九。不能碰，不能碰，我們也不能送

他去醫院，不然送他去醫院是昏倒的，醒來的時候以為是我。當你一念，一念是說打一

一九，可是這一念的背後，你看不出來，你看不出來，可是背後有怎麼樣？你聽的社會

新聞，醒了之後說，就是他撞到我的，你這是有口說不清。是不是有社會新聞？那你還

有一些自己的自我保護，對不對？還有這不能碰，打一一九或是一一零？一一九才對

吧！對不對？這裡面到底有多少多少你曾經的經驗值，跟你的這個社會現象裡面，還有

自我保護，有多少？光你這一念，這個一念不用嘴巴說出來，就是打一一九，請警察來

處理，這個我們不能隨便碰。這是不是一念？是不是一念？可是裡面有多少前面，有多

少生滅？那歷經你多少呢？這樣可以瞭解一念之間，它涵蓋你過去所有林林總總，好多

好多好多。 

你今天會做某一個決定，你今天會做某一個決定，這裡面一念現起，看起來是完整

的抉擇，這個的背後，已經有非常非常多過去生過去劫它累積下來的東西，而這些全部

是以我的單位，就是以我，我跟我有關這個為考量基礎。所以這個一念當中，是以利害

關係在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