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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8》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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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救人好了，有一個禪師，有一個禪師，有一天他在禪修的時候，就有一個

受傷的，一個受傷的人進來。然後他是一個惡人，就是行為舉止不是很妥當，就是一個

惡人。那進來，他就跟這禪師說，禪師！禪師！救我！救我！救我！這個禪師就救了他，

救了他，幫他。幫他之後，就有人就來跟這個禪師講，跟禪師講說，你怎麼這麼沒知識

的意思，你明明知道這是一個惡人，十惡不赦之人，他今天受了傷來求你，你竟然還幫

他。 

你說這禪師是不是笨？是不是沒智慧？這禪師回答，他說，他來求我的時候，他是

受傷者，當下，當下我就是該救他，這是大慈大悲；這就當下大慈大悲，至於他是不是

惡人，後來會接受國法的處置，或甚至於殺頭槍斃，這是他的果報，與我無關。這叫真

性。那我們眾生不是這樣，喔！救了你，趕快去打電話，我跟你說，那個人在這裡。這

個裡面是自己當裁決者、決判者。但如果說你動念救他的這一刻，他是這麼真，他是不

假思索，沒有任何其他的附帶思考的因素在背後，那麼這個就是真性。「當念之時，無

妄無非。」佛經這一段要講的就是這樣。你在做這個的時候的當下，是不是清楚？那如

果你懂得修，自身就等同是佛。 

同學回去自己體察，自己每一個現前的一念。為什麼佛經在講，我們是非善惡常常

混雜在裡面，我們看不到清淨的般若，那個真看不到？因為你在做什麼樣的回答的時

候，都有太多的顧忌，都有太多太多背後有形無形的，自己產生的期待心，幻想的答案，

所以活得很不自由，很不自在，這個上面就是眾生「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其實是愚癡的，就認為自己這個就是聰明。這聰明心中，已經混雜了一團的線團，線絞

在一起，作它為基礎，來產生你現在的一個行為舉止，而不是真的真誠，不是心真正的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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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我們一念現起的當下，懂得如何去修持，舉凡所有的眾生，就是在念念當中，

在生命裡的每一個剎那，都有他的功用。也就是眾生與外界接觸的時候，從可以了別，

納受所有的訊息，在內心做了一個整理，之後就成就了自己的一念；以這個念作為他行

為的主旨，繼續的發展他生命的運作功能。所以如果現前的這一個念是清淨的，是有智

慧的，是圓滿觀照所有一切，它不是虛妄不實的，那麼這個就是所謂覺性在所有一切當

中，這個就叫做佛。問題是這一念，現前的這一念，眾生因為無明闇覆，所以每一個念

的裡面，都夾雜著自我意識，每個人虛妄而認知的東西，這個就是無明。 

所以講到這個念的修持，所有的心法都是在講這一塊。覺性發展，這個念即覺，也

就是佛。如果你不覺的狀態，現前當中，沒有用眾生本具清淨的這個覺性去看世界，那

麼結構出來的就叫塵，叫客塵。所以我們上次讀到經文倒數第三行，「一念修行，自身

等佛」。如何來看這個一念？又如何能修？完成者就是佛；不懂得如何修，就是凡夫；

中間在修，中間值的這些，就是所謂的三乘，聲聞、緣覺跟菩薩。 

我們先瞭解念的定義，所謂念是在講心念的活動，它時間非常非常之短，上一次有

講到九十剎那為一念，一念當中經過九百個生滅。其實第一念，任何了別的功能第一念

接觸點的時候，它沒有是非，它是沒有是非。譬如很簡單的，啪！嚇一跳嗎？剛剛你聽

到那個聲音的時候，是不是就是你的根，耳根對聲塵？你聽到它，啪！有了別的功能，

這個當下是沒念的，它是沒有念；之後你在裡面，抓著你過去的記憶，你的資料庫，根

據你所辨別，曾經的喜歡跟不喜歡，所以你才開始有了解釋剛剛這個納受的內容。開始

起了，好吵！好尖銳！害我嚇一跳！幹麼？是不是念念、念念念念念？這裡面有好多好

多過去的資料，好多好多自己喜歡不喜歡，好多好多當下的運作。 

如果說我們懂了這一念，知道這個其實就是在虛空中因緣和合，這個是人發出來

的；但也可以，也可以物，物跟物中間（如拍桌子）發出來的。這裡面只是針對於我們

剛剛所講根塵相對之後，你納受、清淨、了別、瞭解，這是一個因緣生，這一些都不住，

這一些當下都沒有是非。 

剛剛拍一下的時候，同學馬上抬起頭來，這個是一個動作。是不是行蘊？馬上有一

個行，中間有沒有一個受？有沒有一個想？是不是很快？受、想、行，是不是馬上接著？

然後再評估，這裡面我們總合起來，都完成了，才會有一念，才會有一念。並不是你受

的時候，就馬上有那個念；其實你在受的過程裡面，色是物質，在受的過程裡面，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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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想、行、看、等待？內心是不是一直運作？完成就有了一念。 

所以這個念，如果發起一念，這一念相應於智慧，那麼就是頓時開悟。如果這一念， 

就在這個念裡面，這一念裡面有雜染是非成立了，而這個放在裡面不肯丟掉，就成立了

見，就是成立了見。人之所以無明，之所以痛苦，就是一直冒出來的這些東西，一直成

立了這些東西，念念念念、念念翻滾，就是在輪迴。 

那念念剎那剎那，很短的時間裡面，形容現象界生住異滅的遷流變化，剛剛的那一

個聲音的那一個念，可以說我坐在法堂，為了要解釋那個念，為了要肯定我的那個念，

原來講述者做了一個動作。我瞭解原來念起的時候，我的五蘊，如果我有產生我喜歡跟

不喜歡，如果念起的時候的這些，啊！這個過程原來已經很遠了，繞了一大圈。對不對？

然後如果這個裡面，是一個了別，很清淨，我從這個動作、聲音跟這個念裡面，我去看

到它如幻，而我不住在這裡面。 

我從這個念起裡面，反而覺照到原來修行就是在修這個，就是每一個當下，每一個

剎那，這個時候這個心穩住不波動，而相應於實相，是不是相應於在法堂上，為了瞭解

這個，從聲音起的一念中，我迴光返照，我看到我生命過去，所有種種種種的念念念念

遷流，原來就是在這樣的模式，而現在我瞭解了，我也不執著這個人，我自己，也不執

著說法者，也不執著剛剛的聲，對於所有的一切，當下很明白，全部的全部很明白，物

亡境滅，這樣了了徹達靈知之本性，這個就是佛性，這個就是覺性。 

當你這個完全明白，這個時候相應妙慧，是不是即刻就是開悟就是悟得？那如果你

讓它在這個裡面，存續的你個別的分別，這個分別，所以在現前剛剛，還在想前面那個

聲音，跟做什麼？為什麼？吵與不吵，這個是不是叫做剎那之間，而那個叫前念？那你

現在已經繼續運轉的這個，是不是叫後念？是不是念念，前念後念 繼續念念，繼續的

轉下去？這個地方就是會修跟不會修，鈍根器跟利根器的差異。 

所以在一念當中能修行的，自身就等同是佛。那我們眾生在看到佛跟眾生差異，就

在不守真如，就是沒有用這個清淨的覺性，在覺所有一切。那這個地方的這個念，如果

大家會修的話，你不用管你以前有多糟糕，這個就是頓法。頓法是你不要帶著過去的包

袱在修行，那個習氣，粗重的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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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於人或事或物，對於所有的色聲香味觸，都帶著過去的包袱。所以你每一個現

前的色法裡面，因緣裡面，你都拿過去的這些作為標準值來選擇；所以你帶著過去的所

有的包袱，讓自己一直處在有的狀態，一直處在執著的狀態，這樣子就是見，你只能慢

慢的在這裡一直想要剝落它。真正會修的人，要懂得把過去所有這些，把它平等去讀它，

它是幻化、幻化、幻化的，不住在那裡面。 

不住在那裡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個現在，你內心的這個東西。每一個現在，或許

所有實相沒有馬上現前，但你不用攀緣附會去解釋它。這樣狀態，它可能有一點點小小

的秒差，沒有關係，那個小小的秒差，就是覺照的時候。那個覺照不是，不是在針對外

境起高低音頻，或是紅黃黑白、方圓大小，不是覺照這個；而是覺照你這個所有一切，

剛剛念頭發生，你這裡面有沒有雜染習氣？如果你覺照這個，放下，然後在這個當下，

它就離，它就離這個念，它就進入空裡面。進入空裡面之後，你完全安住，你完全安住

在此境界，在這個清朗當中，覺性是繼續發生的。 

我們一般以為這個覺性，如果我放在空的時候，我現在心念不啟動的時候，我覺性

就沒有了，其實它從來沒離開。當你這個地方不動，所有的一切馬上都明白，這個就是

一念不起全體現，它就是會現。那我們眾生就是不敢丟，他就不敢丟掉自己過去認知的

這些東西，以為只有靠著過去的資料庫，才顯得聰明，其實那是最笨的。 

那我們看這個念的修法，暫時講到這裡，後面還會講。我們要空掉念，無念，其實

它不是用死寂的，它裡面可以用觀照處理，但在觀照跟處理裡面，是不帶情緒。它不是

煩惱結構，而是理性的、覺性的，在先觀察內心沒有這個情緒，然後內外，裡外都明白。

裡外都明白，一切的實相就現前，你就瞭解這是為什麼，這在做什麼，它的答案是什麼。

這些明白的時候，就是智慧。接下來的一段經文。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

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其實是一樣的。他說善知識啊！凡夫呢？佛性常住，凡夫跟

佛其實都是一樣的，這是理即佛。「煩惱即菩提」，如果會修的話，粗重的煩惱，微細的

煩惱，不管如何，只要你會修，從中就能夠證得智慧，也就是菩提，能轉。如果不會修

呢？ 「前念迷，即凡夫」，剛剛不是一個聲音嗎？一個聲音你起了念，然後開始，唉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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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沒讓那個聲音嚇到，今晚讓這個聲音嚇到。這個時候的這一念，是不是前念？又加

上早上的前前前前，不知道多少念以前，在這個翻滾裡面，是不是就是凡夫？ 

那後念悟即覺，剛剛有講前念後念，如果現在又從我們已經有前念的狀態，有前念

的狀態迴光返照，這個念是虛妄的，早上的念也是虛妄的，早上的念我住了，現在這個

念我取了，不對！不應住，也不應取，不應執取這個境界。前念著境即煩惱，前念著境，

早上沒讓那雷公嚇到，今晚讓這個拍掌聲嚇到。這個時候前念，就是早上打雷，而那個

雷聲讓你嚇到，他留著有情緒裡面的恐懼經驗，這些是不是著了？還記得早上讓雷公驚

嚇到，驚嚇到，不過不嚴重，因為雷好高。 

然後這個地方後念，如果我們後念離境即菩提。如果從我有前念，現在有後念，在

這個後念上運作，能夠消融掉前念跟後念，這個時候才知道，我的耳根在攀緣聲塵，這

一切我的覺性常存。那這一切的幻化幻化，通通放下，剛剛的拍掌聲，早上的雷聲，甚

至於生命裡曾經所有一切的聲音，當下知道其實無非執著而住在境界中。 

當你這些通通一起放下，這個中間是不是有覺照？可是這個覺照是不是抽掉？是不

是自己轉？是不是自己轉？原來早上的恐懼，剛剛的驚嚇，在轉這些而離境，是不是在

離境？在離境離境的過程，它可能有秒差，但是時間不用很長，這個時候原來這一切是

虛幻的，我的覺性常存，早上的雷我聽到，剛剛的拍掌我聽到，等一下外界，車子揚長

而去的聲音，我也可以瞭解，這些我的覺性是不變的，而它是清淨的。這一切是清淨的，

所有一切本來如此，當你一心放下清朗的時候，這個就是空而不空，這個時候就是菩提，

會證得菩提。這樣大家很容易瞭解這一句話，接下來的這一段。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

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 

這一段是非常精湛的一段，他說善知識啊！所謂摩訶般若波羅蜜，就是般若智慧，

到達彼岸的般若智慧，是最尊貴、是最高、最上、最為第一的。如果懂得無住，也就沒

有去來相，沒有去相，也沒有來相，三世諸佛都是從這個地方出生的。以空間來講，有

十方諸佛；以時間來講，有過去、現在跟未來三世諸佛，統稱全宇宙的諸佛，祂們都是

從這個地方出生的。什麼出生？無住，那無住，我們就得瞭解一下，怎麼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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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住，我們要哪裡看到無住？眾生已經有身心結構，那我們從物上來看無住，

沒有固定的實體，不變的相狀。那如果我們的心，外界是不是一切無住？如果我們不懂

外界的無住，那我們來看我們的心，也可以發現，其實你的心念一直在變異中。而真的

殘留住在那裡嗎？其實不是，它只是結構了很多很多的記憶，就是八識田中的種子；我

們結構了一直儲存、一直儲存、一直儲存，儲存的時候，其實像拖了一個小尾巴，連結

到現在的心，俱生我執。所以當這個東西，跟過去的經驗有所相雷同的時候，就會順著， 

因為你會取這個境，取這個東西的境，取這個境連結過去，俱生我執去尋找資料庫，於

是再把過去的這個現前，就可以看得到過去是住著，現在也是住著。所以無住，如果你

以現象來看，萬事萬物不會凝住於自身不變的性質。 

人認為，認為說，一定就會看到，就會擁有，就能夠感受，就要掌握，其實這一些

都是錯誤的概念。如果我們以固定的概念來認定它，這個角度裡面，你永遠只能在現象

裡面。在現象裡面，想要把握什麼東西，這是心外之法，這是心外求法。般若理論它認

為，諸法性空是重要的內容，也就是所有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在這個裡面，它一切是

性空，緣起而有，緣滅而無，沒有一個東西，沒有一個心念可以永遠保持。所以菩薩行

般若波羅蜜的時候，不應於色中住，也不應於受想行識中住，諸法均處於因緣聯繫與生

滅無常當中，所以是無住。 

我們如果能夠觀察，而瞭解諸法念念無常，無有住相，那麼無住實在就是所有現象

的共性，一切現象的本源。這樣講，同學可能還是沒有辦法瞭解無住。我們以現象學來

看，自己曾經擁有的物質，生活裡曾經擁有的每一個狀況，其實都一直在移動中。縱使

是自己的這個色身，假合的地水火風，結構起來這個色身，在過去跟現在，其實它在變

異。在過去生過去世跟現在，在六道中不知來回幾次；在未來，更不可掌握。所以單就

於自己的這個狀態，就知道是無住，只是不願意接受，不願意去接受這個事實。如果你

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你就再也不會執著，執迷於所有一切的物質現象，包括自己這個色

身。 

你說你可以掌握，你有多少日子好活嗎？你可以掌握你有什麼樣的處境，怎麼樣

的，所謂上次有講到「心體無滯，去來自由」，你能夠掌握你怎麼生怎麼死嗎？好多好

多都是不可考查，也不可掌握的。所以這個無住，你必須真實的用深觀因緣法，用你自

身真實體會當中，好好的承認它，好好的瞭解你為什麼這麼痛苦，來自於你想把握，你

想住著，或甚至於說，你拿的東西太多，你要綁，你綁自己，五花大綁，你一直用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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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過去的一些想法、現在的想法，過去的所有東西，來綁死你自己。 

人是作繭自縛的，如果你知道這些，它本來就已經不住了，是你拿來自己綁自己。

你看到自己這些，當下會覺得很好笑，這裡面就自由了。僧肇說：「法無自性，緣感而

起，當其未起，莫知所寄。」當這個所有的一切未現前的時候，其實你也不知道它在哪

裡，「莫知所寄，故無所住。」所以諸法現前的時候，你不知道它原來放在哪裡。 

物質界它不會主動的跟你說，物質界不會主動跟你說，我這張椅子，我等一下就只

要給張三坐，不會。奶油也不會說，我今天這一塊奶油，要走到張三的家讓他做麵包，

物質是沒有這樣的。所以縱使你放在物架上面的奶油跟麵粉，麵粉不會說，我今天這一

包麵粉，五分之一要走到張三家，五分之四走到李四家。所有一切物質界，它都沒有自

性。未起時，沒有一個叫張三的，去拿了麵粉跟奶油。這個麵粉跟奶油是空，對於張三

的概念，對於他家的廚房，對於麵包來講，都是空。對不對？ 

所以在未起之前，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無所住；無所住故，則非有無。非有

無，而為有無之本。」我們知道所有的一切是因緣法，你今天走到這個超商，你看到麵

粉，你看到奶油；你買了麵粉，你買了奶油，或許它沒有雞蛋。而雞蛋，你的選擇，可

以從這條街一直到你家，你可以有五個選擇，十個選擇，所以這無所住，它沒有一個設

定的點，這個緣起是性空的。當你把這些聚集，緣起而有了，靠著中間的這個緣，然後

你買了麵粉，買了奶油，買了雞蛋，到你家的廚房，進了烤箱，做出來的麵包，分散到

左右鄰舍、家眷跟自己，在腸胃消化吸收之後，亦是無住。 

是不是亦是無住？它化成了多少營養成分，在你的細胞裡傳送使用之後，你再去打

一場網球，之後這些養分，這些能量，亦是無住，因為你又餓了。縱使消化出來，是成

為明天屎尿的一部分，抽水馬桶一沖，流到所謂汙水，這汙水處理處，然後再一切塵歸

塵，土歸土，有的水還流入大海，亦是無住。不流入大海，好吧！汙水處理廠，水蒸氣，

因為這個溫度溼度的關係，所以上升了，成為這裡的一片雲，或是西伯利亞的一片雲，

或是某個颶風把它帶到美洲去了，亦是無住。是不是都無住？ 

所以要真的去瞭解物質界，不用執著了，沒有一個東西住。高樓大廈，你擁有的十

層樓的大樓，一夜之間，因緣果也可能地震幻化，亦是無住。每一個眾生痛苦的，就在

他想要把握，所以在有跟無，有跟無，事實上無住，是有跟無之本，這個是僧肇他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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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學派他們說，以無住之空性作為因果報應，一切法得以成立之證明。 

在我們念起的時候，其實亦是無住。你過去曾經有過的惻動，曾經的感動、傷懷，

當時間、空間、環境，各種各種不同的因素慢慢走下來，七歲、十七歲、七十歲，到底

愈累積愈多，還是愈累積愈自在，就在住與不住的認知上。七歲是不是單純？是不是單

純？他是不是好像無住？他累生累劫住不住？他過去生過去世的那個老頭子，搞不好住

得很厲害。可是他七歲的時候，他過去生過去世的那一些東西在嗎？又好像無住。種子

識，種子，種子識，八識田中，如果有強烈的記憶，又好像是住。對不對？ 

然後到你十七歲，是不是拼命拼命的往外去抓？是不是要住？我住得愈多，我的經

驗愈多，我的知識愈高，是不是追求著住？這是一個過程，能不能真的住？也沒有。好，

拼命的抓， 拼命的抓。到四十七歲的時候，到四十七歲的時候，你發現住的東西是什

麼，不住的又是什麼。住的是強烈的哀傷，強烈我要的東西；而沒有住著的是什麼？有

好多，根本無從記憶的東西，變化的東西。發現所住著執著的這些東西，煎熬著自己，

所以到五十七歲，就開始拼命想要丟。對不對？想要丟痛苦的，想要去抓某一些自己想

要的東西。清淨吧！遺忘吧！ 

到七十七歲的時候呢？所有東西又無住了，跟七歲時候一樣，只是一個行為錯亂，

一個很可愛。是不是又無住？到八十七歲的時候，連屍體都沒有了，還住在哪裡？還住

在哪裡？所以真正的實相是什麼？你住在哪裡？住在哪裡？可是結構了這個神識，我們

說結構，好，我哪裡都不住，我結構了成了一個中陰身，而這個中陰身，實質上又真的

住在哪裡呢？結構似有而似無。因為在住裡面，黏著了意識，而成就了一個虛幻的神識

體。 

如果你不住，無住的狀態之下，如諸佛菩薩遍一切，法身遍一切，回歸到原始最清

淨的一切當中，那麼在所有的一切，可以隨一切的因緣而清淨現起，也就是應化身。所

以這裡面講的無住，如果願意好好的去思考它，諸法念念不住，讓思想不受束縛而得證

解脫，這是《壇經》基礎上要講的，三世諸佛都是從這裡證得。 

講個公案，唐順宗 唐朝的時候，這個唐順宗有一次就問佛光如滿禪師，他就問他

說：「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就說佛不是在講佛性常

住嗎？那佛自己又哪裡來？如滿禪師就回答他：「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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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

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他說佛，祂從無為來，所以祂沒有一個來的

感覺；滅向無為去，祂也沒有我要走了，這種滅的感覺，因為那叫示現。所以清淨真如

海，這裡面清淨是真如。 

這個「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縱使佛示現應化在世間，眾生有所造作，佛當

下有言行舉止對談，「有念歸無念」，看似跟我們一樣有這個念，事實上他匯入回歸是清

淨無念的。這個念的解釋，就是在講有雜質的眾生念，或是清淨的正念，清淨的這個所

謂佛性的使用。 

「有住歸無住」，佛沒有我住著世間的這種念頭，但我們眾生有。你看我現在幾歲

了？我住在豐原；你看我現在幾歲？住在臺中；我家在臺北，我家在高雄，所以我到哪

裡去，我都一定要回去我家那張床，就會有那個歸屬感，就是物相。對不對？那在心念

中呢？我屬哪裡，這個界別都一直在。所以這個地方，佛祂沒有這個問題，我們眾生有

這個問題。所以有住歸無住，所以佛呢？祂隨一切，是不是因緣變化中在示現？在這個

精舍幾年，在這個精舍幾年，到這個地方結夏，在這個地方九十天，然後這個僧眾，苦

行僧的話，一鉢千家飯，隨處而安啊！對不對？ 

但我們呢？就是因為住，我們的心沒有辦法自由。那佛呢？這個地方，「清淨真如

海 湛然體常住」，這在講祂的清淨常住，祂的覺性常住。所以「智者善思惟」，聰明的、

有智慧的人，你要瞭解是這一塊，不是在講祂的身體，不是在講佛的這個色身的相狀，

你就不要在這上面生疑慮，你應該回去看看你自己，不是一直在找佛的樣子，不是一直

在找佛。 

這個順宗皇帝，他聽了之後不以為然，他一直要追佛的樣子。所以他就再問，他就

再說，他說：「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佛是在王宮裡出生的，迦毘羅衛城，淨飯王

的兒子，悉達多太子；佛滅的時候是在雙林之間。「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

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他就跟這

個禪師頂回去。 

他說，你跟我說佛沒來也沒去，明明我就看到祂，看到祂，佛在王宮生的；入滅的

時候，在雙林間滅的，祂住在世間有四十九年，是明明確定的，因為有記載。那說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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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說很多，又說祂沒有說。那事實上山河跟大海，明明我看到眼裡，因為國王嘛，總有

他的版圖，他總會覺得，喔！這塊我們的，這塊我的。對不對？一個釣魚臺事件就要爭

好久，更何況那版圖有多大。天地跟日月，你每天要站在天地之間，你要看到日月星辰，

初一、十五，明明有變化嘛！對不對？他就覺得不可思議。 

「時至皆歸盡」，只要時間到了的時候，你十五之後的月亮，它就是慢慢淡嘛！那

你夜盡了，太陽出來，就是熱嘛，就是亮嘛！這明明都看得見的。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誰言不生滅」？那如果「疑情猶若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我看到就是這樣，「智者

善分別」，你如果聰明的話，你分別看看我有說錯嗎？他就把這個如滿禪師回過去，因

為他問如滿禪師。 

如滿禪師回答的是：「不來也不去」，這個時候如滿禪師就只好再解釋。他就講：「佛

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

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說。」這一段是如滿禪師回這個皇帝的，唐順宗。這個唐順宗這一段聽得懂，

也真是利根器。我們一般這樣聽一聽，有沒有馬上開悟？我看大家都沒有悟，畢竟我們

還不是皇帝的料。 

他說「佛體本無為」，真正佛不是在說祂這個身體，祂是在講這個無為覺性，清淨

真如，祂在講這個。而「迷情妄分別」，眾生就是迷嘛！所以取著這個物相，所以一直

在分別，佛五十多歲了，佛七十幾歲了，人就是分別這個相狀。「法身等虛空，未曾有

生滅」。精神層次，清淨這個跟虛空一樣，它沒有壽，長壽短壽，有無、左右、大小，

這前幾堂課就講過了，所以未曾有生滅。 

「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其實佛在不在？說菩薩都在正法中，你看到你的佛

性，是不是佛出世？你的清淨在，跟佛是不是相應？「無緣佛入滅」，有的為什麼是一

闡提？看不到佛性，也碰不到佛，也聽不到佛經。那如果我們以現象來說，我們是不是

無緣佛入滅？以現象來說，無緣佛入滅，因為我們看不到釋迦牟尼佛。可是我們又有緣

佛出世，我們聽經聞法，是不是佛性現前？瞭解，是不是佛遍一切處？都瞭解了，是不

是又有緣？以現象來說，是不是又無緣？這懂無跟有，他是在解釋這個。 

「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佛告訴我們這些道理辦法，我們自性清淨現前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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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不是跟祂相應？那找到自己心中的這個滿月，並不是說我只是遙望的佛祢的月，

這我們自己心中就有這個清淨圓滿。所以「非常亦非斷」，到底有沒有？到底有沒有？

「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你過去十五歲的時候，你了不了知你有佛

性？可能不知道，因為我們都有隔陰之迷。對不對？我們不知道。現在知不知道？肯定 

知道。可是會不會中間十五歲的時候不知道，佛性不見了，那什麼時候又連結？沒有這

回事，因為佛性在講非常抽象的東西，那是在講我們清淨這個能力，這個覺性，每個人

是不是都有？ 

你十五歲的時候能不能覺？能不能知？能不能學習？所以那時候有沒有丟掉，沒

有，可是你卻不知道，你卻一直在追外面。我怎麼這麼笨？我的東西怎麼這麼少？我的

分數怎麼這麼低？只是在外界上面做文章，而不知道你能學習。這個所有的一切，這個

能力，這個覺性，就是講這個佛性。這個順宗皇帝聽了之後，他就非常的開心，就懂了。

喔！原來這樣。禪師是在跟他講清淨佛性的這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