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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9》 

             印可法師宣講          

那我們眾生呢？因為我們有這個分別計較的心，所以我們一直在看世界，都是在生

滅，所看的世界都是生滅的世界，所想的佛都是想佛的應化身；都不知道佛要告訴我們

的是你要超越現象，就是超越這個生滅現象，你從這個生滅現象裡面寂靜，內心寂靜，

不要再產生五蘊了。那麼你的心回到清淨的覺性，所有一切都能覺，都無住，都了別而

無心。無心不是沒有智能，它是清淨的，清淨的覺性。無心的時候，看到了，就是不生

不滅的世界，也就是體會到了就是自己的法身，也就是佛的法身。所以真正「有緣佛出

世，無緣佛入滅」，不管是講生滅的滅，還是涅槃的滅，我們都要在這個語言文字裡去

走出來。 

眾生啊「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五蘊煩惱塵勞，就是我們眾生修行裡

面很重要的一環，這個都是由六根塵結構起來的。「生因識有， 滅從色除」，黑板上面

有這一句。生，只要你的六根對所有一切，這個六塵，你的識存在，受以識為體，也就

是我們這個意識存在的時候，所以生因識有。你所有會取相等等，是不是你意識裡面有？

這個識如果它是清淨的，它是清淨的，是不是轉識成智？是不是轉這個識？這個功用成

為智慧，那是不是就是安住在清淨真如，實相、道理、智慧現前？  

如果不是呢？是因為雜染的這些意識，第八意識雜染的生因識有，就是因為你的自

我意識，所以生既然成立了，是不是有滅法？是不是就有滅法？生滅嘛！你不能夠阻止

現象界所有一切的一直發生，你不可能的，不可能。那滅要從哪裡滅呢？生因識有，滅

從色除。滅就要從什麼？色受想行識的第一個色去除，是不是從物質界去除？ 

今天一直在講這個物質的無住，跟你精神上如何去跟它的關係法，無非就是要告訴

同學，就是從這裡入。滅從色除，那我們眾生呢？你想要泯除這個物質界，不可能的，

這是因緣結構，你已經有你這個人了，這表示過去有無明，有它的因緣果，所以異熟的

時候，有自己的這一個。所以滅從色除，不是要除掉我這個身體，也不是除掉世界，而

是滅要從每一個色，你取讀的時候的那個受來除。 

五蘊與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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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受陰，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果淺深，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與離，是

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

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六根虛

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 

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五蘊」的修持，這五蘊到底要如何跨越這個瓶頸？在《楞嚴經》

第十卷裡面，世尊為阿難來開示。祂說：「是五受陰，五妄想成」。也就是我們知道，你

既能夠納受、了別，如果是以「清淨受」，那麼緣起是空。你瞭解這個所有一切是幻化，

是暫時有，不是永遠的有，在這一種狀態，我們就是在講覺性的使用，也就是它了別的

功能。那用五蘊來講，它用到受這個字，就表示有一個能夠受的一個主體了，那就是這

個人。 

那這個受的成立，只要進入了五蘊的解讀，就表示我有意識，一個資料庫的儲存在

前面。所以我受的時候，了別裡面，跟我的資料庫裡面結合起來，有了一種想法，成立

了一個念，一個念，一個見。所以這個時候，當你用五蘊的，有情緒的，有個別受的個

體的時候，中間就經過非常多的次第。那這個裡面，是不是虛妄不實在的想念？是不是

念裡面就開始有變化，就成立了？ 

那我們現在先講，單獨講這個受。如果這個蘊，陰就是蘊，就是蘊藏、累積，把這

個東西你累積，累積起來，這個就是受陰，哪個地方就叫受蘊、想蘊。那這個地方，好， 

這個受成立的時候，你的五妄想成。所以這個受不要成為陰，不要成為蘊，就是清淨受

就好了。你看所有一切，你知道這是緣起緣滅，緣起是性空。當你能夠用空的正見，來

看這個受，這個受就是乾淨，這個受就是乾淨的，它沒有是非的，因為就是單純的，單

純的因緣和合，當下，當下清淨受。它也不會產生攀緣、妄想，攀緣於過去，妄想於未

來，所以中間是不是沒有恐懼顛倒？是不是沒有恐懼顛倒？於是就不叫受陰，那個就是

在當下緣起，覺性遍一切處。 

當如果成立的時候，五妄想成，色受想行識它的過程走完了。「汝今欲知因果淺深」，

這個受它在哪裡破？想在哪裡破？行、識是在哪裡破？這個講，世尊就一一為阿難開

演。祂說：「唯色與空是色邊際」。我們對於物質，物質，單對物質自己本身來講，單對

物質。當物質的存在，一定要到物質的變異滅，滅相，就是它的變異空相現了，這個才

是色本身存在的起，跟它的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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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現在有一支筆，那有一支筆，這個是不是這個色存在？一直到這隻筆壞了、

溶了、丟了、不在了，這個色是不是空了？那這個「色」，我們眾生在這個色上面，就

是以它的存在與空相，這樣來認定這個色跟我的關係。以物質自己本身，就是有跟無，

「色」跟「空」就是它色存在的定義。這樣知道？ 

那我們要如何從色上面，就能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個就《心經》裡面的。如

果我們瞭解色就是空，空也就是色，它的一個是隱，一個是顯，隱、顯嘛。因緣和合是

不是顯？因緣分離的時候是不是隱？就沒有了，所以顯隱，顯隱當中，是不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如果你能這樣的話，是不是在色上面就自然，就不受限，就不會執迷，就不

會痛苦？都沒有一個受的體了。是不是？就沒有一個受的體，於是在這裡面就清朗而自

在。 

再來看所謂「受」，我們一般來講感受。感受的時候，其實它就是你的意識存在，

接觸到了。有接觸到了，有觸。那如果說這個東西沒有接觸到，是不是離？是不是就是

離？你往前走看到前面馬路中間有個阻礙，是不是觸？是不是觸？那這個時候你的受是

不是成立？但事實上你在往前走的時候，左側右側或是背後還有其他的發生，可是因為

你沒有，你這個體，你這個識不存在的話，你是不是背後的發生是一種離的狀態？左側

右側不是你觸的狀態，是不是它就不是受？所以受的邊際，你要跨越「觸」一直到「離」，

離開這個受的感覺，這是人個別在受上面的運作。 

你今天痛，你感覺到痛，那痛是不是觸？譬如說今天有一把刀子，有一把刀子戳到

自己的手，這個時候是不是觸？所以你有受痛。那這個受，這是碰到而已。當這個刀子

離開的時候，是不是離？離的時候你還會受到痛，受到痛的感覺沒有了。縱使有的話，

它是不是在變異當中？它是不是成住壞空？這個刀子的東西離開了，那這個可能還有一

點點痛，就是剛剛碰觸的，殘餘的，這個能量的細胞的傳導，所以這個上面痛痛痛，等

一下是不是沒了？所以是不是離？所以受的邊際，我們就以「觸」跟「離」來解釋它。 

那我們眾生呢？如果你今天存在了，你接觸到了，是不是有受？一直到你心中對這

個解釋完畢，或是你有辦法離開的時候，你這個受才能夠抽拔出來。那我們眾生常常在

什麼？觸跟離當中，是不是擺盪很久？知道這個意思嗎？我們是不是擺盪很久？我們觸

之後，是不是取？這樣的一個精神層次的感受，然後就放在心裡，然後慢慢咀嚼它，回

味它，因為有個識為體，一個意識存在嘛！所以在這個上面呢？一直要擺盪擺盪，擺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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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離相，到離，離念，離這個相之後，你這個受才能恢復到平靜而沒有。所以這個是不

是很麻煩？很麻煩。 

那事實上你受、你觸跟離，有些時候我們人的修行就是，人有這個覺性，有這個佛

性，佛性常在。這個佛性幫助你能夠在這裡面大機大用，能夠感受這個，用清淨受，正

受，我們都講正受，禪定、三昧叫正受。好！如果說我們「正受」它，是不是一切可以

沒事？你也不會起煩惱，那之後無住，就結束了。那麼我們眾生因為討厭這個「觸」，

所以一直想要一個「離」。當觸在，當離在，其實還在「受」。這樣聽懂嗎？是不是當你

的觸，內心在，離，想離，你想離一個境界，這個受，還是在這個受的裡面。 

物質一樣啊！你看的「有」，你想取得一個「空」，在色有跟空有的狀態之下，其實

還在色裡面。那我們真正要達到的是什麼？你內心的這些色、受之後，因為你觸了，你

想離，中間是不是就是「想」？是不是想？只是它其實是重疊，此五陰元，重疊生起，

你沒有辦法切割的。 

再來看想的，當我們講五蘊「想」的這一支，當這個想，是不是心念裡面在受之後

這個啟動了一個念？解讀，那解讀之後呢？你是不是就會記著它？落入了，這是不是

「記」？那以想來講，一直到忘了的時候，這個想才不在嘛！一直到忘了，而這個「忘」

的中間呢？這個忘的中間，是不是我一直記得這個？我好討厭，我真想忘了它，我真想

忘了它，所以這個時候記跟忘，其實是一種你以為的狀態，你想要記著，我這件事情一

定不要忘記，可是我真的忘記了。是不是「忘、記」？是不是？忘跟記，其實這個「記」

在不在？在，因為你說，啊！這件事情我真的忘記了，那件事情其實是記著，只是它隱

跟顯的時間在哪裡現前。 

有些時候你覺得這件事我忘記了，我忘了，可是之後呢？又突然記起來，所以還在

想，你這中間跨很久很久很久，有沒有真的忘？沒有，其實還是記。是不是還是記？但

我們針對想來講，想了，這些解決了，智慧現前。我們來看修行裡面，我一直記得這件

事，那就表示我怎麼樣？我裡面有色，有觸，然後我想離。我是有記著，我想忘，是不

是都有？是不是全包？那我們要怎麼修行？就是在這個地方下功夫，這個全包，我要怎

麼樣？我這是不是要「轉識成智」才能真的不見？ 

它並不是說我拿掉拿掉拿掉，你拿不掉。因為它就是雜染的結構，它已經結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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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邦邦的，那我要把它化解這個結構的時候，我可能，我們看到這個動作，這個攝影不

好攝，較大撮一點。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還要化成微塵粒子，那化成微塵粒子，

它真的存在跟不存在，就在你認知的存在跟不存在當中。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要轉識成

智？才能夠真的對於那個「色」的解讀，因緣，緣起緣滅，性空。這個「觸」的解讀，

三輪體空，我不要用這個意識形態。這個「記」的狀態，這個就是我結構起來種子，是

不是都是要這樣修？所以這裡面，好，繼續走。 

我們不管從，剛剛從色、受到想，全部的生命，是不是在「行」的狀態？是不是在

行的狀態？你這個色跟空，你只要色納受進來的時候，它其實中間就是在行法了，它已

經在行，它已經在往前，那這個記痕，這個都是叫行。那我們人類呢？我們人類是不是

一定有行為？我們人類是一個進行式，你出生到你死亡，七十年好了，這個行為，眼耳

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三業，身口意，是不是就是在行的一種狀態？所以我們在行

的 「行蘊」這一塊來講，當這個一切在變化中，在變化中，我們是看到生還是看到滅？

一切在變化中我們看到什麼？我們是看到滅，凡夫是看到「滅」。 

「生」的時候是不是就是色法？生的時候是不是跟色法結構？對不對？因緣和合的

時候，生是不是跟色法結構？那我們凡夫的時候，為什麼會去看到行蘊？其實是因為

滅，它是因為滅。因為你一直以為有一個東西是永恆的，可以掌握的，你一直六根對六

塵，一直在很忙碌。在這個地方你不知道是行，其實是不知道是行，一直到這個變異了，

幻化了，忘、無、離、變異，這些的時候，是不是看到「滅相」？那你看到滅相的時候，

你回歸才去知道「生相」，是不是回歸才知道生相？所以當你看到行的時候，其實是從

「滅」才看到生，是從滅再看到生。 

那我們要修的時候，有辦法，有辦法從「生」的時候，就懂得它會滅，這個很不得

了的根器，我們都是在滅裡面，遺落了，負面的東西之後，我們才看到到底是什麼時候

生，所以是無始無明，所以講無始，你找不到追究那個開始在哪裡，開始的點。對不對？ 

那所以以行蘊來講，我們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你會記得你什麼時候出生嗎？出生之

後就開心得要命，在吃奶，跟世界交流，玩耍，你活在你的每一個時空裡面的情緒五蘊

當中，你會知道那個生嗎？沒有。是最後你修行修行的時候，你看到了很多，你才知道

生命在一種行的狀態。投胎也是行，他當然也是有意識的。是不是投胎？你會去看到過

去的那個行蘊嗎？看不到，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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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這個行的時候，就要在生滅生滅裡面，去看到這個行。然後在行蘊的邊

際，都要跨越掉它的時候，就是要「打破生滅法」，並不是滅掉生跟滅掉滅。如果你滅

掉生，你可能滅掉生嗎？你可能滅掉生嗎？你可能滅掉滅嗎？它是一個因緣法而已嘛！

剛剛講顯跟隱嘛！顯跟隱而已。 

縱使微塵粒子，這個微塵粒子，在空中是不是看不到？可是你電風扇，你夏天買來

的電風扇，到秋天冬天要洗電風扇的時候，曾幾何時，微塵粒子已經在它上面，電風扇

上面，靜電，已經結構了很多很多，一條一條的那種屑屑跟髒汙的東西。你也找不到從

哪裡有這些東西，微塵粒子啊！因緣和合的時候。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人活著，或是所有的一切，從這個行蘊，我們不得不在裡面運

作。所以我要滅掉行蘊的時候，不是滅掉生，也不是取得一個滅，而是看到「不生」與

「不滅」，是懂得它無生滅。因為生是因緣法，是空；因為滅是緣滅。可是它之後，因

緣和合的時候，是不是又會緣現？隱法會變顯，所以是看到它不生不滅。於是行對你來

講，行蘊對你來講，就自由。 

小乘，它就是想要滅掉生，而取一個滅；菩薩就是看到不生不滅；佛是無生滅，不

談生，不談滅。這樣瞭解要怎麼修？我們在這個中間跑來跑去，跑來跑去，在生法滅法

裡面跑來跑去，一直在行蘊中。既然行蘊在，前面全部肯定存在，全部肯定是存在的。 

再來看「識」，我們在看所有五蘊的運作的時候，是不是因為識在？為什麼佛經裡

面講轉識成智？它不是講滅掉識，如果我們今天要滅掉這個識，我都不要感覺，我都不

要有智能，我什麼都不要，我什麼能力都沒有，那你就不是人。 

我們上一堂課還講到「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對不對？我們來看那顆石頭好了，

那顆石頭呢？經過風化，經過不知道多長的歲月，我們有看過野柳的女王頭，聽說本來

很大，很漂亮的大女人，後來現在變成很瘦弱的小女人，風化千萬年之後，是不是造微

塵粒子？這個微塵粒子，這個石頭出來的屑屑，微塵粒子裡面，它可能有鈣，是不是？

它是不是有鐵？它非常可能這是所謂的碳，它可能是，反正泥土嘛，哪一種東西都有。

但這一些呢？飄到經過太平洋，飄到哪裡去的一塊泥土，拍打，岸邊嘛！海水拍打拍打，

成了泡沫，又不知道多久的時候，在這個泡沫裡面的微生物質，被一隻寄居蟹給吃了，

那這個一點點的養分，是不是成為寄居蟹的一部分？我們以物質結構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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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這個寄居蟹呢？又被一個漁夫給抓回去煮，煮來吃。煮來吃，煮來吃又成為

營養的一部分，進到這個漁夫的身上。漁夫那一天跟他老婆交好，又生了一個小寶貝，

是不是已經這樣轉了？它的那個鐵、鈣、鈉什麼東西，是不是從無形當中，因緣和合成

為有形的一部分？是不是這樣子？那我們說這個石頭，到底後來有沒有神識？那個女王

頭上面的那麼一點點的石頭，到底有沒有神識？說是沒有，但是它是不是組成了那個小

寶貝哇哇墜地的時候，開始他骨頭裡面的一部分的成分？是不是在這個顯隱，顯隱跟結

構神識這樣慢慢因緣和合，這樣子的狀態之下，是不是不斷不斷在這變化？那我們要如

何把這些所謂的物質跟生理現象，就是精神跟物質現象，做一個什麼樣的想法？那個都

是人類在自己的想法裡面，它到底有還是到底無。 

世尊有說過，世尊說，祂清淨法身遍一切處，諸佛可以示現藥樹，就是祂可以化成

大地裡面的山河大地，祂也可以成為救助眾生，眾生都有病，救助眾生的一顆很大很大

很大的樹，然後眾生在上面取這個樹的一些成分來治療身體。它是清淨法身所現，因為

這山河大地，它也是清淨法身，祂在講這個能量。祂在講這個能量，跟這個因緣和合的

時候，它產生了最早最早的單細胞動物等等的這些變化。 

那我們來看修行的時候，所以是轉識成智。你一直在物理上面，這個上面去追追，

其實還是在五陰裡面。那我們來看這個識，轉識成智，它是有了別性的，它是有這個清

淨的這個功能的，這個才叫法身。 

那這個呢？湛，是不是指清淨？我們要怎麼來修行這個識？這個識能夠超越它的邊

際，也就是你必須把你所有雜染，開始從色、觸際，生或滅，在這個地方開始，慢慢慢

慢去瞭解，不執不執不執，這都不執，都不執著。空，瞭解它真實的道理，不住。不住

之後是不是就清淨？你這所有裡面，它原來你結構的那些 是不是轉？是不是一直轉轉

轉，轉得清淨就是「湛」。湛的時候你會看到自己能思索，還是擁有我這個答案，縱使

我現在感受是清淨，是不是還是覺受的一部分？它是從過去的雜染轉出來的，所以這個

時候的湛，還要「入」，就是說還要合湛，再入這個清淨當中，而「入無所入」。 

到這個時候你這個清淨一念，能、所這個部分，我所化出來，我這些化出來是不是

就是湛？就是清淨的一念？這個時候入無所入，還把這個丟掉，是不是入？入的過程裡

面，還要合真實清淨，清淨的佛性的這個覺性之後，然後「歸」，「歸入無所入 無處可

歸」。當你無處可歸的時候，這個識的邊際才真的破，識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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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五蘊的修行來講，如果你只是在色法上想擁有一個「空」，或是在空，追求一

個「色」，你就是在色法中。你絕對會成為物質，絕對會成為物質，要不是動物，要不

就植物，要不就礦物，因為你是住在色法中。那這個色，這個色法，當然就是欲界跟色

界。 

那如果說你在「受法」中，你想要有個觸或離，那你一定會有覺知的這個東西。你

記住色又有受，是不是就情識，有情識的眾生？有情識的眾生，那你可能低等動物，不

講後面的比較複雜，你是不是低等動物？就單細胞，多細胞那種自然反應，這樣就好了。

記憶帶很少很少，很短很短，譬如魚，魚的記憶只有秒，牠只有秒。哺乳動物，海洋裡

面的生物，到魚類的時候，到哺乳的魚類，譬如鯨魚、海豚這些，牠已經有記憶帶，那

其他的魚兒，是不是色法跟受而已？可是牠沒有辦法留很久，可是這個受法一直在，那

你就是這種動物，所以很多人他想回歸這種動物。 

很多人修行修行，他就想回歸，他就想回歸我不能感受，這個他不是究竟的，他並

不是究竟的，終究你還會繼續發展，再回來。那很多人就是我不要想，不要想，這外道。

在外道，他說我不記，我能忘，我以後這個上面，我是修某一種，前面有講過那個禪法。

然後在這個修的時候，進入無想天。進入無想天，它是一個禪定的功夫，外道禪，他還

是有一個時間性。之後，出定了之後，還是在六道中，三界中，所以這是「想」。 

很多人修行想要回到這個（空），這個（離），有的是從這個地方，是不是在想？那

你「行蘊」呢？有的人不「行」，他修不動，那修不動的時候，生滅生滅就是用不相應，

不相應。那不相應，收攝，很多東西他不產生作用，所以他以無生，不生來停止，想要

一個滅，這個其實還是在行裡面，他只是在這裡面跑，他終究還是會回來的，所以這個

是行蘊。 

畢竟要修就是「湛入合湛」，你要以清淨，清淨你就看到自己能所的這個清淨，能

覺受的這個心，你清淨所感受的這個東西，跟你能覺受的這個心，那這個兩忘，這個茫

茫，然後真正的放下，這個時候就破了，這個地方就粉碎虛空。因為你有這個湛，還是

有識，它在轉，它是取淨相，然後你能識，你能識是不是從染汙跟能力？可是能力，你

是不是住在這個能力裡？當你把這個湛，就是你這個清淨，這是轉出來的東西，再加上

這個能力，我的佛性還執著的，我能感受的這個能力，當這些兩個都放，當下才是畢竟

空。當下入無所入，內外湛明。是不是內外湛明？這是一個大德寫的，內外湛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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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畢竟空。歸識，識就是破，這個識破了時候，就清淨法身現前。因為它不是意識形

態，能、所雙亡。 

那世尊在講，祂總歸，祂說：「此五陰元，重疊生起」，其實你很難察覺。修行要練

習練習，練習之後，你才會察覺你的念起，才察覺那個念頭裡面的屬性，才察覺我不攀

緣，我不想，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期待，而現在當下在這個運作，迴光返照去看

自己，這個時候馬上湛入合湛，一切不再意識造作。然後這一句是總歸，「生因識有，

滅從色除」。生是不是因識有？是不是有識，所以你有受？是不是有受？受是心法嘛。

色是這個是色法嘛。那剛剛講，色法它本無自性，攝影機不會說，我今天只要拍印可師

父就好。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生因「識」有，滅從「色」除，是不是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你如果這個地方，並不是要除掉色。 

所以修行回歸來講，我們如果懂了這些道理，他說：「理則頓悟，乘悟併銷」。這個

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只要你一直運作，湛入合湛，就是謂悟，就是悟，不用懷疑。世尊

跟古德都給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證明，所以這個道理懂了之後，你可不可以頓悟？可

以。會不會悟？會！乘悟併銷。所以你心中所有這些煩惱、想法等等，以後都不會發生。

這種是一悟永悟，那這種就是粉碎虛空。 

但是「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但我們不能阻止我們還在色法裡面，是不是自己是

色法？所以這個事是不是因緣和合？過去的因，無明造作種子，因緣和合的時候，事是

不是又現了？所以這個事是不是？不是馬上就不會再發生。你不會說，悟了，六祖惠能

大師悟了，應該就像這樣，呼！就空氣中不見了。世尊悟應該是這樣，呼！就不見了，

昇華了，不是，不是。 

所以在悟者之後，看他自己的四大跟所有這些東西如幻，作如幻佛事。所以這個事

呢？這是針對他們的事，而對自己因緣裡面的所有事呢？它不是馬上沒有，因次第盡。

因為過去過去是不是因緣果？那因，以前的過去到現在，是不是緣？而現前是果，這個

是不是要圓滿圓滿次第盡？而這個圓滿圓滿的時候，是不是要懂色即是空？你已經悟

了，你知道色即是空嘛！你色即是空，是問你在事中，是不是理？理事圓融。 

你在事中知道這個理，色即是空，是不是又頓悟？然後次第盡，又把它圓滿嘛！圓

滿的時候，色即是空，它是不是有個發展性？它有行嘛！這世間是一個有時間空間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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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這個地方無記，也沒有忘，也不生，也不滅，也不談湛入合湛，因為你沒有在

轉，沒有在轉染汙嘛！沒有意識，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次第圓滿圓滿圓滿，就

成就。 

大德說：「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如果悟得之後，「眼耳鼻舌身意」虛靜，然後它

不會在這邊飄蕩，它不會揣測、想像、攀緣附會，不會。它就是當下當下很直接，很明

白，很清楚，所以內外湛明，它裡外都是很清楚的。因為有迷，所以要談悟；不迷的狀

態之下，也不用談悟，入無所入。好，阿彌陀佛！ 

回到課本的第二十八頁，它說：「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剛剛這樣解釋，

懂得要怎麼打破嗎？回去要實質操練，在這裡聽一聽，黑板沒有破，它並不是把這個黑

板粉碎，而是你回去真的要不斷的練習。當你用這樣子的練習法，它就是直指人心，這

個就叫頓法。中間你可能有一點時間的操作，可是你一直安住在這個法裡面，對不對？

那不住雜染的外境，也就是用大智慧，這個運作其實很快，你要不斷的練習，打破這種

五蘊煩惱。煩惱就是會染汙嘛，染汙心，所以如塵垢一樣，會讓人身心疲倦。所以煩惱

跟塵勞，意思是一樣的。 

我們人為什麼會累？身體上的累，身體上的累，休息就好；精神上的累，是痛苦的

來源。那有的人因為生理上，身體上的累，會引發精神上的痛苦，是因為他色沒有辦法

空。對不對？他色沒有辦法空。那在使用的時候，這個臭皮囊或是這個四大，它成就佛

事，如幻佛事；它也成就造業，無量無邊，為未來造很多因。看你怎麼抉擇，看你怎麼

樣去運作而已。 

所以要如何「打破五蘊煩惱塵勞」？會了之後，「如此修行，定成佛道」，照這樣修，

一定可以成就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怎麼三毒跟戒定慧有關係呢？那我們就來知道

一下，這個哪三毒？叫貪、瞋、癡，貪瞋癡是三種煩惱。因為一切煩惱，通稱就叫毒。

那這三種煩惱，通攝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都有這個毒。那每一界的毒，毒

到多毒，就有一點不同。這個貪瞋癡，能毒害眾生出世的善心，所以讓有情眾生長劫受

苦而不得岀離，所以特稱這個三毒。而這個三毒是身口意惡行的根源，所以是根本煩惱

之首。你有貪瞋癡的話，身口意造作就會根據這個一直運作。那這個三毒貪瞋癡，要怎

麼轉為止惡修善的戒律跟禪定跟智慧呢？這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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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裡面世尊是不是都有講？我們修行祂都會講，受菩薩戒都知道，誓斷一切惡，

菩薩對於自己的這個三毒，都有自我誓約，我要誓持一切淨戒。我要誓持一切淨戒，對

我的貪毒，是不是就是止惡修善？是不是就是戒律完成？就戒律完成。我誓斷一切惡，

誓修一切善，這個就針對我的貪毒而修。因為在惡裡面我斷了，我的心是寧靜的。在善

裡面呢？我應該，這是清淨佛性，佛性本來就是這樣子，它是全善，它因緣裡面，是不

是清淨而圓滿？所以他常修一切善的時候，對於這個瞋，就不會有念頭，這個時候就是

一種定。 

那誓度一切眾生，要度眾生的時候，是不是要有智慧？所以是不是對治於癡？對治

於癡，那也就是慧能顯揚。在三律儀戒裡面，講到誓斷一切惡，就是攝律儀戒；誓修一

切善，就是攝善法戒；誓度一切眾生，就是饒益有情戒，三聚淨戒。 

那這個地方六祖惠能講，如果照這樣修行，一定可以轉變貪瞋癡三毒為戒定慧。慧

就是講我們有推理判斷事物，判斷事理的這種精神作用，達於有為的智，稱為智；達於

無為的空的道理，這個空的正見，空理稱為慧。那這個智慧，智慧講的在這裡講的是般

若智慧，並不是世間的智慧，所以它用戒定慧在講這個慧。當然後面還會根據定跟慧有

所論述，在這裡不講太多。 

那我們如果能夠知道，從五蘊裡面要轉出來，那麼我們在色法跟心法裡面，就可以

看到用清淨的佛性，清淨的覺性來看色法，你是不是戒就圓滿？所謂的戒，是止惡而行

善，這才叫完整的戒。戒不是單講止惡，行善是不是圓滿的部分？我們戒，如果說只講

一半的話，是不是止惡？止惡只是不傷害他人，可是該圓滿的部分沒有圓滿，所以止惡

行善才是完整的戒。止惡行善是不是色法中？是不是色法中圓滿它，而心法中不住？所

以當你在這裡面，以色法跟心法結合起來，這個心是清淨的狀態，這心是清淨的。在這

種狀態之下，是不是就是定？而在圓滿，圓滿的時候，是不是就是慧，慧現前？所以戒

定慧，三毒能轉為戒定慧，就是這樣的道理。 

講一個公案叫做，是在講曹洞宗，曹洞宗。那曹洞宗有一個曹山這個祖師大德，他

講，他都常常告訴他的弟子，他說：「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

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 

「從緣薦得相應疾」，今天大眾我們坐在這裡，是不是從六祖惠能大師的《法寶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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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跟大家一起來研讀的這個善因緣？所以我們從緣而能夠得到這個法義，瞭解原來

我們本來無一物，我們清淨的佛性，要在色裡面見到空；而空的顯隱變異的時候，又會

成就色法。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內心裡相應是很快速的，是不是瞭解這個法義是很快

速？ 

但「就體消停得力遲」，中間就是要修行了，剛剛空的道理都知道，但就體，根據

這個道理，這個基礎，清淨，原來眾生常住寂靜涅槃，清淨佛性覺性本無塵埃，這個地

方當我瞭解這個，而我要消融，讓自己安住在這樣的清淨中，要得力，要真正能夠在這

上面保任證得，其實它不是馬上的，他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去做這個動作，他是需要

花時間的。任何一個禪師都會告訴你，他重視悟後起修。因為事，事須漸修，所以這個

地方所有一切，你就你相應疾，知道了這個佛性之後，你要消融，你要保任在這清淨當

中，這個要經過一段的時間修為。 

「瞥起本來無處所」，當你慢慢用功用功用功，這個時候你突然功夫做夠了，你就

會契入你那個清淨，本來無一物的清淨。那麼你契入之後，這個後面就沒有辦法再說了，

「吾師暫說不思議」，所有一切的，之後的那就不可思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