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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0》 

             印可法師宣講          

那我們在修行裡面，好多懂得的，好多不是很懂得的，回歸而講，都是心色二法。

我們不懂得的是心法，我們懂得的物質現象的色法，其實是有限的。不管它是多大或多

小，它是高是低，有跟無，你都要知道，心念了不可得，物質生滅不可掌握。這個心念

跟物質，這個也都是幻化的。 

而在這個裡面，《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七講，「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

如芭蕉，識如幻法，五盛陰無牢。」就是不牢固，「亦不堅固，幻偽不真」，它虛幻的，

它並不真實。如果你能夠瞭解，念念念念虛幻不真實，那麼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但佛

在講這個念，並不是告訴我們，人要不可以起心動念，因為我們眾生已經是輪迴的；佛

在講這個念，是說你不要有雜染的念，所以用觀照的運作，來觀察自己雜染的念。是不

是自己在運作自己？ 

你如果拿你的佛性來運作別人，那個叫攀緣；你用清淨的佛性來觀察自己這個念，

然後轉這個念為清淨所有一切的智慧，再丟掉這個念，這個就是轉識成智。所以大家是

不是有這個念？懂得從「有念」，一直到「清淨正念」，最後「無住亦無念」，是離相的

狀態，這個就是修行的一個步驟。回去記得，不是用我想捏掉這個念，為你以為的道果，

這樣子修行才不會入斷滅，才不會入外道的無想天。 

變三毒為戒定慧，所謂三毒，大家都知道曠世巨症「貪瞋癡」。常常佛經裡面有講：

「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那就是要轉，叫轉這個貪瞋癡為戒定慧。所以這個地方

所有的心法，所有的觀照法門都得用得上。有些時候當下，眾生在眼耳鼻舌身意，任何

的一個境界對應的時候，就進入了境界當中，然後就無法自主了。 

這舉個公案，話說唐朝有一個權傾朝野的太監，叫魚朝恩，這個魚朝恩。魚朝恩有

一天他就親近這個藥山禪師，他想問《普門品》裡面的一句佛法。就說請問禪師，假使

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什麼是黑風？《普門品》裡面有這一句。 

這個藥山禪師，這個禪師的做法不是眾生可以想像的。這禪師就說，你這個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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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這個幹什麼？大家一般是不是會覺得這個禪師實在有夠沒風度？是不是？這個魚

朝恩當下臉色就很難看，因為這個文武百官都得吃他那一套，雖然他是宦官，他的權很

大，他臉就很難看，就生起氣來了。然後這個藥山禪師就哈哈大笑！這個就是黑風啊！

懂了嗎？揚眉瞬目也是一種教法，但是這是禪師的做法，現在不行。黑風啊！你那邊坐，

我慢慢細細說給你聽。這個就是禪宗它有這種魄力，問題是根器對不對。 

當然這個魚朝恩後來能不能在這個當下迴光返照知道，誒！這個瞋，三毒，沒有定

功嘛！他沒有定功。不過佛法裡面要講的，它有的是表法，有的經典裡面它表法，讀出

那個內涵，可是這些禪師他懂得。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常常在貪瞋癡情緒中，這個上

面慧就沒有辦法現前。因為定慧要等持嘛！上次講到這個定，自性有體是定，那在用的

時候這個關係，這個用的時候就是用智慧來用。所以「體即用者，慧不離定；用即體者，

定不離慧」，這個是講般若智慧。接下來的這一段經文，我們就來瞭解一下。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

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

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這個地方惠能大師又講，善知識啊！我這個頓教的法門，如果大家能夠見自清淨自

性，般若現前。從這個般若，就能夠生出八萬四千智慧。這個地方的一，我們不要以數

字來解讀它，這個一，意思是本自清淨，佛性它的基礎是絕對的，它不是相對裡面的一

二三，這個只是在講它的基礎點，所以這些智慧是自然湧現，相應於眾生，點點滴滴的

現況裡面，而自然就能處理它。 

如果我們以修行，自己每一個人來講，你只要見自清淨本性，你知道所有萬法，它

是因緣，緣生緣滅。一切的萬法，如果你內心的解讀執著，萬法唯識。所以在這個裡面

呢？當所有的因緣和合，現前的一切裡面，你都知道如何相應而圓滿處理它，這個就是

自然流出的八萬四千種智慧。 

那我們以度化眾生的角度，也就是像這些祖師大德們，這些禪師們，他不會去設定，

也不知道任何的眾生來的時候，他帶著如何的問題，他本身所要契入的辦法是什麼，這

個是絕對沒有設計的。所以當現前的時候，看到眾生有八萬四千種塵勞，這是形容詞，

這個塵勞講的也就是煩惱，世人常常都在這個裡面攀緣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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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這個地方我們要來探討一下，我們一般都是

很好奇，想要探索。這個探索之心，好奇之心，在求學問的時候，是要保持這種精神沒

有錯；但是用於悟道，就不對了。用於要參學入道的時候，你用好奇之心，這個是不可

能悟道，契入佛性。因為我們悟道者，是看所有一切因緣呈現的時候，都是用平常心。

平常心是道，這怎麼說？ 

如果我們是在找那個奇怪的奇特的萬般的事相，唉喲！這件事情奇怪喔！然後這件

事情好喔！這個感覺不錯喔！你就進入了事相中。那進入了事相中之後，你就會著於它

的生滅法。所以修行人，你要有那樣的敏銳來看所有一切，可是你的心是瞭解最平常的

一切裡面，它的道理都是具足的，緣起性空。縱使你每天吃一碗飯，你也知道這碗飯，

它在所有因緣法裡面緣起性空。你今天洗個澡，你也知道這每天，一二天，三五天，看

每個人，你自然就會有什麼？體臭、垢穢，那這些是不是一直不斷的因緣有因緣無？也

是緣起性空。所以修行要悟道，是要用平常心，而不是特殊之心。 

那我們為什麼有八萬四千種塵勞？因為鎖在所有的事相上面。如果說你能夠用平常

心來看，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大大小小，風風雨雨，或是太陽當空，你這個上面知道

所有順與逆，都是緣起性空，那這裡面智慧就恆常的穩定，會顯現出來，不離自性。這

裡面我們眾生在看自己的修行，就像《永嘉大師證道歌》裡面講：「覺即了，不施功，

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這講的就是眾生攀緣附會的心。

如果你真的能夠悟得清淨自性，所有一切因緣裡面，它是菩提心的。他這樣去做的時候 

沒有有為的功德相，那麼這裡面，它不是生天之福，這才是真實的功德。 

如果生天福，有所得心在做一切事，猶如仰箭射虛空，這個箭也是掉下來的。對不

對？仰天吐痰，逆風揚塵，這些都不是畢竟的。所以你只要內心清淨，自己這個智慧，

它就會慢慢慢慢的現前，平常心修道。每天要來追逐，追逐著一個什麼特別的，這小心，

小心陷入這種不斷的迂迴跟折磨當中。 

下面他說：「悟此法者，即是無念」，如果能夠瞭解，瞭解這個頓教之法，能夠懂得

放下一切，息妄，息這個妄，前面這講就是妄心，息妄即是無念。我們眾生就是緣念，

眾生在緣所有的境界，那麼就是迷的狀態；如果我的念念是放在道上面，念念放在道上

面，在念中即能夠反觀，就懂得無念，就是念起即覺。這個在六祖惠能大師他的解釋裡

面，他講無是無諸相，念是念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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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六祖壇經 20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這個頓教的法門，它就是離相，你的內心，不住任何的相，無諸

相；然後念是念真如，清淨心。也就是你看所有的一切萬般萬法，你都是不住所有的這

個現象中，然後以清淨心來讀，無諸相，念真如，那麼所有的一切都很明白。 

我們眾生為什麼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緣，著了這個境界，這個就是單一，這就是一

種相狀而已，你解讀的，你取讀的，這是限制了。你限制的時候，你的思考，你所有的

一切，就會從這個角度去解釋它，所有一切就開始變成有，而這個有就無法掙脫了。這

個就是已經著，著在有的境界裡，他不得自由。你只能就你切割下來取讀的這個，這個

區域，這個面向，而一直在裡面揣測、解釋、認知、做結論，他沒有辦法無念。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全面開放的，不設限，而在這裡這個無是不住相，無諸相，然後

應以清淨的覺性，真如的覺性來接受它，所有一切的條件，所有的一切同時浮現，這裡

面了不可得，但是能夠完全覺照而清楚。所以「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無前後際」，

這個無憶，當然是指前面的前際，那當下呢？是無著，沒有欺詐誑妄的言行，「用自真

如性，以智慧觀照」，用自己清淨的真如本性，用智慧來觀照一切；對於一切法，不取

不捨，這個就能夠見性成佛道，這個過程都講得很明白。 

古德說：「若能明實相，豈用陳知見，一念了自心，開佛諸知見」。古德都講了，如

果你能夠清淨心安住在這一切裡面，你就不用再強調你所認知的，你所看的，所有的東

西又是怎麼要解讀，因為那個都是個人的，就不用再陳述自己的知見。那一念當中呢？ 

所有的一切裡面，就是了自己自心所取讀的等等，而且反觀知道，你現在所解悟出來的

這個東西，實相中不是語言文字，自然就知道「成住壞空，生住異滅」，就知道這所有

的一切因緣法，開佛諸知見，就契入了。所以這裡面，對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古德也是說：「一念心清淨，蓮華處處開，一花一淨土，一土一如來」。心念裡面沒

有牽掛，自然就能夠看到清淨的本性，這個就是見性成佛道。那我們在講悟，有的時候

你也知道清淨，瞥見空性，知道因緣法，習氣使然；也是有些時候看不到自己的習氣，

在這個當下，好像一切明白，可是佛或大德中間是有落差的，佛是所有一切無明窠臼全

部脫落的。那眾生沒有啊！我們悟有深淺嘛！對不對？ 

這裡面就有個故事，大家應該聽得耳熟能詳，就是金碧峰的故事。話說有一個修行

人叫金碧峰，他修得不錯，也開悟了。開悟呢？他認為這所有一切不執著，也有自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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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那他禪修的功夫是很好的，獨獨對自己有一個玉鉢，非常的喜好，愛不釋手，

所以他每次要禪坐的時候，禪坐的時候，就把自己這個玉鉢，好好擦一擦，把玩一下，

好好收藏好，然後就兩腿一盤，進入自己的所謂禪定的境界去了，自受用三昧，這是自

受用的。 

那有一天他的陽壽已盡，陽壽已盡，閻羅王就派了兩個小鬼，要來捉拿金碧峰，金

碧峰他也略有神通，他也知道自己時間到了，這兩個小鬼就要來捉拿金碧峰，因為他已

經入深深的禪定，他不會有驚嚇、沒有神識等等的這些呼應。這小鬼在那邊等啊等啊！

這個金碧峰不出定，他也沒輒，抓不到他回去交差。於是這兩個小鬼就去找土地公，就

找土地公說，我要如何找到金碧峰，我要拿他歸案。 

這個土地公就告訴兩個小鬼，說金碧峰他最喜歡他的玉鉢，所以以後我們吃飯偷藏， 

土地公也在看，所以一切裡面，根本是沒有遮攔的。你不要以為你牆壁隔幾道，那是你

在想的。你不要銅牆鐵壁，那你作奸犯科就無人看無人曉，這個因果不爽。然後他就跟

這小鬼講他最喜歡的玉鉢，你找出他的玉鉢，把玩把玩，他就出定了。這兩個小鬼找啊

找，真的找到這個玉鉢，就開始玩這個玉鉢，噹噹噹，就給它弄出聲音，這個金碧峰，

他就聽到自己最喜愛的這個玉鉢發出聲音，心有所繫，心有所繫，於是他就出定了，這

兩個小鬼看到他，唉呀呀呀呀！好耶！終於可以捉到你了。 

這個金碧峰，唉呀！我修行的功夫就敗在這樣的牽絆裡，這個時候他就急急的把這

個玉鉢摔在地上，摔破，再兩腿一盤，入無餘涅槃，去也。不用讓你們捉，這個就是修

行。你只要心中有任何一絲的牽掛，走不開六道輪迴的。縱使你悟是剎那，它不是佛所

謂的常樂我淨，它不恆常。所以修行人悟後起修，縱使你有境界，難保無明不再現前，

因為你要修遍所有所有，所有一切，直到真的無牽無掛。這個上面，像很多要修行入禪

定，有的禪定功夫很好，那這些都會交代。 

他譬如說，這是他自己設定的，譬如他要入禪定，他會說，你要出定，如果我進入

這個滅受想定，有的時候滅受想定，那你要叫我出來，三彈指，三彈指，譬如。那這個

時候大家就知道，這三彈指，這個師父有出定。那有的他會用引磬，那有的入定，他沒

有人護關，他也沒交代的狀態之下，有的禪師就有曾經發生這樣的，就弟子們或是師父

不管，或是同參道友師兄弟，不知道他是死了還活？因為看起來就冷冷的沒有動，就認

為說他已經是沒有生命跡象，於是就把他這個是色身拿去化掉，像這些，像這樣子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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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修禪修有沒有？有，那是過程。 

在《壇經》裡面，它不鼓勵修行只到這樣，這只是中間。我們開始的時候有講到，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它一定會從躁動的世間流動的情形，然後進入修禪的相狀當中，藉

由次第慢慢去修持，而能夠達到，達到這裡面的一種定境。但是定境呢？能不能夠發展

出真正的覺性而不是切割法，沒有辦法相應的狀態，所以這裡面是一個過程。這個地方

只是跟大家舉個公案，就是金碧峰，他說，他摔了這個玉鉢之後，入定去也。他就說了

一個偈：「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鐵鍊鎖虛空，虛空若能鎖得住，再來拿我金碧峰。」

能不能放下你所有的？縱使說我們常常在讀古德的論述，藏經裡面的記錄，有的死得很

瀟灑。對不對？總是禪宗裡面比較偏向於蓋棺論定，也就是最後你死亡的境界如何，你

如何瀟灑的走。上次不是在講有個大德抓著樹枝就走了，是不是？ 

那我們現代的社會，真的要求個好死善終，就好像很不容易。但是真正我們瞭解死

亡的過程，你看似，看似能夠瀟灑的走，還不一定跳開六道輪迴，還不一定。我們有些

時候要懂得，它裡面是有一些真正修為的東西。就曾經看過有人，他因為他接受了，接

受了善知識的開導，所以對於他這個色身當下，當下能夠捨棄這個色身而就死。那就死， 

死得狀態之下還不錯，馬上就好像進入了死亡；可是之後還有一段，臨終是沒問題了，

然後捨報之後的那一段呢？你沒願力，功德力不夠，願力不真切，還有一絲，還有一絲

牽掛的狀態，就開始還是死亡後，有一大段路要走。 

所以真實的，你說以死亡的現象，能夠等同說他現在就開悟，是沒有這麼容易。也

不是說我現在死得蠻漂亮，我就一定能淨土去，也不一定。但是基本上總是死得漂亮，

然後這過程機會大。對不對？你總不會在那邊喘著喘著，在那邊拉扯拉扯，心都放不下，

那你可以往生淨土，那是更不可能。對不對？ 

那這裡在講說見性成佛，欺誑，這是一切裡面沒有欺誑，誑妄的言行，那這個地方

不起誑妄，這個地方再講個公案給大家聽，這個公案是在講雲門禪師跟一個尚書的對話

「黃卷赤軸」。說有一個尚書叫陳操，唐代的時候，他跟裴休、李翱同時，翱翔的那個

翱，他們三個都是大官，尚書官就蠻大的，裴休當時是宰相，這個尚書就等於我們現在

什麼部長。他們三個都為官，只要有僧眾來，他們就會請齋，先請齋，襯錢三百。也就

是先請這些出家的僧眾、僧人，請素齋之後，再供養襯錢。「須是勘辨」，須是勘辨就是

之後他就要跟這些大德們對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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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這個雲門禪師，他就也到這個地方去，然後這個陳操尚書，他就請雲門禪師

吃完飯。吃完飯，開始了，開始就對話了。他說：「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

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腳事？」他的意思是說，我就不再問你世間學這些儒學的東

西，那我也不再問你佛學裡面佛講的三乘十二分教，反正那些東西，自然是有一些所謂

研究經論的，講經說法的那些大德會去讀它，那也有所謂著書論註的那些大德他們做給

大家看，這些我不想問；那我想請問雲門禪師您的是，什麼是你們這些出家的僧人，你

們一天到晚在參禪，你們一天到晚為了要明心見性，那請問你們都做些什麼事？這主要

的重點是什麼？ 

這個雲門禪師他一聽他的問題，他知道他這根本就是拿來考題嘛！你們來到這兒，

我是尚書啦！這大官總要考考你這個修行好不好。這雲門禪師他就回答他：「尚書曾問

幾人來？」請問你這個問題問了多少個人，曾經來過的人，你都問他們這個問題，你問

了多少人？然後這個陳操尚書口齒很伶俐，他說：「即今問上座」，你不用管我問幾個人，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 

我們如果一般陷入問題的人，你問說多少人，少說三、五百吧！他們都回答得不好，

我現在就只想問你。是不是？他不落圈套的，他說我現在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那這個

雲門禪師，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他說這個事我們就不談，你要問我，

我什麼事。他說：好！那我們現在都不談這個，什麼是教意？什麼是藏經中記載佛陀的

教意？因為你剛剛不問我儒書中，也不問我三乘十二分教，現在換我問你，因為你感覺

你很在行，問這個裡面已經是誑妄，這叫做什麼？太歲頭上動土。對不對？ 

好！他就說，就知道開始對話了，「作麼生是教意？」什麼是藏經中記載佛陀的教

意？這個陳操因為他，他一定是讀過，這讀書人嘛，對於這個語言文字，藏經裡面翻一

翻有什麼難。他就回答：「黃卷赤軸」。這一些都是裝飾，裝訂非常漂亮，印刷非常精美

的書。他就這樣回答，誑不誑妄？誑妄吧！這個雲門他就回答，門云：「這個是文字語

言，作麼生是教意？」他說你講的這個我也知道，它裝訂得很漂亮，沒有錯，你這個是

用語言文字來回答我，它本身記載的也是語言文字，裡面的內容什麼是佛的教意？他反

問陳操，因為陳操是要考他。你有什麼資格考我，你也要知道，你和我較量看看，但是

他不會這樣講，這個雲門實在很厲害。 

然後門云：「作麼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他說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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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說的來談論的，你要用心去想，心思口議那就不對了，因

為佛法是超越一切，他就是自己這樣講。不然你剛剛要問我，你就知道了，你還問我。

這個時候這一句話誰不會講，我想在座的，哪天人家問你，佛法的真實大意是什麼？我

想你也是會這樣講：「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會不會回答？會！回答不見得

你就是悟。 

這個時候雲門就回答他，「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

這是一個對子，口欲談而辭喪，我也知道這要講言語；心欲緣而慮亡，這是在講你妄想

嘛，你也沒有語言妄想。「作麼生是教意？」佛陀要說的教意是什麼？還在問他，這個

時候他超越過他了。 

因為這個陳操，他本來是站在高的位置，要來問這個和尚。這個時候雲門回答他，

這個時候操無語，他沒有辦法對應了，他就靜靜的。這個時候雲門禪師，雲門禪師他就

馬上說：「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聽說尚書您很喜歡《法華經》，研讀《法華經》

是不是？操云：「是」，沒錯，我喜歡《法華》，我讀《法華》。雲門和尚馬上說：「經中

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他說，這

個雲門禪師就講，《法華經》裡面講的一切治生產業，你的經營事業等等這些，皆與實

相不相違背，因為實相中，所有的因緣法、果報、性空、畢竟空相，所有這些不相違背。 

我們一般會在想，喔！佛性，那我就不吃不喝，空，是沒有。其實在這裡面，本來

一切諸法實相，就是寂靜涅槃，佛法在一切當中。這個時候他就說這個，「且道非非想

天，即今有幾人退位？」而且經中也有講過，閉目打坐，修不動業，一直到進入非非想

天的境界，請問在現今有幾個人自己真的在修持裡面，進入到非非想天，高的境界的時

候，願意再出定，再出來，又下來的呢？ 

其實這裡面有涵義，這是在講，這是在講陳操你是大官，你是尚書，你今天因為你

的因緣，因為你的所有一切，所以你已經是高的位置。你今天能夠居高位而下臺來嗎？

你的心能不能，能夠恭？你的心能不能下來？這個時候他聽懂，畢竟他聰明。操又無語，

他沒有辦法對應，就默默不語。 

這個時候雲門和尚又說：「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卻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

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這個時候終於踢到鐵板，這個雲門和尚就說，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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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莫草草，尚書啊！你不要草草了事，佛法不是那麼簡單，你以為黃卷赤軸，你讀一讀

就會，你就有辦法這樣爭論。我們真的出家人在做些什麼事？師僧家，因為古時候，古

時候的這些出家人是三經五論朗朗上口的，他本身，有介紹過嘛！你僧有僧牒，你要出

家是要經過考試的，所以他說佛法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你以為讀一讀就可以打馬虎眼

的。你知道這些僧家，他們是三經五論全部都讀會的，可是自己沒有了悟，學佛，佛學

講得好，和尚多得是，可是他們自知不悟，所以三藏十二部放下，到叢林去好好參學作

務；他是真的是參學作務的，有的經過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還沒破本參，自

己無可奈何。「尚書又爭得會？」尚書啊！你讀了這些經論，不要以為就會了，這個就

是誑妄，這是為了解釋誑妄，讓大家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操禮拜雲，某甲罪過。」這個時候陳操這個陳尚書，他就真的禮拜

雲門和尚，唉！某甲罪過。所以佛法它不是所謂在這個黃卷赤軸裡面，增添幾分傲氣，

它不是的，它是真的要用自真如性，在一切法裡面不取不捨，這裡面的我執跟法執有沒

有？有。接下來這一段經文：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

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

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 

惠能大師繼續說了，他說善知識啊！如果想要真的契入甚深的法界，及進入般若三

昧的話，那麼就需要修行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個地方我們先瞭解一

下，如果想要進入契入甚深法界。好，我們來講法界，佛不是在講十法界嗎？眾生除佛

以外是不是九法界？所以我們本來就在法界中。可是為什麼又要契入甚深法界？因為眾

生不知道自己本來就是在十法界裡面，我們是鎖定，在自我的執著現前的時候，我們在

鎖定自己的知見想法，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範圍，都鎖在自己的覺受裡面，所以感覺無

法跟一切交融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這個時候只鎖在你自己，你看不到。 

如果說你今天能放開，我們知道，我現在的心，貪欲起，鬼；瞋恚起，地獄。愚癡

啊！然後自己在這裡面，然後看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看到修行好，無是非，大德是

不是自然恭敬？是不是自然恭敬？恭敬心現前。是不是？然後能夠進入他的修行，然後

自己的心能清淨，是不是入？契入甚深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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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我們只是包裝，裹在自己的這個區域範圍，你只是自己無法瞭解的陷入這個

裡面。你的般若三昧，就沒有正定，沒有用清淨心離諸邪見，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你

沒有辦法等持，你沒有辦法進入定境，所以這個地方你就要修般若行。 

古德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恆沙諸佛體皆同。」

他講，為什麼諸佛常樂我凈，一致性恆常的安住在清淨覺海當中，那我們眾生在法界裡

面，九法界裡，在那邊翻翻滾滾，我們沒有辦法進入甚深恆常的清淨法界當中？就是因

為我們自我執迷。自我執迷的狀態之下，定慧圓明，而滯著在自己的境界。 

所以不管你是怎麼樣，只要你懂了，懂了真正放下，懂了真正這個地方不取不捨，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那麼你清淨的覺性，般若智慧自然會現前，你就是契入甚深法界，

這十法界所有的就看得明白。像我們只能明白自己的事，而且自己的事，而且還是叫做

不明白，因為明白自以為的明白，其實是不明白。那諸佛看我們是非常的明白，祂是不

是所有的法界全部是打開的？所以無遠弗屆，在在處處遍一切處。 

如果要契入的話，就必須修持《金剛經》。這個地方講到「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

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這一部經，當然不是在講《金剛經》，我們就沒有辦法真

的從這裡面去瞭解，它到底如何的無量無邊？但總說我們知道《金剛經》在講的是無住

生心。因為清淨無住，所以在這裡面是瞭解空，然後又能生妙有。所以在這裡面呢？無

量無邊遍一切處的自然功德現前。 

經中呢？《金剛經》裡面法義很明確，分明的在讚揚、歌歎、歌頌，裡面有很多的

偈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很多的偈頌，莫能具說，

在此無法一一的細說。這個見自性般若的法門，現在這個是用《金剛經》來輔佐於，輔

佐於惠能大師所講他教的頓法。他這個法門是為誰而說的？為最上乘，為大智慧的人說

的，為利根器的上根人說，就是利根器的人而說。那如果是小根小智的人聽聞了這個頓

法，或是受持《金剛經》的時候，心中難免會產生這個懷疑的地方，不能夠完全的清淨

信去接受。 

這個地方我們瞭解一下所謂的大乘，大乘禪，在這經論裡面它有一個分野，這讓我

們瞭解一下，說頓悟自心的禪法，像這個就是頓悟自心的禪法。頓悟自心的禪法，根據

《景德傳燈錄》裡面記載，禪它有分深淺跟階級，也就是次第性。「悟我空偏真之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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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是叫小乘禪」。悟我空偏真，意思是說，你在禪修的過程，你本身就是體悟到某

一個層次，你要知道這一切是我執，所以你瞭解空的境界，能夠瞭解空性，但是就安住

在那個以為清淨當中，一切還沒有顯出來。像這樣的教法，達到這樣為訴求的禪法，叫

小乘禪。 

如果「悟我法皆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如果說有教導這個禪法，是在

教我跟法兩個都是畢竟空的，它是因緣和合，意識相對等等的這些，所以真理而能顯現

的，這叫大乘禪，這裡面還是有次第的。如果「頓悟自心本來清淨」，我們如果瞭解自

己的佛性，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我們跟諸佛一樣，本來就是沒有煩惱的。「本自

具足無漏之智」，本來就是有智慧德相，跟諸佛是一樣的，「此心即佛」，我這個心等同

十方所有諸佛，然後這樣子來修的話，就叫上乘禪。就是時間性不一樣。 

剛剛講小乘，小乘是不是有深淺？因為他的根基問題嘛！所以你必須一步一步一步

的帶；然後大乘法的話，要告訴我，告訴自己，一切我跟你體會裡面的，物質也好，精

神也好，你體悟的內容也好，這一切虛幻不實，然後真理慢慢看得懂，這裡面還是有一

個距離、時間，範圍是寬廣，這樣叫大乘；最上乘就是頓悟法，這個地方跟大家做個解

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