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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1》 

             印可法師宣講          

後面的這一段經文就在解釋，在解釋說這個大小乘。如果我們在修行裡面，根器不

一樣，有的法是不能納受的。 

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

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

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

亦復如是。 

這一段在講大小乘在這個裡面，如何看待這個佛法，為什麼佛要說這麼多，這麼多

的方便，這個權智，給權智菩薩，或是給一般凡夫。這樣慢慢帶，慢慢帶，為什麼有三

乘五乘之分？是因為眾生根器的問題。但在《壇經》的時候，它已經直接講到，直接講

到這個頓法，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瞭解《金剛經》講的，也不外乎就是要讓我們能夠見

自清淨本性。 

那前後呼應，如果能見自清淨本性的話，就如《證道歌》裡面講的「一性圓通一切

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

如來合。」如果我們根器不對，就是自己在這個上面的體性，沒有辦法契入這樣子的大

乘禪這種教法的話，當然我們就有不一樣的走向。 

何以故？這個地方「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譬如呢？這個下大雨，在這個經論

裡面都講，我們這個雨是因為龍的運作，所以這個閻浮提洲，四大洲的南洲，就是我們

現在所居住的這個地方叫閻浮提。如果這個大龍把這個很大的雨，下到這塊區域叫閻浮

提，那這個閻浮提的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這個地方很多的村落，那很多的

這個城市，都因為雨水量過大、過多，整個城，整個城邑村落在水中，所有的物品都浮

上來了，漂起的樹葉一樣。 

這樣大家有辦法想像這個大水來的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看到土石流，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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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是最近，二Ο一一年，二Ο一一年的很多個國家城市，也都一樣有這個水，所

以這個是一個譬喻，是一個譬喻。如果我們的心量不夠大，那我們聽這個大法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一些恐懼，沒有辦法接受。若遇大海不增不減，一樣的雨水量，如果下到大

海裡面去呢？一點都看不出來，海水也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那這個是一種譬喻。 

同樣的道理，「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如果是大乘

人，如果是最上乘的人，這個根器，這個根器夠了，準備功夫也夠了，一聽聞《金剛經》

的法義之後，豁然開朗，就可以領悟，可以理解，能夠契入清淨的這個自性，「故知本

性自有般若之智」。所以應當要知道，眾生其實都是本來即具有這個般若之智慧的。這

個只要自己，用自己的這個清淨心。清淨心來解讀一切，那這個智慧就恆常能夠產生它

的覺照力，就能現前，一切都可悟解，不用假藉任何的語言文字。 

聽經聞法，聽到某一個程度之後，你應該就是能使用了。但是我們在使用裡面，它

會有重重重重的因緣關係，會有你可以跨越跟不可以跨越的這個重點，都會有。所以如

果你會使用佛法的人，他只是在秒差當中的差異。如果你真的瞭解，觀照法門，自己用

清淨來讀這些，有些時候好像看似有一點障礙，跨不過去，不用擔心，終究一定會走過

去；如果你發了願，如果你真的自己對自己自我喊話，我不要再輪迴，我不要用這樣子

的知見在過日子，那麼你的種性就會變。你要瞭解肯定自己有清淨的佛性，這一點是非

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這一點，沒有聽聞過，也不知道，那麼可能就在所有的事相裡面，

只是在那邊追逐，追逐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好像雨水，它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龍能興致」，就是說龍能夠興雲而

致雨，「使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這是一個譬喻。讓這些草木，

不管是有情的眾生，或是無情的山河大地等等這些，全部都能夠蒙受雨水的滋潤。這是

譬喻，藉由語言文字。那眾生呢？因為接受了這個指導原則，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開啟智

慧，能夠見自己的清淨自性。那過程，過程就是用文字般若、觀照般若，悟入實相般若。

三世諸佛、聲聞、緣覺清淨出家等等的這些不管俗或是僧，不管這個聲聞、緣覺還有菩

薩，都是同坐解脫船，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不想這樣去修行的話，那麼就如同這裡講的小根小器的，那你在這上面就難

以翻出你那個執著在相上的那些知見。所以要用智慧見，破煩惱魔，共入一味，所謂的

涅槃界。這裡面不用再特別解釋，應該大家就知道。有些時候有一些法語，有一些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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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的法語，我們很難去馬上接受。因為總是講，人家講空，什麼是空？放不下。 

曾經就有一個學佛十幾年的一個，以他學佛的時間來看是蠻長的，那以他的年齡其

實是不大。他一、二十歲的時候，十幾二十歲開始學佛，到他三十幾歲，沒有消息，沒

有消息，知道意思吧？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佛法上的體悟，他就很失望，他就對於這佛

法很失望。他想說人家說年輕學佛善根深厚，因緣和合，才能那麼早就接觸了佛法，可

是我這學佛十幾快二十年來，那為什麼我還是煩惱不斷？ 

為什麼？因為他不用佛的知見來看世界，他永遠就用他的想法來讀世界，那沒有

用；你讀再多再多，你還是鎖住你，佛法是佛法，佛學是佛學，你是你。那跟他講，你

放下嘛！他說我放了不就沒有了嗎？你讀那麼多，不是知道放了就全部有了嗎？他說不

行啊！因為要先給我看到有，我才敢放。這可能嗎？不可能啊！你一定要先放才能有。

然後他每天都是掙扎，我該放嗎？我該放嗎？我要放下，不跟人家計較，那我不就是輸

他了嗎？年輕嘛！他就認為計較贏了就是贏，他不知道說放了之後不計較，是心中真的

自在，然後對方贏的是一個表象而已，只是贏他那個贏。那你說阿彌陀佛！你的心是平

靜，然後他可能爭得了一分高傲，哼！你看！他愛，隨他嘛！ 

真正佛法不是在比那個當下的那個大跟小，我們剛剛看那個尚書，陳尚書跟雲門禪

師，雲門是一個禪師，一鉢千家飯，也不過就是這樣。那你一個尚書，是不是堂堂一個

尚書，管理的朝廷中的要事，有權掌握。什麼叫大？什麼叫小？丹霞和尚他有一個翫珠

吟，他說：「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

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 

丹霞和尚他就說了，每個人都有這個般若智慧，般若靈珠妙難測，但是你要進入法

性海中，這是你自己的，親認得，問題你進不進法性海中？你願不願意看一切知道實相、

因緣法、畢竟空而不執著？你能不能知道自己有清淨的這個般若靈珠呢？那後面呢？隱

顯常遊五蘊中，有些時候五蘊啟動的時候，這個般若智慧好像隱了，其實覺性有在用，

只是覺錯，執著錯的東西，所以這個好像隱了。可是當你迴光返照的時候，是不是又顯？

所以在這裡面呢？我們真的要讓自己這個發光，內外光明大神力。 

那真的要去找說，那我的般若智慧這顆摩尼寶珠在哪裡呢？覓時無物又無蹤。那你

在行住坐臥當中呢？「起坐相隨常了了」，它是可以覺照、清淨、明瞭的。如果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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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這個原則，自用智慧常觀照，不假文字。不假文字，聽經聞法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是用經論來驗，是用經論來驗，檢覈自己。誒！我這樣子的體會，在這所有裡面的起心

動念，或怎麼來看所有世界，體會了這些，經論裡面說的，那我就沒錯，拿這個來驗自

己的魔。並不是拿這個，然後我讀它，它放在我的某一區，就像我剛剛提的那個，他就

是不敢放，計較我贏了，我一定要贏，要不然我不就是沒身分沒地位，虧我學佛這麼久。

不敢放，什麼都沒有，你得的都是外相的東西，那個清淨不現前。 

這一段呢？如果大乘人，最上乘人，只需要知道這個清淨心，你就是在的。你只要

任何一絲煩惱就記得，記得自我對話，我這個煩惱是虛假的，這我的看法是錯謬的，我

是看不明白的，所以這些東西，擱下吧！擱下吧！讓我能夠當下進入定裡面，迴光返照，

知道我本有清淨的，清淨的智慧，所以本性的般若就會現前。不用怕！很多人就想說，

這樣我是不是傻掉了？不會，真正的聰明，真正的般若的智慧才會現前。那最後呢？雨

水海水同一味。 

雖然我們有所謂的這個眾生的根器，所以我們有漸教，就是說譬如我們業障深厚。

那我們業障深厚，然後事務很忙，在這裡面糾葛，讓自己放不下，那你會在這裡一直磨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磨的時候會覺得我也沒有那個心，也沒有那個環境，也沒有那

個辦法去使用佛法，這個時候自己就是所謂的障深慧淺。 

那如果說你聽經聞法好一陣子了，佛學的這些東西知見架構差不多，就要記得把這

些東西，把這些東西拿來使用，拿來使用，而不要自己陷入在那種以前的，啊！現在比

較輕鬆了，業比較消了，然後事情沒有那麼煩了，沒有那麼忙了，然後我來多吸收一點。

你要懂喔！你再怎麼吸收，不拿來用，你那個吸收都是剛剛講的「仰箭射虛空」，那是

沒有辦法真正悟的。 

你懂得會修的人，懂得會修的人，當你業障讓你磨比較喘息的時候，你就要把過去

的這些，在磨的時候，這個業障在磨的時候的那些痛苦，那些感受，跟你瞭解佛法之後，

反解釋，自己來解析它。自己來解析它，你就知道過去的那些起心動念，那過去的點點

滴滴，你用十二因緣觀它，四聖諦瞭解它，這上面你慢慢就能從過去的那些經驗，化成

現在的智慧。 

然後現在呢？如果你現在已經比較輕鬆了，沒有那麼多的負擔，那你現在不要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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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去讀很多，你應該是說我應該根據我所瞭解的，我現在根據我所瞭解的，做一個整

理，邊涉獵一些來補充，補充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後用我懂得的這些，再實用於現況中，

現況每一個前進的因緣中。如果這樣，佛法就能夠一邊整理過去，才不會留下傷痕，那

一邊補充一些來使用於現況，這樣才是實修。要不然你只能一直在那邊搜集資料，累積

知見，累積經論，然後殘留過去的傷痕，兩個都同在，一個是虛無縹緲不能使用，一個

是傷痕累累，結構一直放在心中，這個衝突很大，看彼岸很遙遠，自己身陷業海中。對

不對？ 

如何從自己的小乘的，小乘，沒有辦法納受這個大法，不瞭解自己清淨心的這一塊 

要轉，要轉到變成可以接受，從小乘轉大乘，這個就是這樣，剛剛所解釋的這樣。你要

把過去的這些經驗，不是拿來痛苦的，是拿來消化的，消化中就會得智慧，現況中就要

每一個當下，就要用自己的清淨這樣來開發，那這個過程才能叫直入。 

那你段生的經驗，這一個段生的經驗，跟你的修為都會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你段生

的經驗，是不是你就在業果的因緣果報環境中？因緣果報的環境中，不是別人給你的，

不是別人可以這麼厲害，可以給你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是你自己累生累劫自己所造，

因緣結構來的。所以你也不可能從中不見了，昇華，抽拔出來。 

所以在這裡面呢？你必須很認真的，很認真的在這裡面，把這苦的素質降低。你用

清淨心去看它，現在的果報不會帶到未來，以果、果報，我們佛法裡面講的，以我們現

前的果，它是無記的，它是無記。那只是你每一個當下的感受，它是無記的。因為這個

是果了，因是不是以前造的？因是以前造的，緣中間沒有改變，才會有今天的果。所以

這個果落謝、圓滿，就是這個報完之後，是不是就沒有了？所以不要怕這個果。我們人

就是在怕現況的這個果，其實它是無記的。 

那你在這裡面呢？因為恐懼心，而不好好去處理它，智慧沒辦法現前。受果報的時

候就只能叫業海，會修的也就是在這個地方修。那這裡面他繼續講，剛剛是一個譬喻，

譬喻之後會做個歸納。他說：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

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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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小根器的人，聽聞了這一類的頓教，就好比是比較瘦弱、幼小的這種草木，它

的根跟它的莖都比較弱，容易被折斷。「若被大雨」，如果下了傾盆大雨，這個整個打下

來的話，「悉皆自倒」，這些小草，這些小草皆會自己倒下，可能就折壞了，不能夠再繼

續的成長，「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這個法只是相應，這是相應，你今天跟一個二十歲年輕的人跟他

講，皆有自性清淨，你要當下進入無漏定中，那你一切，這個地方不取不捨，那要怎麼

講得下去呢？不取不捨，他也想說，不取不捨，那我是不是看到我的數學考卷的時候，

要不取，要不捨？那我就不懂他在問什麼，我也不知道要套用哪個公式，我也不知道要

怎麼作答。所以生命的經驗，我們有分知識區，就是說你社會的功能，知識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還是要學習，可是裡面要用清淨心，沒有這種功名利祿的那種心去

學習，那麼學習就是一種愉悅。 

那你如果是為了比較，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去學習的時候，自然在這學習會打折扣。

我舉個例，有一個年輕的小女生，她爸爸是外交官，她媽媽是大學教授，知識水平蠻高

的。那這個女生呢？她很喜歡英文，這共業嘛！共好的業還是不好的業，看每人怎麼讀。

這個女生小學的時候，她就看到這個豆芽菜，這個英文就很開心，她就背英文單字；在

過去那個年代，我們都要背英文，背英文字典。她就背一張就吃一張，也沒有鉛中毒，

也很厲害。她就背，就好開心，我終於懂了，怎麼樣要怎麼說。她就覺得她讀這個語言，

就是能夠讓她的世界很豐富的，用另外一種展現的方式，去展現給跟她不一樣國度的人， 

而可以溝通。 

所以她在讀這個英文的時候，很開心的讀。到國中畢業的時候，她就考上了，考上

了這個英文檢定裡面外交官級的這個程度。然後她在學習的時候，就很愉快的在讀，她

都不打折，因為她每天講了一句中文，跟她爸爸對話之後，她就已經，她就想著，如果

你是外國人，我應該說什麼你會懂這一句，她就把它練習，用另外一個兜起來，說給她

父親聽。她父親當然是在這種環境裡面，就跟她用這樣對話，然後她都不知道自己這個

水平到哪裡？可是她學習是不打折扣的。 

可是有另外一個同學，這讀英文可苦著呢？坐隔壁的一個同學。她坐隔壁的這個同

學呢？一樣是要讀英文，她每次讀讀讀，就罵英文，她就罵這個字，你為什麼這麼囉嗦，

有的字母都太長了，我就不記得，然後這個是中文中國話的哪一個語詞。她說中國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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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話，為什麼學校要叫我們說英文呢？她沒有辦法把這個心，開放著去想說，世界

上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語言模式，這個上面她的學習，是已經鎖定我抗拒它，我抗拒

它，因為它不是我擇定的東西。 

那個小女生呢？到國中畢業的時候，她已經有很高的水平。後來到高中，高中很忙，

每個暑假她父親跟母親的做法是不一樣的。我們每個暑假，是不是叫小孩子去補習？是

不是？然後高二的那個暑假很緊張，因為高三的時候就要大考了，高二好像也有考一

個。她的父親跟母親的做法是，她寒假，就到一個地方去遊學，一個人；暑假就到另外

一個地方去遊學，一個人，頂多再找一個同學。她所有的寒暑假，都在國外過的，都走

過很多不一樣的國家，讓她吃苦，讓她提重，讓她去面對自己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她後來還是最高的分數，考上最高的學校，大學。然後到高中畢業，她的這個英文能力

又提昇了，又提昇，當然有檢定考試，有達到某一個層級。大學畢業，自然就當外交官

去了。 

那這個地方我們在講，人的根器，人的種性，人的學習，一個人，你在你相應的，

相應的這些資料裡面，你是用什麼態度來看佛法，你是用什麼態度來看世間學，你在學

所有的一切裡面，是不是是一種放開的、愉悅的、自然的，然後享受自己的學習？很多

人學佛，其實是在跟自己打架，因為我有一個要求圓滿聖者的形象放在我的心中，然後

我自己呢？又是常常在習氣跟思想裡面不能了脫。於是我多麼希望我現在變臉，變臉這

樣一拉，我就可以這麼清淨，其實學佛的時候，是不可以這樣子的。 

學佛的時候，你不用去設想佛菩薩的清淨，而是看到自己內心啟動的這些。內心啟

動的這些呢？你要知道，用什麼佛菩薩告訴我的角度去讀這個，這就對了。用正確的態

度，正確的角度，去解析我自己內心的東西。然後解析完之後，知道把它丟掉，這個地

方就變成養分，那你自然丟掉的時候，你其實就是彼岸；不能用比對式的，而是要針對

你所站的位置，這個地方轉你的種性。 

如果我們一直把自己設限，設限在我不行，我沒有這一類的根器等等的，永遠也只

能陷在那個瓶頸裡。這裡面我們補充一下什麼叫頓教？以說法的內容而分，長時間修

行，而後達到悟境的教法，叫漸教；迅速能夠得證佛果，成就菩提的教法，叫頓教。或

者是說循序漸進到證果的教法，叫漸教；一躍頓成，頓至佛果的教法，叫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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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種頓跟漸，我們不用在這上面自嘆不如。因為我們可以看跟感受的時候，都

是我們同在一個現場，可是我們沒有辦法追蹤過去你多少的努力。所以我們一起在修行

的時候，都會感覺到為什麼他那麼聰明？為什麼他可以那麼快？為什麼我就沒有辦法想

得出來？為什麼我不能？不用跟別人比。 

我記得以前我們有一個同事，我們那個同事還長我幾歲，一起做事。那做事呢？這

個可能是個人的因緣，我運氣比較好，位置比他高一點。他心裡就想：「她就比我年輕，

為什麼領的錢比我多，而且做的事又比我少？」因為他數字上面，很多東西要實質，還

要加班；那我都是看報告，看那個答案，做決策。然後講話，他跟這邊的人講；我要跟

那個人的老闆講，這樣的意思。他心裡就有一點不服氣。 

那有一天我們學佛，就談到佛法，談一談之後，我就跑去修行了。然後他就說：「她

怎麼運氣那麼好，就可以懂佛法，我為什麼都不能懂？」他認為我運氣太好了。這個所

謂的頓跟所謂的漸，前面的所有功夫，前面的所有功夫，還沒有悟之前，都叫漸；真正

頓，只有那一剎那。千年的黑暗，就那一剎那，一剎那而覺醒。對不對？那你前面的這

些，以時間的長河來看，是不是就叫漸？就那一刻叫頓。 

所以我們有多少個老師，多少尊佛菩薩給我們的指導，我們很鈍，我們還沒悟，所

以我們是不是鈍？我現在講的鈍，是金字旁的鈍。我在講說，我們是金字旁的鈍，我們

不利，這樣子。對不對？是不是漸？我們是漸教。可是真正達到那一刻的那個頓，你要

累積多少？那個頓悟，現在要講頓悟的頓，要講那個頓悟的那一剎那，你要累積多少漸？

修心地法門的漸頓，差異在哪裡？你知不知道你有佛性？你知不知道你有佛性？你肯不

肯定？你能不能放得下？你知道空，你肯定佛性，你知道萬法皆空，實相無相，你能離

相，你知道自己能放得下，這樣叫利根器，這樣就叫利根器。如果你朝這個方向這樣去

運作，意思你已經鈍得最末了，金字旁的鈍，漸教的最末，你要進入頓教了，所以以時

間來講是這樣。 

以內容，我們剛剛講，你心態裡面儲存的這個基礎面，對了，那就對，那這是利根

器的。那以說法的形式，對根器未熟的眾生，由淺入深，初說小乘，漸次說大乘之法，

這叫漸教。佛開演三乘、五乘，其實就是為了我們能夠最後進入佛乘。對頓悟之機，自

始直說深法之教，稱為頓教。這裡面我們也要瞭解，我們要瞭解說，很多功夫都是要自

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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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能在多年前你聽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這時候聽得懂嗎？這四句

偈看來看去，也是樹跟臺而已。樹建在哪裡？臺，有臺子沒臺子？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然後本來是指哪裡的本來？塵埃是指什麼？學佛多年之後，是不是懂了這四句

偈？是懂了，可是偈歸偈，塵埃還在心裡。所以是不是可以在任何一個煩惱心現前的時

候，能夠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這一個是妄想、雜念、幻覺，我能不能

指認我自己的這個東西？我願不願意？我有沒有勇氣？我對佛法有沒有真的完全納

受？而這個中心了義的部分，自己真的願意去接受它嗎？如果你真的在這上面，做了一

個很深度的，很深度的自我解析，然後願意，願意，終究他會有不一樣的展現。 

話說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再來修行的，再來修行的一個年輕學子。這個年輕學子他就

喜歡跟人家辯，就是口齒伶俐，一個男生。他就常跟同學辯辯辯辯辯，他辯常常是贏的。

贏了之後，就起了一個高傲心，有一天他聽說這個六祖惠能，《金剛經》聽了之後就開

悟了。他心裡就想，我讀一下《金剛經》，看能不能開悟？結果他就請了一部《金剛經》

來讀。《金剛經》讀的時候，他發現，天啊！我真差勁，我都讀不懂，於是就折煞了他

世間學裡面的傲氣，就折掉一點，愈讀愈不懂。 

他又想，原來佛法浩瀚無邊。然後哪裡是了義經呢？聽說《楞嚴經》是了義，他就

專挑這個大經論。他就跟人家說，你有沒有《楞嚴經》？再給《楞嚴經》給我一部看看，

《金剛經》頓不了，就想從《楞嚴經》裡面去找魔考。人家好心人士，善心人士就給他

《楞嚴經》。他就再讀《楞嚴經》，怎麼這麼難啊？這個時候讀一讀《楞嚴經》，怎麼這

麼難？兩部經都放旁邊，那個不能摸，這打擊信心，他認為是打擊信心。 

有個機緣來了，有個機緣，有一個很大的就是衝突。很大的衝突，讓他的內心就無

法釋懷，躁動難安。他在這裡的時候他就發現，他就發現我是執著的，還好讀《金剛經》

還是有用，畢竟他看到「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他就一直想說，我是執著的，

我是執著的，《金剛經》裡面講的，我要破我這個執著，那我這個執著應該怎麼破呢？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這個《金剛經》的文字，因為年輕，記憶力好，《金剛經》某個

那種四句偈，某個部分的文字，就在夢中現前，就這樣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他就在這

個《金剛經》，參這個《金剛經》，在夢中參。這個參到《金剛經》，第二天醒過來了。

醒過來之後，他趕快把那個放在旁邊的《金剛經》再拿來讀，拿來讀，邊讀邊哭。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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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邊讀邊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發現他懂《金剛經》的一點點皮毛，他發現他懂

一點點皮毛。他不知道為什麼哭，他不知道為什麼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讀《金剛經》，

一直讀一直讀，他就放下《金剛經》。他心裡想這個《金剛經》跟我宿世一定有關，我

一定修過《金剛經》。 

因為我第一次看它的時候，他第一次看它的時候，他是不懂，可是他已經納受《金

剛經》裡面的「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離相，四句偈他也讀了。當《楞嚴經》

又解不了他的答案，因為他是在以什麼？他是在以批判、尋找跟佛經對抗，看看你多厲

害的角度來讀經。然後之後，他在這個衝突裡面，他突然發現《金剛經》所講的，就是

他所有的相狀。《金剛經》所講的，就是他目前在社會上，在學習過程裡面的一種高傲、

一種慢心，一種自以為取讀的，然後空的那一塊，他空不掉，他是住在有，他不能空。

然後這裡面，讓他對《金剛經》的體悟非常的深刻。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鬼。這有一天，這個男生他就看到，就感受到很多的干擾。這個

時候他開始去感受到，真的有業這個的事情，真的有鬼這個東西的存在嗎？可是我真實

的去感覺到鬼的存在，跟我沒有辦法跟鬼溝通，我如何讓他瞭解？於是他就拿《金剛經》

起來讀，他就讀《金剛經》，就一直讀《金剛經》，然後告訴那個鬼說，我也不懂，你也

盡量想想看，你能不能懂？為這個鬼來介紹這個《金剛經》。 

然後邊讀的時候，他發現他已經慢慢懂，懂得說要放下，於是他就跟鬼一起說，我

們放下吧！你放了我吧！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求慚愧懺悔，因為過去我看不懂，因為他

年輕嘛！你隨便跟他講說，你有業，孩子要聽嗎？不可能嘛！於是他就跟鬼，就做這樣

的溝通，以《金剛經》來作為媒介，那溝通溝通，溝通。這個鬼偶爾又來，偶爾不來。 

他就心裡想，佛真的在嗎？佛祢在嗎？有經典之處即有佛在。佛！我今天很煩惱，

雖然我過去不認同祢是在的，因為祢沒有給我看，所以祢真的在嗎？祢證明一次給我

看，邀佛給他證明，當然這只有佛可以抉擇要不要跟他相應。話說那個晚上又來了，他

就發現真的有這個鬼，這個業障，再發現有這個鬼，然後他就手拿了《金剛經》，然後

就把自己，把自己觀想著佛，祢現前來為我們解釋吧！祢現前來為我們解釋《金剛經》，

因為我沒有辦法解釋給他聽；那我也不知道過去生過去世他是我的誰，我一定千刀萬剮

殺他，他今天才會一直現前，要追索這個仇恨嘛！我接受了，然後離相，怎麼樣？我願

意離這個相，他不一定願意離，我們怎麼從，真的從內心裡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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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就開始誦持《金剛經》，誦持《金剛經》，心中一直誦一直誦一直誦，誦到一

心不亂。他就是一直誦，一直想要去知道這個經典，他進入，進入，不是念佛三昧，他

就是進入讀經的三昧裡面，他就一直讀，一直讀一直讀一直讀，然後一直想要去知道《金

剛經》的內涵。忘了鬼，他本來不是恐懼心嗎？這個時候他就忘了鬼，然後一直讀一直

讀，一直讀，一直讀，然後讀讀讀讀到，突然靈光乍現，靈光乍現，他感受到，原來佛

祢說的不是祢這個樣子的祢，祢說的就是我，這個我，原來就是那個清淨。從來他不知

道清淨是什麼，他遺忘是什麼，他沒有進入專注的裡面，去在這個無為法的法義裡面去

追。他那一次他真的進去了，忘了鬼，忘了想佛，然後在這裡面，他去看到原來清淨是

什麼。 

當這個清淨，他這個清淨都瞥見，他這清淨現前的時候，他才知道，所有原來自己

的前一秒，所執著的那些糾葛，那些東西，那些害怕、恐懼等等的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意識作祟。這個時候他真感動，這年輕的學子，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動，然後他就對這個，

那個鬼禮拜。他就對他禮拜，他說，你跟我都有這個，我沒有辦法給你，我沒有辦法給

你，我決定成佛，我一定要度化所有的眾生，都是你給我的。因為沒有這個鬼，他也真

的悟不到自己，那個逆境。然後他就看到這個鬼化掉，這剎那之間不見了。這個是從一

個非常邪慢的凡夫，然後從《金剛經》裡面走出來的。這個走法跟我們在《金剛經》瞭

解的時候走法，完全是不那麼一種模式。 

可是眾生的根器，我們只能說這個年輕的學子累生累劫，從這個教義裡面一定有深

入；那聽經裡面，聽經聞法裡面一定有某種程度，所以他此生此世，展現了某種邪慢，

對語言文字的敏銳度。但是在修為裡面，還沒有真實的提出來，到那一次的逆境的時候，

終於入了佛法。這個故事，雖然或許不怎麼好聽，但裡面卻是每個人，他可能從自己的

種性，跟自己世間學，連結到他如何從中去走出來的一個過程，作為大家的參考。這裡

面接下來這一段，他說，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就是這樣。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

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

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 

這個地方在解釋，他說，你不管大根器的，還是小根器的，所謂眾生「元有般若之

智」，本來都是有般若的智慧，所以小根之人跟大智慧的人，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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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聽聞佛法不是開悟呢？爲什麼聽聞頓教的法門，卻不能自己開悟？只因為他深

陷在邪見中，所以障礙很厚重，煩惱的這個根太深，這個煩惱習氣深。就好像濃厚的、

很密的這個大雲，遮蓋了遮没了太陽的光線，所以如果沒有大的這個風來吹，把這個雲

吹散的話，日光是不能夠顯現的。這個是在講，我們有些時候障重，這個障深慧淺。 

所以「般若之智亦無大小」，所謂這個清淨的般若的智慧，它沒有什麼大小之別，

眾生跟佛都一樣，智慧沒有分大小的，就是你清淨的時候，它自然現前。只因為一切眾

生自己的心裡執迷，他的程度，他的程度，所以他智慧展現不出來，所以他的覺悟就好

像沒有辦法看得那麼清楚。 

「迷心外見，修行覓佛」，執迷的人，心中一直在攀附的六根所對應的這些外面的

境界；那對於外面的境界，立起了自己的知見。於是藉由身外的這些種種緣境，那你想

要在這上面，一直在轉換這些變化。那修行想要從外境裡面，在外面的緣境裡面，要把

這個外境裡面轉成清淨，你就只是想要把這個事情做完做好，這個修行要這樣覓佛，是

找不到的，這是找不到的。所以要學習，學習放下。那學習，你只是在事相上要把它做

好。你應該是說，我心中的這個問題，我先來，我把這個看清楚之後，你的平靜出來了，

你的智慧現前了，你在做所有外界的一切，它就是乾乾淨淨的去看去做，它自然就是圓

滿。我們限制住了我們自己，這樣知道意思？所以未能夠悟得自己清淨的自性，那麼就

是小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