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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27》 

             印可法師宣講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卵胎濕化四類，這個物質界的一切種種的生類，就

一切的眾生，我們說三界九有、二十五有，在講這個各類各類，各自有他的這個道，各

自有他修行，各自有他的不同的生命的現象等等的這些。各不相妨惱，其實互相是不會

妨礙惱害的。 

可是我們明明會感覺到，我就被鬼纏身，我就是被一些冤親債主所纏。會不會這樣？

我們會不會這樣？就想說色類自有道，你狗兒有狗兒的世界，你貓有貓的想法，你貓的

覺知，你所有的眾生，各自有他修行的一條康莊大道，有他生命的一種展現的形態，應

該就是不會相妨惱，可是我明明就感覺到有，這個怎麼解決？這個怎麼解決？都沒辦法

解決。對不對？ 

好，再來來講，這裡有沒有產生煩惱障？會不會產生煩惱障？會啊！對不對？因為

現在自己很煩惱，其實把它讀清楚，是不是業障？如果是業障，是不是就要處理？這個

處理裡面，如果轉成煩惱障，就變成你個別心中起貪瞋癡，這叫煩惱障。如果是業障的

話，就會看到對方的需求，跟你該給的，跟你該給的。是不是就處理的機制出來？處理

的意願跟態度出來。 

今天有鬼障，今天如果有鬼障，今天有冤親債主，有的人就感受到自己有冤親債主

嘛！所有冤親債主的感受就是你沒有辦法控制情緒，那不像你，你會有個浮動，那你的

思惟的邏輯整個都扭曲了，會有受到一種干預的感覺。像這種的情形之下，就是屬於不

同道，就不同類，那跟你的關係，這個時候不能起煩惱，這個時候是要處理，這是屬業

障，這是要處理。這個時候是因為我過去生過去世傷害別人，所以我此生此世是不是要

釋放佛法？釋放慚愧？我是不是要念佛？我是不是要為他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這樣

是不是就叫處理？它不能變成煩惱。 

如果你變成煩惱，就是「我很煩，我怎麼會這麼倒楣？那個怎麼會這樣？無緣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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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纏著我。喔！我實在。」是不是就鎖在這裡？你不處理；那你要處理，就是只想趕他

而已。你為了要泯除煩惱，是不是就是要讓他消除？你要讓他消除是不對的態度，你應

該要怎麼樣？你就是應該要去處理它，而這處理它的最後的答案是兩贏不輸，就是得到

和解，這樣是不是就畢竟？業障是這樣才能畢竟的。煩惱障是在講自己的貪瞋癡鎖住的

這個情緒，鎖住的這種狀態叫煩惱障；業障就是實相中你必須處理的。這樣瞭解？ 

如果「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是不是就在講你業障要懂得處理？可是人不用

在這幻想，有的人就會幻想太多，導致於自己好像覺得被這些所干擾了，所妨礙，其實

那本來就是你該處理的。誰妨礙你？誰妨礙你？說這個鬼障這種事情，像我們出家人一

定比你們有經驗，一定比你們有經驗。對不對？因為我們相信有清淨佛性，我們相信十

法界嘛。很多凡夫不一定會相信有十法界，可是我們出家人更是相信十法界，因為我們

知道有佛、菩薩、聲聞、緣覺，我們更知道有畜生、有餓鬼、有地獄。是不是？是不是

這樣？我們更知道有護法龍天，有沒有相妨道？有沒有相妨惱？ 

如果說鬼障等等的這些東西，就是該處理，就是這樣子，但是不是隨便亂想變成煩

惱。如果你把它變成煩惱的話，你修行裡面永遠覺得很束縛，好像天羅地網一樣，其實

業障不轉為煩惱，是該處理，理性的、平靜的輸送法義的，清淨的去讀，實相中就這樣。

這樣懂得今天在講這個。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如果你日日所做合於道法，也不做一些不正的、邪

惡的等等的這些事情的話，那也就是在修道。你如果以為我還有一個什麼樣的辦法，來

尋找到一個佛道的修行，「終身不見道」，你終究不會知道什麼是道。就舉個例，舉個例，

在最近幾天有一個信眾，他就來與法師對話。他就來問，他說：師父啊！我在這個佛典

的翻譯十幾年了，他就專門在翻巴利文成中文，還有中文翻成英文，或英文翻成中文。

他說我翻譯十幾年了，我很想供養大眾，這個佛經上面，佛典上面的這些，這是我唯一

能行的菩薩道。我說好，真的隨喜讚歎。 

他說：師父！可是我，我好煩惱，我就明明佛法懂這麼多，可是我好煩喔！我想去

出家。我說：好！出家好！隨喜讚歎。他說：可是我找不到道場。我說：為什麼？因為

我到任何的道場去，都看到一堆凡夫。當然是凡夫才出家的，佛就不用出家了。是不是？

他說我就找不到道場，我都看到凡夫，都是是非。怎麼會這樣？我說：你把出家看成直

接等同淨土，那是錯的，道場就是一個小型社會，只是這一些人共同有一個理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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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行，是非是他的習氣，是他的知見，可是要修行的是他的心，這樣叫道場；並不是

說這個道場裡面的都已經是聖者，都不是，所以你誤會大了。 

他說：師父！我還有一個缺點，你告訴我，我怎麼辦？我說：好！你說。他說：我

經不起別人說一句，我經不起，不管強烈的語詞也好，人家不能嫌我的，我覺得他哪有

我厲害？他憑什麼嫌我？我就跟他說，我給你兩個建議。他說：師父請說。我說：第一、

你搬家移民到外太空去吧！你趕快移民。第二、從頭修起，你根本不會修，你還要覓一

個道，去出家，去找一個淨土，那是沒有的事，終身不見道。這樣聽懂了嗎？這樣瞭解？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有的人就是頭上安頭，騎馬找馬。已經在好好修行的時候，又一直怕一直怕，已經

在念佛了，就怕阿彌陀佛不來，然後又要念祂，又怕祂不來；然後三個都在，一個叫我，

一個叫我在念佛，就是業報的我、念佛的我，跟一個阿彌陀相狀的存在。那你念佛是不

是要念出清淨來？是不是要進入？自己進入阿彌陀佛的清淨，不煩惱。所以那個就是所

謂的頭上安頭，你沒有放下我跟我的煩惱，沒有提昇，然後在這上面就是不見道。並不

是念佛錯，是你自己頭上安頭，騎馬找馬。 

有的人已經在學佛、修行、行菩薩道，然後就又有一個很奇特的這種恍惚當中，就

是怕我學佛會不會有成就，那我會不會還輪迴？其實你就是繼續修行，自然就會從這個

地方轉過去，就能悟開。有的人一直學佛，就一直問，我到底會不會開悟呢？你要問誰？

真的是要問誰？我會不會有所成就，又要問誰？功夫是自己做的。對不對？所以一直在

以為還有一個什麼東西的什麼東西，那是終身不見道的。 

「波波度一生」，四處的奔波在追逐，這裡最主要在講的是什麼？財色名食睡、六

根對六塵、外界的一切，或是以為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那有一個很奇特的辦法，讓我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就四處去奔波，就不迴光返照來看自己內心的這些煩惱障這些東

西。你如果不去解讀，那不去處理它，你是不是這些東西都還在？你要四處奔波，「到

頭還自懊」，最後你還是懊悔的，一無是處，那個只是心外求法。 

「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這是很基礎的。如果你要真正看到道，那麼好好把

這個所有的一切，隨順清淨藏，在一切法裡面，這個就叫正。那你說看所有的一切，萬

事萬物一切法，你就已經正確的嘛！就滅掉那個苦。我們四聖諦不是講苦集滅道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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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道理大家懂不懂？懂，如果不會用、不想用，那這些就只是一些所謂訊息，佛法的

知見，終究對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這一段的第一個字叫「目若無道心」，這個是大正藏用這

個目，眼睛的這個目，那查其他的經藏，它是用自，自己的自，就是這一撇。這個經藏

裡面，因為那個字很模糊，看起來是目，我們自己編撰的這本書是根據大正藏，但是以

這個經文，這個自是比較合理的，所以我們解釋裡面還是用自。這一段。 

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 

這一段先讀到這裡。他說，我們自己如果沒有上求佛道，這種佛果，要求佛果的心，

「闇行不見道」，盡是做一些不光明的事情，你終究是不會進入到光明的道路上，你也

不可能得證道果。那這個很明白嘛。像很多人你跟他說，唉呀！說個道理給你聽，或是

我們人就是怎麼樣？「你不用說，你不用說，你不用說，你要說的我都知道。」是不是

很多人就這樣回答你？你說的我都知道。我都還沒有說，你怎麼會知道？「你能說什麼？

你就是叫我做好事，叫我要怎麼樣，不要貪心，這我也知道，這我也知道，我也想要做。

但是呢？做不到。」對不對？「你叫我好心，我也不想做壞心，但是我的心地不大好沒

有錯，但是我不會去打人。」他意思說他自己的心，任由他的心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想想他想的事。對不對？他要怎麼樣這是他的自由，很多人就是這樣。 

像這些人的話不一定他行為裡有做多少，但是這個心，他就紛擾的讓自己在這所有

的習氣裡面，貪瞋癡的習氣裡面打轉。那如果你自己都沒有這樣的意願說，我現在心中

有個貪，我有個瞋，我要來處理這些，都是世界對不起我，都是那個人怎麼樣，那個人

怎麼，那個人怎麼樣，就是用自己的知見，跟他對打答，那你這個內心裡，這個闇行，

可以說做一些不光明的事，別人看不到的事，是有操作，那也可以說我內心裡面，是不

是還是在很多的這種私底下的一些結構？那你也是沒有辦法得清朗，智慧也沒辦法現

前，只會練習著更高招的壞。 

有的人吵架很厲害的，都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選擇那麼厲害的言詞，然後很準確的刺

下去就中了，你都要開口，他撒隆巴斯就把你貼下去，你就覺得怎麼這麼厲害。那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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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原來不動聲色，可是他回去晚上要醞釀，明天要怎麼講話來壓住你？他明天要怎

麼講話來壓死你，這種的就是闇行。那以後他這愈練功夫愈到家，好幾層功夫，然後人

家說什麼，他就很會轉，就是都看世間人的過，都看世間人的過。那你要說他的錯，你

也說不贏他，他會說：你為什麼要跟我對立？說人家都不能跟他對立，他內心裡都覺得

世間錯，這樣子也是很恐怖的。知道？會選用所謂佛法打別人，然後汙穢，錯誤在別人，

這樣很恐怖。 

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那你如果真正要修的人，我們在前面講，眾生

對我們倒底是誤解，還是不瞭解，還是怎麼樣，你就會知道，那個是他的想法。但是你

自己若真修道人，那他沒有什麼過失不過失，因為你不用拿這個來在內心裡，就是又思

善又思惡嘛。那這個時候，這只是一個因緣法，那你內心不跟他打架，這樣子，你是不

是就安然？對不對。 

「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如果你內心一天到晚都看到別人的錯，其實你內心

就一直在做分別。你一直在做分別，因為你只看懂你看懂的懂嘛，你以為的以為，然後

這個就是自心產生的是非，這個就是跟正道相左。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一些不正確的

行為，譬如我們舉個例。 

我們有看過很多的小孩，他在成長的過程。我們就問他，問他說：你在成長的過程，

你追憶一下，最讓你難過的東西是什麼？他說：我壞！「他說：我壞」，當然這不是父

母問的，父母問他不會去承認他壞，這是一個公立的第三者的。問他說，你追思你這一

輩子，他說：我壞！我有拿過別人的東西，而且我不想還，我心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念

頭，有時候嫉妒別人，不談陷害，但是看到他有不好的時候，我會竊竊自喜。小孩子會

講，然後他再講。我說：那你這一輩子真的犯過偷盜嗎？他說：有時候想拿，可是又覺

得那不是我的，我又不是那麼窮，我不要。可是有沒有犯過？有。我說：那你有沒有作

弊過？就問，你有沒有作弊過？他說，有時候不是刻意作弊，只是要知道作弊是什麼味

道，偷看一下也好，會說一些東西。但是這個小孩子當他說出來這些東西之後，他其實

已經修正過的。知道意思嗎？他已經修正，他知道我再也不要犯，他可以老實，這就叫

發露，他老實的說出來。那像這些呢？就是內心的東西。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看他人非，我們看到這個小孩子，他可能有一個所謂就是偷盜的

行為，有的是所謂的借用而不還，或是忘卻等等的這些，那我們就覺得這是十惡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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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行為是非常的錯差，對他百般的責備，這個上面其實是加重眾生，加重眾生很多罪

惡的感覺。應該是要啓發他，自己對於自己生命的負責，然後讓他自己看到他的錯，那

我們告訴他，什麼是讓你活得最好的，最安心的一種狀態。那像這一種呢？指責，強烈

的指責，然後認為他不可能改變，就把他設定，把他設定到某一種層次，這個時候自己

內心已經產生了強烈是非的判別，對於人的佛性，或是每個人他成長中好奇，產生了一

些探索的行為，都以絕對式的語詞去批判他，這個過程，其實自己已經跟正道相左了。 

像佛祂不怕，祂不怕眾生有邪知邪見，祂說你的邪知邪見是一個認知錯誤，這是一

個認知錯誤，所以佛告訴你什麼是真實的道理。那你自己會去做評估，因為大家都是有

清淨真如的，所以當你懂的時候，你自己會去做揀擇跟評估，而你趣向正道，是他趣向

正道，你告訴他這個訊息，是不是一個法緣而已？是植個種子跟法緣，真正成道的是他。

不是你這樣說說說，罵一罵，罵一罵，他就馬上成道，是不可能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講：「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內心有了分別，強烈的是非對錯，

其實住在是非裡面，跟正道是相左的。「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行為裡面，身口意

三業裡面，別人有不對的，你不要跟隨；你不要跟隨，就不會受他汙染。而這個大家都

知道，學惡比較容易嘛，對不對？因為要縱容，讓自己有更大更寬的空間。 

這舉個例很簡單，今天一個老師在臺上，一個教授在臺上，現在大學生在上課的時

候，是可以接手機，可以打簡訊，那可以吃早餐的。因為如果說今天有同學進來，遲到

五分鐘，眼睛看他一下，他就坐下，看老師一下，然後書拿出來，然後開始壓簡訊，壓

一壓，然後發出去，如果老師沒有怎樣，他沒有跟你沒收手機，明天就會有兩個人跟進。

如果你到第三天，要有三個人跟進，你說，手機收起來，昨天可以，今天為什麼不可以？

你就會抗拒，是不是？你就認為它是合理的。 

那如果有個同學吃口香糖，吃一吃覺得老師沒說什麼，明天就買一杯可樂，喝著，

老師也沒說什麼，後天就開始吃三明治，吃早餐，也沒說什麼，以後全教室都可以吃早

餐。是不是這樣？因為人會跟進，就認為你幹麼吃一吃再去，邊聽邊那個就好了，老師

又不會怎樣。這是容許別人的非，來降低我自己的水平，那這個就是人的行為上的一種

跟進，都不學好的，都學壞的，這個到哪裡都可以看得到，什麼團體都可以看得到。那

你如果說一個很嚴肅，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還是一樣會有聲音，對

不對？那個聲音是內心的小小抱怨，就我能適應跟不能適應，然後自動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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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說是非就縱容他的時候，以後就一盤散沙，一片混亂，所以佛在對於這件事

情上面，祂有不一樣的處理法。所以佛教講僧團裡面，它有紀律，它有戒律。它有戒律，

你錯就要受到處罰，你就是需要指導，就是需要指導，要不然大家就都凡夫住在一起穿

制服這樣。髮型一致，衣服一致，就是這樣，那有什麼用，那有什麼用？戒律沒有的道

場就是這樣，亂！那你有戒律的話，好，你慢慢戒律說什麼什麼，不懂沒關係，一年、

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比丘五年，比丘尼六年，你總會懂。好，六年都結束

了，大家都懂了，開始把規範拿出來，就照這樣改，沒話說。但如果是這個道場都沒有

戒，六十年也是一樣，我行我素，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嘛，有戒沒戒差太多了，差太多。 

這個戒就是所謂什麼？他非我不非，他非我不非，他犯是他的事，自造業啊！因果

自負啊！我不非，我不跟，我不受其汙染，那與我無關。如果能這樣，是不是比較對？

這是要修的人。那你不修的人，就是任由自己這樣，大家一起非，也就大家一起是，是

不是這樣子？所以我非自有過。如果我自己有不對的，那就要發現我自己的過失，世尊

是不規範在家人的。在家人你要受五戒，你受；你要持五戒，你持；你要受菩薩戒，你

受；你要行菩薩道，你發心要清淨，你的行為不攀緣。 

那出家的話，它是有嚴格的，不能有不正確的造作，不能夠有謀生、尋求財物，任

何的貪婪，跟在家人相處有一定的軌則，你要如何保持自己清淨的梵行，什麼樣的閒言

閒語，什麼樣的東西都很明白，這個比較能看到我非，但是這個戒卻是輕鬆的，你只要

對就輕鬆嘛！其實持戒才輕鬆，不持戒，才是每天就在那邊縱容，然後就懊悔，然後貪

婪又起來，然後就隨任自由去發展。發展之後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習氣，與這些一

切同存，也是自己的抉擇。對不對？修行人就要看到「我非自有過」，不是什麼東西嚴

不嚴格的問題，是自己到底懂不懂真的清淨是什麼。 

那你說唉呀！我只要不思善不思惡，那是在講全善沒有惡，看外面的人不思善不思

惡，看自己要自己知道要維持到什麼程度，但不是壓力的，那才叫修行。我們說末法的

時候，為什麼修行大家都是很奇怪，然後禮八十八佛等等這些東西，這些都是道場裡面

這些法師們自己在修持，然後慢慢的這個信眾跟著修持，就發現這樣是白淨之法，所以

才好好的願意跟進來學習，這是要反觀覺照用的。 

可是現在我們很多人拿它來消業用的，師父在前面帶，我們跟在後面拜，我們的冤

親債主，我們會消業，功德迴向給他，這師父幫我一起做，對不對？百分之八十我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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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六祖壇經 27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你替我消，這個結法緣是有，這冤親債主有聽到是事實，但你這個心，你不對，我們這

樣說就好了，是不是我們自己不對？如果是這樣的心態就不對。裡面是有一些正向意

義，大家都能聽到這個法義是對，但如果你這樣的心就不對，那這題外話。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就是在這個當下，每個人要了卻，要放下是非對立

的心，這樣子，這個煩惱的這些東西是不是都能破？剛剛我們不是講解三障嗎？煩惱障

是不是就貪瞋癡產生起來的一些意識形態？然後一些對立，一些放不下的東西。「憎愛

不關心，長伸兩腳臥」，說到這個憎跟愛不關心，《頓悟入道要門》裡面講的，它說： 

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愛憎心，即名見無所見。若得見無所見時，

即名佛眼。 

色就是外界的所有一切生滅的這些東西。「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

起愛憎心」，如果你不染著，你是不是就不會起我愛跟我不喜歡、好惡之心？「即名見

無所見」，也就是跟外界有接觸點，但是卻沒有成立一個見。我們人是不是活在人事物

當中？你跟外界是有接觸，沒有錯，你不染著的時候，是不是見無所見？你有接觸，第

一個見是指接觸，無所見，是不是沒有成立一個見？並不是我看像沒看，這樣解釋就太

不夠圓滿了。「若得見無所見時，即名佛眼」。如果你能夠瞭解，得證，在這個裡面所有

一切接觸，行住坐臥之間，在因緣法則裡面，但是不起知見，這就叫佛眼。 

若見一切色時，起愛憎者，即名有所見。有所見者，即是眾生眼。 

是不是在這裡面一切啟動的時候，就計較分別嘛？執取那個道理、那個法，是不是

內心有一個見？「有所見者，即是眾生眼」。你只要什麼事情都有意見，就多一個心。

有一次我們是不是在說，重點就在那個無心，可是眾生就是多一個心，什麼都有他的意

見，都有他的心，這就是眾生眼。 

你不用再說，眾生的眼睛，什麼佛的眼睛好像有次第，其實就是在這個見裡面，就

是在這個見裡面；諸根也一樣，現在用見來講，以色塵跟眼根來對，所有的一切裡面都

是這樣。那這樣子的狀態，是不是就憎愛？如果你沒有憎跟愛，然後就沒有這個心的啟

動，那是不是長伸兩腳臥？安心長臥，當個無事人，無拘無束，無罣礙。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去處理事情，沒有錯，我們需要處理事情，有一個揀擇分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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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是分別智不是分別見。我們分別智是說這個事情怎麼樣的處理最好，然後最圓滿，

最圓滿，這樣子就對了。那這個過完是不是不住？無住是不是就是圓滿？那你如果住

了，你就是拿來這裡，內心有個憎愛等等的評估，所以就有了一些是非。 

這個所謂的憎愛不關心，再舉個例子，這個黃檗斷際禪師他有講一段，他說：「如

今但學無心」，真正要學，是要學那個無，就是不執著的意思。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

緣」，你不要攀緣，並不是泯除外界，外界的這些隨時都在因緣結構，因緣有，因緣離，

這個你不可能改變世界，你不可以說，記得！你明天就不准給我降溫，溫度永遠要二十

一度，或是溫度永遠要我最舒服的，你不可能。對不對？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不可以！不

可以！或是說攀緣，要去控制世界，其實是自己心裡有問題。 

所以「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卻如許多妄想，

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 

就是說實在 我們這個人都是在攀緣附會，一點點什麼就開始意見很多，見很多，

見很多就起了妄想分別，這樣會怎麼樣，這樣會怎麼樣，這樣會怎麼樣，其實說來說去，

只有你自己這樣怎樣而已。很多是實相，是只有你一個人說怎樣而已，其實不是真正都

怎麼樣。真正真的這些事件，世界它有它的因緣結構等等的一切，但人就是在自己的知

見裡面，會這樣攪附，然後把我自己的知見，跟你，你覺得怎樣怎麼樣，是是是！我們

兩個共同。有時候人家沒有回應你，你也說人家他也是跟我一樣。 

這個說笑話給同學聽，真的是這樣。有些時候我回去寺裡，有的人就來說，師父師

父！我跟你講，那一天有一件事發生怎麼樣，我說：喔喔喔！結果我很生氣，我說：喔

喔喔！你生了你的氣，然後他說：某某人也很生氣，我說：他幹麼生氣？因為我說給他

聽，他很認同我，他跟我一樣很生氣，後來誰誰誰，他們也一樣很生氣。我說： 喔！

你們三個都很氣，氣壞了。然後他就說，所以這件事，你說，那個人要處罰他，因為我

們很生氣。三票，是這個人說的。 

我就好，再叫第二個人來，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某人說很生氣。他回答我什麼？

那是小孩。聽懂嗎？那個人根本就沒有跟他一起生氣。他說：那小孩子他自己想的。他

自己想的，他跟我說你很生氣，你很挺他。他說：我挺他要做什麼？但是那個人他跟我

說的時候是他很生氣，另外那個人也很挺他，也很生氣。然後我就再問第三個人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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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你們起了這麼大的躁動，大家都很那個。他說：根本

就沒事。什麼事？根本就沒事，那人家不是說什麼什麼。那是他說的，我也不知道他在

說什麼。這樣聽懂嗎？ 

有的時候你會去潑撒，有的會被你攪和起來，有的人根本就沒有把你看成什麼。有

的就會，啊！因為你會怎麼樣？你會加油添醋，當你起了妄想分別的時候，是不是加油

添醋？用你的知見為事實，這樣去渲染。如果不在場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描述得好

像有那麼一回事，這種叫兩舌，創造是非。小心啊！女人！就一直講一直講，就把人家

講得，其實根本現況不是這樣。 

你如果說真的現況這樣，問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同樣是這個狀況，這

就是要處理嘛，這個就是僧團或什麼的，一切的紀律就是要處理，誰對誰非分得很清楚，

不是是非，是要處理，是不是就是這樣就對了？但並不是你一個人在那邊說誰怎樣怎

樣，世間人就是這樣憎愛。 

這些大德人家在聽這些的時候，「性自本來清淨」，是不是就不會被你攪動那種千江

水？對不對？這個「勿動道人心」，這個修行的人最忌諱這樣，去把人家說得怎麼樣又

怎麼樣，那這些就是說，說說笑笑。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這個菩提法、佛等，「若不

會此意」，如果你不瞭解這上面，這要學無心，那你不要在這攀緣，起憎愛心。 

如果你不會此意，縱爾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 

如果你不瞭解，然後每天只會很努力的，我都是要學習，我要聽經，然後我要苦行，

然後吃得很簡單，木食草衣，就是隨便的野菜什麼的這些吃一吃，然後穿得很簡單，那

自己這個心在造作，無限造作潑撒，然後在這樣的心，如果你沒有懂，不瞭解這個是我

非，是不是我非？我非自有過，前面講的，如果你不這樣，這個叫邪行。你不瞭解，邪

行。 

這些最後呢？「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最後你的果報是什麼？天魔、外道，

因為你很有修的樣子，可是心不修，就是在是非裡翻滾，所以最後都是作天魔外道、指

謫，然後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這樣修的話有什麼意義？真正要修的是

一片寧靜，不修的人，一條蟲，那就攪和不完。那像這種的話，就又有不一樣的說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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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像世尊的話，默擯，這條蟲都不去理會，這個就不要去理他，不要搭理他，根本就

不要跟他講話，就默擯之。那如果世尊在，有可以作主的這種大德，那就是照戒律來，

那應該給他僧團裡面有怎麼樣的處理法，摩那埵法，要服勞役，要怎麼樣。所以現代為

什麼修得那麼亂？是因為沒有戒。是因為沒有戒，不讀戒，不持戒，不看戒，什麼都沒

有，為所欲為，那這個就沒有僧格，修行也沒有修行的樣子。 

你說「我戒而無戒」，說是魔就好了，不用說自己戒而無戒。真正的戒而無戒，是

持戒持到根本就沒有戒不戒的問題，而是身心皎潔，這才叫戒而無戒。他內心不用再用

比對法，而是真正清淨的。這樣瞭解意思？然後這個黃蘗禪師就講了這樣，那剛剛也有

講這個《頓悟入道要門》，接下來我們來讀一段後面的。 

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破有疑，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這一段是一般大眾很熟悉的四句偈，如果發大菩提心，那這所有一切也看得很明

白，清淨自性現前，掌握了，所以要化他人的話，當然需要知道要有方便，要有方便善

巧。語言是方便，所有的帶引，所有一切要用方便，才能夠讓眾生契入。「勿令破有疑，

即是自性現」，不用說，不用使令他要破除這個疑惑，然後一直在針對這個點一直討論，

你不用這樣，你只要這些東西先放下，這是禪法，這是頓禪，那麼自性就會現前。 

我們一般來講，為什麼佛法到最後會演變成言語上的戰爭？為什麼？就是在所謂我

的疑惑是什麼，你的疑惑，你的疑惑，所有是疑人疑事，疑人跟疑事，然後你解釋這個

人的問題跟這件事的原委，還是繞在世間的生滅有為相。如果你要把這個解釋完之後，

還要提攜他去看到你剛剛所瞭解的這是相，我們是不是事？理跟事？事是在現象中。所

以你這個事，明白它的因緣結構之後，已經明白了，這個都要放下。 

明白之後放下，但你再回來看到你剛剛這個疑惑裡面所產生的情緒，跟你要把這個

心收回去，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在找疑點。世尊有講，如果是來詰問，也就是問難的，你

根本就不用回答，你根本就不用回答。可是我們現在不准人家不回答，知道意思？一般

來講都會要求，我有這個疑惑，你一定要幫我解決，甚至於我有這樣的困難瓶頸，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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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幫我把這個困難瓶頸給排除。像六祖惠能的頓禪裡面，他就要把這個推回去給你自

己，你必須去看到，你自己來排除這個困難，你來排除疑惑，你迴光返照，之後你智慧

現前，你要甘心忍受，你勇敢處理，它這個是指向這樣。 

那我們一般來講，就只是眾生的需求，只要你替他解除這個疑惑。他今天問太陽跟

月亮的關係，明天問土星跟地球的關係，後天問丈夫跟太太的關係，大後天問我的不動

產跟現在的這個經濟上面的，譬如動盪不安的這個經濟結構關係，都是在物相，都是在

外界上面，都不問內心起惑造業的問題，所以永遠都是凡夫，在現象裡跑。如果佛法只

是這樣的話，那你就多讀幾本書就好了，你讀天文的，你讀科學的，再來你讀經濟的，

最後你可能很聰慧，買對了房子，賺對了錢，吃得很好，很健康。那又如何？那又如何？

所以佛法到最後變成眾生要得到他的現世利益，而沒有去想到他的畢竟成佛。這樣知

道？ 

世尊並沒有說，你不用當國王，你不用當護士，妳不用當媽媽，你不用當爸爸，那

是你的因緣結構。可是在這所有的關係裡面，你到底要怎麼樣？不是來懷疑我為什麼當

爸爸，我為什麼活在這個世界或等等，因為那個是你自己的歷史；祂現在要告訴你的是，

你的自性，你應該去開發這個才對。開發這個，所有的一切你甘心，你圓滿嘛，然後你

自己要走完的路，你去走嘛！這樣是不是才對？ 

這裡面呢？「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世尊是在世間成佛的，佛是在世間成佛，

所以佛法是不是使用在處理世間所有生活裡面，你自己的煩惱心，你起的這些東西、障

礙？對不對？離開了生活，你不能體悟；你離開了生活，離開了人群，也不需要有佛法。 

在終南山的圭峰宗密，這個宗密大師他有講，他說：「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

我們這個覺性，是沒有生死的，它是常住的。「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冰，

而濕性不易」。它就是被我們的貪瞋癡蓋著，然後我們就在外面一直追逐，就像在夢中，

然後有敵人，那有追殺，可是這個覺性，其實它本來就是常住，那你也能覺到敵人，覺

到貪瞋癡這些東西，你這是覺外在的這些，你放錯了，就如水作冰，如這個水，濕性不

易，它這水，它變異成冰，可是它是水的這個濕性沒有變異，它這個覺性是常在的，只

是你現在把它看成是冰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