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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3》 

             印可法師宣講         

你之所以會結構這麼多煩惱，這麼多的東西，是因為愛，是因為愛。我討厭你，那

是因為我愛你在前，我有一個愛你的標準，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滿足，所以才變討厭。

因為你本身是有一個標準在的，這是一個分別出來的東西。 

所以眾生在開始念佛，如果是這樣的走法，那麼他在色法中念佛，是心色二法。當

他慢慢走，他是不是要模糊這個？擴散，模糊，是擴散心，可是這個外面的，跟佛的智

慧德相，所有眾生都一致。這個東西有沒有概念？如果有，慢慢進來更好；如果永遠沒

有，還沒有，是不是還是鎖在這裡？可是在學習著念佛，迴向、迴向、迴向，可是這些

迴向呢？都是因為我要去那個地方。你重點指到嘉義，沒有指到高雄，如果你從臺北出

發。這樣的意思。有的人還沒有想，只有想我要到臺中，我們譬如舉例這樣。 

所以眾生這樣，心色二法在念佛。到這裡的時候，當你心色二法在念佛，你以「色

法」來念的佛，一定是化佛跟報佛。因為你站在「有」，你站在「有」，所以你想面見佛

陀。你想面見佛陀，把佛陀具像化，你把佛具像化，祂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祂的環境，

祂的所有一切，佛的一句，那就可以佛光觸我，我的罪障消弭。那面見彌陀的時候，我

就可以煩惱業消，頓時開悟。因為眾生自己內心都有一部念佛法門的歸趣圖。在座有沒

有？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念佛法門的歸趣圖，你自己以為的以為，那個就是你到底要什

麼？請問你票打到哪裡？不知道。真正要念的是什麼？ 

再繼續，如果說你心色二法，你本來念佛，是不是小箭頭而已？甚至有時候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斷斷續續，有沒有？沒有辦法。當你開始消弭你的業障的想法，煩惱慢慢

模糊了，也不是真的這麼恐怖嘛，他自己的心思等等這些。當你慢慢擴散擴散，對於自

己清淨佛性與佛相同嗎？概念被灌輸，有，我是有，可是我不敢肯定真的有，拿不到，

看不到，沒有辦法具體啊！這個時候我心中念佛已經比較紮實了，我比較紮實了，所以

根據我所念的彌陀，它是報土，所以我也要感得那樣的果報，所以我要積功累德，我一

定要有部分的資糧，這就是我的資糧道。我要念多少佛，我要怎麼樣，我要幫助怎麼樣， 

等等的這些來提昇自己，那提昇自己是不是這個念佛好像比較紮實？這個時候你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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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他念的還是色法，有沒有真正提昇到法身的部分？也有，不是沒有。但我們現在

就是在講，凡夫只介紹，只懂得念佛法門，而不知其內涵，他就是這樣念。 

我們古德在講禪淨雙修念佛法門，他們是「果成」念佛法，他們是有開悟的，他們

是經論讀一大堆。你要像智者大師的念佛，你要像蕅益大師的念佛，你要像善導大師的

念佛，你要像慧遠大師的念佛，他們都是已經這個東西有沒有？有了，他們是這個地方

在這裡，或是他們已經在這裡開始念的，他們見過空性的，他這個地方還沒有紮實，所

以他在學著紮實，他是從這裡開始念。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講？什麼東西你都不用再學

了，你就好好念佛，光咬著念佛就好，因為他所有都知道了，都飽了。你就大學畢業，

你不用再讀國中，你也不用再讀高中，當然你讀完了。是不是他們是從這裡念的？我們

是從這裡念的。 

我們知道念佛法門真的很殊勝，我們不可以誤會，因為有的禪宗他在修行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外框，可是他自己是這樣。知道嗎？剛剛是不知道外框，自己是這樣。那現

在很多人他自己知道，他知道，唉呀！我們跟佛是一樣的，我們就可以證得。可是自己

是這樣，然後就說，不用念了，沒有什麼可去的。 

或甚至於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的念佛人，他是念這個，他看到有的人用這個心在念，

他用這個心在念，他就鄙夷說，你這個念佛法門太小家子氣了，這是誤會，因為這個站

在門檻上。剛剛有講，上一堂課，他不是站在那門檻上？站在門檻上，中間都是空的，

外面也是空的，他只有在這塊上面， 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沒有辦法前進。那他看念

佛法門，也是虛幻；他看菩薩道，也是叫攀緣。這樣知道嗎？這個時候你再跟他講任何

的法門，都說不出來，他也沒這個能力。所以這個時候他來看念佛法門，他認為你不從

心裡面去運作它，你只念佛念佛念佛，你要到哪裡去？因為他站在門檻上。所以這是一

個千古的大誤會。這些毀謗的，這些毀謗，這些說法的人，其實只有一點點，就是這種

人，就這種人在說這個法。他不瞭解這個念佛法門其實包含這麼廣，而誤會太多了。 

那我們再回到凡夫的念佛，剛剛是不是在處理這個過程，斷斷續續。好，那我們現

在一股，是不是這樣念佛？那這個心量是不是擴大？那擴大的時候，你真的在煩惱相的

裡面，不管你在色法裡面，色法裡面就包括物質界的生滅嘛，你在生滅裡面念佛的話，

是不是希望與佛感應道交？可是希望與佛感應道交，感應什麼？感應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西方境界現前。是不是感應這個？因為你在色法中念，你在色法中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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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感應道交，你走出來的內心世界的意識自然變現，就是你一定會落到有

這樣境界的世界。是不是一定落到有這樣的境界世界？所有一切自然變現，你所相應的

也就是這樣。那如果我們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你看到自己的煩惱相，自己的世界觀，自

己的所有一切，已經慢慢的有一個雛形。每一個雛形，我可以解決一點點家裡的煩惱，

我可以用迴向心，我可以用，我可以要離棄，我要捨這個娑婆，我不要在這裡，我要提

昇往前走，往前走，所以我不回頭。這個時候是不是內心他根本就不會有，不會有乘願

再來的心？他是不回頭的。因為我不回頭我才能去，這個是過程，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到什麼時候你會回轉回來？我們就慢慢走啊！所以有沒有這一類的眾生？這樣念佛

法？有沒有？這個鈍根念佛也是要度啊！ 

如果所有的眾生是一個大塊百分百的一個圖，圓滿，這一塊眾生占的比例很大呢！

要不要讚歎這個法門？要啊！他願意使用這個法門，一定要給，一定要帶引他念，不管

他現在要的是什麼。畢竟念佛最早的定義是什麼？「作意」。世尊講念佛最早的定義是

作意。因為我們是不如理作意，我們是不是在是非裡面的起心動念貪瞋癡裡面？不如理

作意。對不對？所以世尊叫我們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世間的這些雜穢，這些雜

染，我不要。 

那念佛的時候，除了作意正確以外，還要什麼？「憶想」，就是思念，思念佛祢，

思念祢有那個地方，祢施設方便讓我去。所以我作意正確，我才會不執著世間的這些苦

相，我才不會想要在這裡面把玩。所以最早念佛的定義，是要提起正念，作意，作意佛

的報土，佛的清淨，有一個地方我可以去，世間的這些東西是雜染的，這樣的意思。所

以這個有沒有作用？有，這用切割的。 

好！繼續走，走到這裡的時候，你是不是發現念佛讓我安然？用白色表示善法，你

是不是開始有善法、善心？念佛人是不是要迴向？是不是也要發心？而這個發心，是不

是成就菩提之心？其實不是，只是發心，我要去那裡，我要買票。所以我做這一件事，

是在我過去做錯事，所以我現在要回饋。過去惡，現在要做善去彌補它，是不是在善惡

法裡面？有沒有初出無為？還沒有。所以填補了非常多的善念，填補了非常多的善法，

那煩惱相是偶爾在裡面浮出來而已，其實這是模模糊糊的，煩惱、雜念、什麼東西，偶

爾在這裡浮沉、浮沉、浮沉。所以夾雜染汙，但是大部分填滿了，可是看到的世界，所

體會內心的尺寸心量，是不是就這麼大？是比以前小小、小小大很多，是不是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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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很多？上求，求什麼？我去到那裡，到了西方不愁不開悟，所以到那裡，我

自然有那樣的智慧，然後到了西方淨土，不愁不證果啊！因為讓你不要回頭，你繼續擴

大，沒有錯，就是繼續擴大。是不是很方便？那西方，跟你講到西方，可以證果跟開悟，

其實在講什麼？「法身」。 

可是凡夫不懂，凡夫不懂，佛在講的是你跟我一樣，你要是圓滿這樣來念這樣，你

是不是懂得？你是不是懂得智慧德相？所有一切具足圓滿？是不是佛？是不是法、報、

化三身具足？佛要講的是，你如果懂這個，你來由這裡念佛，路徑不一樣，可是我們眾

生他看不到，他不知道，精神層次的東西，他不知道。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你是不是會發現？這個時候要轉了，要轉了。可是我外面的這

些概念若有若無，夾帶的，原來佛就是度化所有一切眾生，是不是善法連結在一起？所

謂這一重的時候，知道我們要無量無邊的功德，要幫助所有的眾生，要苦的眾生我都願

意拔苦與樂，是不是發起善心？可是善心是有為的還是無為的？是有為的，因為你有

「有」這個東西。你並不肯定眾生跟我是一樣的，可是我想要這樣，是不是夾帶的白線？

然後夾帶的無為的功德，可是這個無為功德，自己具足多少？其實也是一種無法證明，

它沒有辦法拿出來的。 

所以念佛念到這裡的時候，差不多差不多這一輩子沒辦法把這件事情做完了。那我

現在怎麼處理我自己？我最早建立的概念，這個時候世尊不是在，所以經典裡面就有，

祂說：「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祂

在講臨命終前面的七天。當然我們不會倒算，七天之後我要死，我現在要開始念，我們

也不可能這樣子。我們都會喘到差不多的時候趕快念，而且喘到差不多，又不會念。臨

命終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念不出來，痛啦！憂煩，對不對？所以這是不是就是倒推？倒

推我們平常就要練習。 

可是平常練習的時候，你還是用色法在練習，你當然就是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因

為你存在我有痛苦跟我疾病的現況，每個人是不是有自己被身子鎖住？是不是被身子鎖

住？所以你就以為一定有一個地方，有六道，我不要跑去另外的五道，那麼我就要去往

生淨土，跳出六道三界裡面。是不是把這個報土理想化？這個報土理想化，有沒有？有，

不是沒有，可是你的理想化，是不是建構在自己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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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就要開始去衡量自己，衡量自己，我可不可能往生淨土？我一定要發願往

生淨土，我必須去，一定要去，可是我也看到我的業報。每個人會發現我是被業障把持

住的，我有這麼多，我一死的時候，可能旁邊就有一個祖母、伯母、母親的呼喊，你有

很多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你發現你是不是有業報？而這些眾生，你真的能放下嗎？

真的能放下嗎？ 

你發現你問題沒處理完，這個時候是不是說你們放我走，我會回來交代，有沒有這

種念頭？很世俗，很合理。我不是遁逃的，因為這些都是我愛的人，都是跟我有關係的

人，你們跟我一起去，我總不能說，兒子我們一起去死，你還沒到要死的時候，孫子，

別哭！我們一起去，你也沒辦法，他還愛著他的生命。是不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所

有的一切湧現在前，你涵蓋著你生命沒有處理完的事實，你沒有辦法切割掉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你會做評估，你真的會評估，然後這些東西我都通通放下。可是放下我

走得掉嗎？我走得掉嗎？所以要發「菩提心」，要發「出離心」。你要發菩提心，我要上

求佛道，我要如佛一樣能夠處理完；我要下化眾生，這些眾生我真的看到了，我不可能

逃遁而無形的。 

這個時候你必須真的承認，沒有到死亡之前，你不知道你需要承認事實，可是你必

須真的承認。這個時候我一定要去西方極樂淨土，這個信念一定要很強很強。但是這些

人、這些故事、這些現況，我願不願意負責？我願意負責。 

當你有願意負責的時候，你的心就會放下；你不願意負責，它只是一直呈現的，一

種負面的東西在你的心裡。人家跟你講，你欠我五佰萬，我有欠你那麼多嗎？好啦！就

是欠你五佰萬，我想要走，他不會放過你，你心也放不下。你說我一定要前去，我一定

要去佛學院讀書，我會回來還你五佰萬。這個時候你的心，是不是這個五佰萬勢必要還？

勇於承擔，你也不怕了。會不會還？不用逃遁，這時候才真的放下。 

你說我們功德，我們做好事，你今天你幫助張三，幫助一個小孩，你做好事，你有

法喜充滿，這是福德轉功德的念頭。我們來討論，你今天幫助這個小孩張三，我好開心，

看到張三離苦得樂，看到這個小孩子，無憂無慮，健康活潑，我好開心。我一直留存著

這樣的一個相，歡喜相，你不會平靜，因為你就鎖在這裡面。對不對？你的心是不是暫

時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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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說看到張三，看到這小朋友，這個，不著這個人，也不著這個小孩，這一切

就是這樣，你把這個放下之後，你這個喜悅才真的在。剛剛是因為人的關係，因為相的

關係而存在，是念在，當你放下它的時候，把它擴散，放射點放射，就迴向掉，放掉，

擴散，遍一切處；所有的一切張三，所有的一切小孩，都祝福他們，能得到這樣的平靜

跟喜樂。當你這個完全放下張三跟小孩這個人，你的喜樂、你的法喜，才是真的法喜。 

是不是遍一切處？是把你那個鎖在張三跟那個小孩的心，遍一切處，是不是那個踴

躍法喜，才是真的寧靜？不因為任何的人，也不因為任何的事，這樣是不是從有為轉無

為？ 轉遍一切處？這樣知道？所以要抽掉那個情感。 

再來說，碰到這裡，好，我要往生淨土，就要去追溯你內心在什麼狀態。如果你對

於這個慢慢修行的過程裡面，會不會聽經聞法？會。會不會感應道交？會。所以有的人

說，你就念佛法門就好，咬死念佛法門，那跟讀垃圾桶沒有什麼不同。就有一個，他就

念佛念了三十年，到最後往生之前，他說念佛真的有效嗎？一樣痛，一樣放不下，因為

他完全沒有法義，他完全沒有法義；他也不知道念佛是念自心，他只是在念某一個特殊

形像的佛。對不對？所以念佛的過程裡面，要不要聽經聞法，還有三經一論？三經一論

一句話，就已經涵蓋了很多經，就有很多經典要來補述這一句話。 對不對？ 

接下來，你碰到往生的問題，這個時候你會思考你生命的存續現象，所以你是不是

會一直在提昇，一直在提昇？這個功德名利相的善法，是不是愈來愈轉？到這裡的時候， 

真的有一些善法已經轉掉了。轉掉善法，然後這個外圍是不是愈來愈明確？這是一個整

體的。那這個整體愈來愈明確的時候，你才會去思惟，這個時候要轉，要轉說那西方極

樂世界是不是有介紹邊地？那是不是有介紹凡聖同居？是不是有介紹這個方便有餘

土？有的用實報，實報莊嚴土好了，我們用實報莊嚴土。 

當我們在這樣子才知道，念佛，我這個念佛的心，念佛的人，我在念什麼。而這些

念念念念當中，佛法補進來了，佛法補進來了。當我在念念當中，如果能入念佛三昧，

如果能念念佛三昧，就會看到法身。如果真實這樣一直念一直念，然後把世間的好壞等

等這些也放下，連念佛的這個人，業報的這個概念等等的這些放下，我真的念佛、念佛、 

念佛，然後從這個裡面，真的去體悟到那個清淨。那個清淨、無雜、無染、無相等等的

所有東西的時候，你真的會知道，原來諸佛菩薩要講什麼，三身，法、報、化，那我是

不是契入念法身？回歸來看我自己這裡面，有沒有具足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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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相續，這個時候所有的一切煩惱，現在都轉成圓滿的功德，該做的去做，放下，

該圓滿的該圓滿，我們的業障我們也是要圓滿；在這種狀態之下，是不是愈來愈飽實？

愈來愈飽實，這個時候你往生，當然就會進入到你自己安然，享有功德，所有的世界自

然相應，它現前的就是這樣的條件， 因為你的心法跟色法兩個都有了。這樣瞭解意思？ 

心法色法是不是都有？都有的狀態之下而你繼續，當你往生淨土的時候，因為你本

身概念裡面，是不是我們就是要這樣？當你發菩提心，你說我要往生淨土，當時是不是

有業障卡住？這個都是一直在變化的意思，這個一個一個就是前進式的，當你有我會回

來負責，你才真的逃得掉，你才真的放下，你真的才能放下。 

有的是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這都與我無關，這我不用處理，你放不下，因為

你有恐怖，一定有一個恐怖。你只有說，我願意面對它，你才能真的出離，要不然你試

試看。你什麼事說，那個與我無關，我只要去西方那個就好了，那個不會好，因為你心

中就是有那麼絲微的一念，恐怖、顛倒、夢想，就是有被牽著的一條絲，它沒有辦法完

全放下。 

只有你說，我願意接受它，這所有一切，成佛不管多久，這個都是要修的，這個佛

法會慢慢進來，你的體會會不同。這個時候法身佛現了，心色二法是不是一起念了？可

是心色二法都有的時候，還是在念報佛，因為我想感得，感得那樣的報土，因為世尊是

這樣介紹的，祂沒有錯。對不對？ 

因為我們眾生有這樣的需求，有這樣的色身，佛當然就跟你講，祂就現各種不一樣

的身，來度化眾生。所以你有這個業報身，當然就有報土讓你去；你有境界，當然就有

境界的地方讓你去。對不對？ 因為佛遍一切處，哪裡沒有佛？ 

所以當你這樣子，進入凡聖同居，你想進入這個土的狀態之下，其實你心中指向這

個，事實上你是這個，事實上是這種狀態 可是你指向，以為佛國那個淨土就是這個，

所有一切都是飽滿的，都是功德的，所以指向這個， 其實自己是這個。對不對？ 

那因為你已經做了一個心理的接受度，你必須接受，你接受所有一切，我乘願再來。 

我再來的時候，我是以圓滿清淨有智慧的角度來與你見面，與我這些冤親債主該圓滿的

見面，我不逃脫。這時候那菩薩種性轉出來了，願意承擔的種性轉出來了，是不是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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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從這個小心眼的一直走到這裡？這要走幾世？不知道，可是我每次是不是都指向我

要去報土？所以我會往報土這樣，這樣回來。你會去西方極樂淨土嗎？沒有發菩提心，

沒有要承擔，去不了，因為你內心有一絲的恐懼，他不放過我，你沒有正面。 

如果我們兩個吵架，然後跟你講 對不起！好，我負責，五佰萬我真的欠你，我現

在先去辦事，賺一些錢回來，五佰萬交給你。他說好，快去吧！你捏著我現在，我就快

死快死也沒有五佰萬，對不對？當你有這樣的一個發射的念頭，它就不一樣。好，是不

是凡聖同居？這樣知道意思？ 

這裡，然後繼續回轉回來，回轉入娑婆，其實你在哪種狀況？已經不是這種狀況了，

因為你已經這過程，是不是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你縱使有娑婆緣，再回

娑婆的狀態，也不會是那個樣子。所以淨土回來的人，他不會是那個樣子，他不會，他

基本上至少從這裡開始走。可是從這裡開始走，這個法身慧命的這些東西，有沒有比較

完整？會比較完整。那你繼續開發，是不是就在圓滿？就在填補？是不是就在填補？是

不是擴大這個，第二世、第三世，是不是一直到圓滿？那圓滿再把這些都轉掉，是不是

指向法、報、化，再回來你就知道法、報、化，因為你已經摸得到法身、心法，你已經

從色法轉到心色二法都涵蓋。 

那接下來，譬如說這樣，在凡聖同居，你一定有娑婆緣再回來，這個娑婆，或是這

個緣在哪裡？這個地方，因果是不爽。如果你說 我到西方極樂淨土之後，沒有因果，

那佛就是大妄語。彌陀祂也花了多久的時間去圓滿願，祂發了願之後，花了五劫、十劫， 

多久的時間是不是去圓滿它？是不是要度化眾生？最後才能成佛？是不是這樣？行菩

薩道四十八願，願願皆圓滿。 

那我們可以直接說，佛！我只要祢最後那一塊，我成佛一下，啪！跳過去，就這樣

立定站好，啪！成佛了，那些都不算。哪有這樣？這麼好，那佛就大妄語了。所以這個

時候你真的，你去認真的去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多少地的菩薩

再回？因為他要度化無量無邊眾生，這些眾生跟他是有緣的。這些是不是都要圓滿？才

是最後是法報化圓滿。 

那我們再來講凡聖同居，如果你能夠往生淨土，再回來娑婆，再走的路是不是就不

一樣？如果說你這本身已經達到這個程度，可是你知道法報化，你想要念佛，念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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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過程你可能有證悟，你可能有證悟，而證悟不會像這種修行的，它空的。知道？那

你是能夠有內容，而內心是不著相。有內容，內心不著相，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成，就

會變成這樣，模糊的。因為我們有很多還沒有做完，其實是用這裡轉的，用這裡轉。 

我們這裡是不是還具像有功德之想法，什麼的想法？然後其實自己不是很圓滿的。

那你這個是再把這個過程再洗滌一次，那是不是有微薄的功德？還有證悟，還有是清淨

的，所有其他不重點了。這個時候，如果你碰到往生的時候，它自然你要求生，你要接

受諸佛的教導，接受諸佛的教導，是不是往生實報莊嚴？就是這樣來的。 

那如果說好，我今天修行，如果我們開始起頭念佛，有沒有人是在這種角度開始起

頭念佛的？有啊！有，開悟的大德。他為什麼會講禪淨雙修？因為他就是從這裡開始起

頭念的，他在這裡起頭開始念，所有的前面不重要，所有前面不重要。這個時候念佛就

是法門，法門就是念佛，念佛就是念眾生，眾生也就是我；心、佛、眾生，無差別。在

這樣的狀態，你在念佛法門，他就會慢慢把這個，這個跟這個就是他的現況。他是不是

就在度化眾生？也就是安住在佛的一切圓滿當中，也就是自己智慧在體證。本來自己體

證的智慧還虛虛的嘛，然後再慢慢在度化眾生念佛，這個念，那個時候的念，這個時候

的念是「果成」，剛剛有講，他是不是有一些法身清楚了？他是不是證了一分法身？還

有一些功德、果報是不是都有了？這是一個果成念佛。 

這個開始是不是在修？從這邊到這邊是不是在修？是不是就在修？如果說你已經

有證悟了，開始在念法報化，你圓滿它，你在做的時候，這些是不是就在現前？是不是

得？是不是這樣？所以以這樣的狀態在念佛，這些大德絕對肯定念佛的。因為念佛對他

來講，那是讓他繼續往前走，很明確；所以他一定會講，所有的法門匯歸淨土，所有的

法門不離念佛。如果你在這種狀態就以為自己這樣虛虛的叫飽滿，這個叫魔，因為如果

透過念佛，你才會知道，自己還有多少空間要前進，你才會知道自己沒有圓滿。所以念

佛法門到這個的時候，它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力，所以他們怎麼可能不念佛呢？ 

只是他不是像眾生說我要求，我要求某個地方，而他是自然會感應道交，他自然會

感得。而在這個時候，西方、東方、南方、北方，所有一切生死，生死都不是問題。所

以每一個生死的過程，他每一個生死，絕對不是恐怖相，而是就是在圓滿。那心中呢？

常住正法，是不是就是自性彌陀一直在？是不是就是在淨土裡？也是不是就在度化眾

生？也是不是就在修行？也是不是法身？也是不是就在報身？也是不是就在應化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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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眾生？ 

他只是這個是飽滿的，這個是還未飽滿，那中間以這樣來表達，各種各種都是飽滿，

各種各種都會具足它的作用，這是在表達它的作用力，這是在講說他空性證得無為的狀

態之下。 

那如果剛剛講的，如果是我慢者，當然就要破斥鄙夷念佛法門，這是我慢的，那種

為數很少，那種為數很少。你真正悟到某一個程度的人，他不會這樣的，他不會這樣。

他知道諸佛施設方便，那是莫大的智慧，沒有智慧，沒方便。可是凡夫呢？給方便，沒

智慧，那叫攀緣，因為你有某一種目的，然後享受方便而不好好修行，那叫貪圖小利。

對不對？別人給我的方便嘛。那我們凡夫在這裡開始念，是不是叫貪圖那個方便？佛第

十八願，佛祢的第十八願，是不是要接引眾生？對不對？我念佛就可以往生，所以我要

用那個，而沒有這樣轉。所以這念佛法門，是不是很浩大？裡面三藏十二部，全部是不

是都在講佛？都是在講我們由凡夫走向佛。 

所以這個時候的念佛，它並不是嘴巴唸、心裡念，而不是。它是什麼？在真如中念

佛，就是正念。正念是不是就無念？是不是清淨？是不是就是正念真如？這個時候的念

佛，就是正念真如。無是非，無什麼、無什麼、無什麼，圓滿、圓滿、圓滿，正念真如

在行菩薩道，所有一切在，等於要把這個換成這個，要圓滿它，他所有所有的都是摩尼

寶珠，一直行，一直圓滿。 

那這個相狀，這個時候都強調，像這個時候的修行，他都不強調善法，他認為說不

思善不思惡，所有一切都在自己。在自己他不思善不思惡，也沒有起心動念什麼什麼，

他就是在補足這個。可是佛在講的時候，這個時候度化眾生是以因緣法，可是佛在度化

眾生的時候，所有的因緣，所有的眾生都給法門。這個你可以，這個你可以，這個你可

以，這個你可以，這個你可以，這個你可以，佛都沒有否認。佛是跟你講你都可以，過

來吧！過來，你過來，你過來，我教你，沒關係！你過來，你繼續過來，佛是給所有的

方便。 

可是在這個的時候，你的方便在緣起間。對不對？那這個時候，他的這些不談功德，

但事實上是不是功德？你一直圓滿的時候，以相狀來具像化，是不是就是這樣？那再把

這個功德，我們在實況來說，也沒有什麼功不功德。所以佛是不是全善？但是祂沒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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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的問題，我們這裡也可以不要這個，我們也可以不要這個白框。 

我現在意思說，在這個為什麼畫白框？是不是就是世俗諦跟聖諦？出世間，世間出

世間，根本就不一不異。所以隨順眾生所有的因緣，度化眾生示現八相成道，哪有什麼

問題，這才是這個。可是這個的時候呢？八相成道或什麼的先不談，圓滿功德，然後空，

空中能不能生妙有？能不能圓滿？是不是進階走到這裡，到最後能夠在所有的這些都給

眾生，沒有關係。 

但是念佛者，我告訴你，先肯定你有這個飽滿的，跟我一樣吧！這樣你的念佛會比

較完整。念佛法門開始要介紹的，其實有沒有包括這一塊？有。因為世尊在帶自己所有

的弟子的時候，有沒有這一塊？有，祂有沒有先標這個？有。現在末法為什麼有人會說 

這個念佛法門不夠透徹？是因為他沒有標這個，才會被詬病，是因為這樣，根本就不知

道，所以你會詬病，就只用小小的心肝，要來遠望某一個地方我要去，錯在這裡。這樣

念佛法門清楚嗎？ 

有沒有我們可以這樣來去來去的地方？有，沒有錯，有。世尊祂就施設所有的一切

方便，你在境界裡自然相應，你要有信心，你要往前，你要有意願，你要去佛學院，你

要接受指導。祂以化佛來帶引你，祂以報佛來帶引你或怎麼樣，你最終要知道，自己有

「法身」。所以念佛裡面，不徹進入法身佛裡面，那你先念報佛、化佛沒有關係，到最

後你要成佛的時候，你是不是要證得自己清淨法身？要不要？要。要不然我永遠是去當

一個過客，我去參加，我去成為一個拜訪者，但是我自己不可能成佛，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佛說，你到西方極樂淨土面見彌陀，就能花開見佛悟無生。什麼花？什麼花？

開什麼？花開見佛，什麼佛？你念的是報佛，你當然就是以報佛，可是最後是不是要悟

無生？原來這些一切都放下，這是生滅法，所以這裡面的花開見佛悟無生，講的是悟什

麼？無生滅的清淨佛性。是不是這樣？所以一定會扯上法身。 

所以念佛法門為人詬病，是不知世尊的慈悲，那古大德到現在，因為眾生的根器雜

亂無章，那這些習氣太重，所以一直在講說往生淨土吧！這世界太怎樣，太怎樣、太怎

樣，一直推推推，推向淨土，也是施設方便。你要懂得這是施設方便，那你可以的。你

要因為這樣去，要不然你在這裡很可憐，我唾棄你這個人笨，那你是是非心，自己是豺

狼虎豹。這樣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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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在講這些佛法，這些辦法的時候，是不是慈悲？可是有的人來摒棄所有的法

門，只講這個法門才是對，其實是是非，差異很大。自己會不會成佛？自己會不會去？

那是他的問題。我們既然懂得念佛法門，我們要知道，我們用什樣的角度念佛，那念佛

的這個過程，一去、二去、三去，往生淨土，你沒有那個資糧，沒有放下，沒有那樣子

的精進，在這種狀態之下，你是比對法。對不對？好，那我們念佛介紹到這裡。 

舉凡所有的一切眾生，十法界的眾生，都是安住於自己的本體。而在作用上，因為

眾生總是有彼此的互動交流，那呈現出來的，也就是十法界的眾生相，所以無非是體相

用。那在諸佛菩薩祂們已經證得清淨的真如，所以安住在清淨的本體上。那凡夫眾生呢？

就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清淨的佛性，所以在迷界。今天我們把這個體相用，帶入我們學佛

的眾弟子們，就可以一目了然。 

其實廣說，廣說念佛，是在指進入「佛」的狀態，而不是在講它過程的各種辦法跟

樣子。所以念佛一定涵蓋它本身有內涵，如果沒有這個內涵，那麼念佛只形同是某一種

樣子，嘴巴在唸些什麼東西，所以念佛事實上就是法門，那我們應該要把內容補足，進

入到那種狀態，這樣叫念佛。 

念佛法門其實只要是佛弟子，應該心都是與佛有所連繫的，所以是用嘴巴在唸？是

用心中的懸念，念念與佛的清淨相應？還是不透過意識，也不透過言語，而心中用無相

的，把佛的所有功德跟自己體性上的清淨，做一個完整的呼應而呈現出來，這些都是辦

法。所以事實上所有的佛弟子，與佛有沒有干係？一直連結著，有，事實上是都有。只

是凡夫斷斷續續或有或沒有，而修行人他就看他修行定課，自己在修為裡面是背塵合覺， 

就是有；背覺合塵，就在世間裡的世間相，那就是與佛遙遠了。 

所以這過程，念佛的法門能不能廣角讀它？相信大家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至於我

們來解釋，用體相用來解釋我們在念佛的時候，知道自己應該往哪個方向走，具足什麼

樣的內涵，而我們在念佛的時候，就是要補足這麼一大塊的距離。 

在體上，黑板裡，給同學做了簡單的比照圖。在諸佛，是不是證得清淨真如，佛性

全顯揚？所以是不是完整？智、德都是圓滿，最主要在用上面，我們眾生其實生命的展

現是在用，相狀只是它呈現出來的樣子。所以佛在度眾的用裡面，是提供了他受用，遍

一切，也就是在啟發我們。佛的慈悲，佛的願力遍一切。那自受用，佛的自受用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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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常寂光？相狀上看起來是不是示現成佛，以及在度眾。對不對？所以這個上面，佛就

不念佛，但佛自安住於佛，佛這個名號對佛自己本身來講，有跟無其實是一致的。 

那我們來看種性不同，念佛的時候，他是在做些什麼？他要念什麼東西？念佛，如

果說我們都懂，前面以法報化來解釋，這一次用體相用來跟各位做個切入的連結。我們

念佛是不是第一要先摸到自己的「法身」？是不是這樣？所以念佛裡面，會不會想要念

出自己的「佛性」跟「法身」？這個要補起來。任何念佛法門，並不需要你改變你的模

式，但需要你改變你的完整，補充那個內涵，態度是一致的，就是要進入那種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