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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5》 

             印可法師宣講          

淨土宗本宗特別以稱念佛名為主要修行法，藉由彌陀的本願，也是他力救助，期待

眾生能獲得生於西方極樂淨土，所以又稱念佛宗，這是這一宗的特色。這個淨土宗以《無

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這三經，以及《往生淨土論》為主，所以三經

一論。另外還有一些也是介紹念佛的，譬如《般舟三昧經》，那裡面沒有談到，也沒有

介紹彌陀淨土，沒有介紹那裡的莊嚴。其中只有強調依專念之法，我們就是專念，看你

是用什麼樣念佛，法身、報身、化身都沒有關係，專念之法，可以得見西方阿彌陀佛。

也就是說明三昧見佛的辦法，是不是也就三昧經？所以是不是要定？所以這個法門在使

用，就是為了要定。從世間而入定，再轉出世間而悟開，其實就是這樣。 

那念佛三昧介紹一下，念佛三昧，指以念佛為觀想內容之一種禪定，稱為念佛德、

或念佛名的三昧。是不是要稱名、觀想念佛、跟稱名念佛而進入三昧？所以在很多經典

都有說到三昧的相狀、功能等等等等，其實最後能入三昧，就叫念佛三昧。那佛呢？又

有三世，過去、現在、未來的佛，又有十方諸佛，而且有法、報、化三身之別，所以這

個念，是不是依眾生不同？這個念佛是不是依眾生不同？那不管你用什麼樣的辦法，最

後都是要入三昧。不管你是念過去的佛、現在的佛、未來的佛、十方所有的佛，當然都

是以阿彌陀佛為代表，那最後是不是都要入三昧？才能夠見佛。 

這個時候可能有的人就會有點擔心了，所以要介紹大家念佛法門，都是先指向，先

把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作為開始的主訴求，方便提到前面來，那你用這樣的進入，慢慢慢

慢提昇提昇，提昇提昇提昇，到最後你入念佛三昧，你自己證得，見佛性，跟佛一樣，

進入了這種狀況。進入了這種狀態，那之後一切就安然了。 

你會不會往生？你提起正念，我要去接受指導，臨終的時候知道自己身體已敗壞，

這是一個很簡單不難的事情，你知道身體已敗壞，知不知道？如果你自己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那你要提起另外一個正念，你有機會選擇，你要選擇什麼？現在你身體敗壞了， 

你要選擇什麼？你想選擇什麼？我要選擇再來作祖母，還是我要選擇，我要選擇去接受

佛的指導，這是一個選擇問題，我選擇再來跟你好好的愛戀一番，還是我要選擇自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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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這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明確的知道，我要選擇自在解脫、接受指導，就是這樣的一念，娑婆的一切， 

你就不會眷顧。你根本不用討厭它、喜歡它，因為你在臨終的時候，你就是在做，現在

有機會選擇，這樣而已。當下就是你要選擇什麼嘛！如果你的心沉迷在所謂的愛戀的這

一區，放不下的這一區，那是因為你沒有，你沒有抉擇好啊，你已經相信自己，當然基

礎上要信，你要相信佛是慈悲的，所有一切施設，我們都有機會，我們也有佛性，這個

是一定要的，之後就是一個擇定問題。這是一個擇定，那擇定之後，這根本不會再眷顧。 

你說因為很痛，因為真的很痛，就是因為很痛，你更要抉擇，痛完了你要去哪裡。

以後要死的時候，臨終的時候，我們在旁邊助念就先問你，你決定好你要幹麼？現在你

選擇的機會來了，你決定你要做什麼事？你決定怎麼樣，決定好了嗎？很痛，對不對？

這個痛終究是生滅法嘛！痛完之後你決定怎麼樣？你說我決定再來愛你一次，尊重你的

抉擇。你有沒有另外一種抉擇呢？如果他抉擇我不要再這麼痛，我要抉擇接受佛的指

導，那好吧！你去！這樣，乾脆一點。是不是？是一個抉擇問題。信心，是你一定要相

信，之後就是抉擇，抉擇是自己的問題。 

這個念佛，念阿彌陀佛而往生極樂有十種心，無損害心、無逼惱心、樂守護心、無

執著心、起淨意心、無忘失心、無下劣心、生決定心、無雜染心、起隨念心。所以你真

正要念佛的人所說的這十種心，其實都是清淨的，這個是要念佛十種心。 

這佛在《大寶積經》卷九十二裡面講的，說念佛是要具備這種心，不是具備我討厭

心、我恨心、我割捨不下的痛苦心，都不是，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正確的把這塊補足？你

應該提起正念，啊！原來要我無損害、無逼惱，那我要樂守護，樂守護正法，無執著、

起淨意，清淨的，清淨，離世間雜染之法。對不對？那這些十種心補足起來，你在念佛

的時候就知道念什麼。 

《往生要集》裡面，大德有把這個念佛，看我們念佛的形態他有介紹。他說念佛有

分「尋常念佛」（就是日常念佛）、「別時念佛」（就是特定的時間跟場所念佛），就像我

們共修，第三種是臨終念佛，臨命終時等待佛陀來迎接的念佛。總之總說，念佛的真實

意，是在由口唸佛，而進入「心」念佛，念念不妄，然後雜染心不見了，清淨現前了。

所以這個念是進入清淨佛當中，也就是念念成佛。定義要先知道，你念佛，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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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就是覺，就是清淨，就是法身，就是解脫，也就是自性。這樣念佛有沒有深具意義？

所以念佛法門跟三昧的關係現在清楚了。 

念佛法門給予苦厄的眾生無限的希望，其實大家注意看，很多人老了都在幹麼？沒

修行的人，老了都在做什麼？有人回答很好，打混。沒有學佛的人，他老了都在幹麼？

擔心病苦，擔心兒孫，擔心死了要去哪裡。如果他今天有念佛法門的人，這些人呢？這

些煩惱不是重點了，他的重點指向我有一個西方極樂淨土可以去，我這裡要待多久，不

重要了。所以這個念佛法門對於這些，還沒有修行的老人家，有沒有極大的安定跟撫慰

的功能？有沒有？有啊！怎麼還可以罵這些老人家說「你空殼佛」？他如果沒念佛，這

時候只會念他的孫子，還念煩惱，還念病苦，那不是很可憐？對不對？他還沒懂，我們

要幫助他懂，這不是念佛法門的錯，是指責的人不慈悲。對不對？知道意思？ 

那念佛法門讓這些生命臨命終，那種對於死亡的幻想、恐怖心能夠遠離，因為沒有

人可以告訴你死亡之後會怎樣，只知道有輪迴，如果豬狗禽獸要怎麼辦？如果死了就沒

有的時候，就又恐怖自己就消殞，消失於無形。所以是不是遠離？對於這些苦厄眾生，

是不是給予很大很大的希望？然後因為他知道造作太多了，要具足啊！具備某些福德資

糧，所以會停止造作罪業。有沒有？有。所以念佛法門多殊勝！ 

你要看這些功能，這些功能，就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就非常的有作用。你如果看到

伯母在念，伯父在念，念念念，你說愚夫愚婦。沒念更愚癡。念進入之後，他心靜下來

啊，再補給他聽經聞法，再補一些道理給他，是不是就可以納受？是不是最後那一段時

間可以進入改造期？所以這種眾生念佛有什麼不好？總比每天跟你說，我這裡痛那裡

痛，對不對？每天在煩惱的跟自己牽扯到的所有一切，是不是來得好？有什麼不好？不

要不夠慈悲。 

佛是慈悲，什麼方法都施設給眾生。祂告訴你，善法行善，以後會升天，你以後會

有好報，幫助人家，以後你會得果報，人家會來還報你。這些是不是也是實相？那也是

方便善巧，也是因果論，因為眾生還離不開因果輪迴的狀態之下，這些是不是都是周邊

的辦法？所以佛是不漏失一個眾生的。是不是周邊的辦法？念佛法門有沒有周邊的這種

作用？有。那中心的作用有沒有？有啊！中心的作用我們介紹那麼久，是不是各種根器

帶引？內容是不是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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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大乘種性來講，你念佛法門，解方面，佛之定義、功德、佛性、經論的探索。

行門裡面呢？從念佛裡面知道，菩薩行、自性開發，比對跟學習。有煩惱的時候，還沒

證悟的凡夫，雖然大乘種性，還沒證悟的凡夫菩薩，當有煩惱的時候，念佛、念著佛的

功德、清淨法身，所以讓自己的煩惱相能轉為菩提心，轉這個煩惱的現場為清淨的覺行

圓滿的契機。所以有沒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內涵跟作用？有啊！ 

對於二乘種性，他解方面，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種性，去選擇自己的經，他會選

擇有寂滅解脫之境界可得的這種經典。他的行呢？捨世間的緣，要入寂滅；中間的念佛，

念什麼？念能夠寂然自在。 

以凡夫來講，世尊講淨土穢土的差異，讓眾生看到自己身心苦厄的現況，告訴你可

以離苦得樂，可以離苦得樂。這個離什麼苦、得什麼樂，就看每個眾生自己解釋的苦跟

樂，這沒有辦法去統一規定。有的人在想要離色身的苦，有的人要離所有的煩惱，這種

無明之苦，所以這個苦是不是每個定義不同？樂，哪一種樂？有的是說我沒有肉體的痛

苦，這種趣向精神的享樂。明天約一約，大家一起去溪頭、阿里山，是不是很樂？環境

很好，去到那裡不用管上班，臺中的空氣，臺北的街道，是不是真的比較樂？這種是相

對論的樂。 

那真正懂這個樂，也因為各眾生不同，不一樣的內容，而定義樂的內容不同。那真

正的離苦得樂，哪一種樂是佛的常樂我淨的樂？所以開始不懂，會慢慢去想懂，所以它

的帶引是不是次第有差？那行上面呢？眾生在開始納受這個法門的概念，是不是要就是

引進跟三寶結構起來，跟法結構起來，跟佛、法、跟僧結構起來？是不是這樣？所以他

最後趣向要念佛求生淨土，這個地方的求生，也是一個定義問題。有的人是當下證悟就

叫生，是不是輪迴死、法身生？是不是往生？是不是輪迴死、法身生？是不是往生？淨

土是不是淨土現前，是不是求生淨土？ 

那你如果，好，你死亡之後，你可以抉擇的時候，是不是就是一個往生淨土？另外

是一個實質上的，不是在講這個法身上面的往生，是不是也是往生淨土？所以凡夫也會

因為他的需求跟解釋不同而不同。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比較清淨的去看？ 

那這一部經裡面，《六祖壇經》裡面，當然它講到單純的在討論往生，具體的這個

往生的動作、可能性，惠能大師他並不是否認念佛法。他說如果你只是這樣要往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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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要把自己有些身口意的東西，有時間要打理打理。是不是要打理好，才具足福德因

緣？他並不是說不要念佛。是不是要打理好？  

還有一些特殊案例，我們來看，有些特殊案例，有的人他得了絕症，得了絕症，他

聽說有個淨土法門，那他會去觀察他自己，我被醫生宣告了，我只剩下某一特定的時間

在世間，世間的所有一切都經歷了，然後聽聞這個念佛法門有西方極樂淨土可去，相信。

還有一些古德，一些證明，產生絕對信心，這個身體已經經歷了這麼多這麼多的苦痛，

這麼多經驗，疾病的經驗，精神折磨的經驗，生命危脆，肉體危脆，在地上滾個幾圈，

等一下就皮就破了，骨折、筋扭；從高處摔下來，還不講粉身碎骨，大概也不成，不能

正常運作。所以對於現在疾病的這個身，放下世緣，捨身。那我不在這上面追求，用單

純的心去念，這是不是屬定的修持？是不是就是定的修持？那深感這個生命的不自主，

那也不是斷滅，這樣很老實的一直念一直念，是不是最後還是可以摸到那個自己的佛

性？所以有很多特殊的案例都是這樣，於是慢慢展現出每個人都有的清淨佛性，每個人

都有的能力，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就在他這個契機之下，而慢慢開衍出來，有沒

有？有。 

有的說，唉喲！痛得要死還要念，還念得出來嗎？真的有西方淨土嗎？真的有佛祖

嗎？不然祂也來讓我們看一下，先幫我證明一下，我才要買票。怎麼講給你聽，你也不

相信。對不對？不信的人，本來就很難相信，多疑的個性，人就是多疑，推翻。不信任

自己，就不可能信任別人。所以這種特殊案例，放下世緣，捨身，不再顛倒，一心單純，

單純老實的念佛，他的定進入之後，真的能夠改變，真的能改變。 

那他的心裡面，我們是沒有去探討它，這整個一定有變化。相不相信？現在我們來

約定，兩週內我們都不歇息的念佛，你一定會發現變化，那就打兩個佛七了。會不會發

生變化？會，真的會發生變化，不相信你就試一次嘛，就會知道真的。可是很多人根本

都還沒有接受訊息，就在問是真的嗎？我才不相信。眾生難度是因為自己，都是因為自

己有這個叛逆個性，這樣。 

那淨土宗的宗義它在講，行者修淨土法門的人，以心行業為內因，也就是以你心的

內容，你心能夠進入到什麼樣的狀況，這樣是內因。是不是有佛性、有清淨、有智慧、

可證得？這個東西為內因。外呢？以彌陀的願力為外緣。因為彌陀是不是有這個願力要

度化我們？因為我們跟祂是一樣的，內外相應，所以能往生極樂國土。所以往生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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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眾生的心行業。同學，你有沒有具足這個心行業？有沒有？沒有，不好意思，到時

候會搖擺，會搖擺。 

所以凡欲往生淨土，有的講到要發菩提心，那就是你的心行業，那就是你的心行業。

其次要發厭離心、欣求心。厭離，就是你抉擇，抉擇你輪迴，你有意願要離開；欣求心， 

就想接受佛的直接指導。我們這樣解釋是不是比較容易瞭解？對不對？然後再發赤誠

心、深心跟迴向發願心。所以淨土宗的宗義，它就講得這麼明白。 

真正你學佛，這宗義是不是合併一致的？其實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所以我們

在看任何的法門，其實它都涵蓋這一些。法門都是使用過程，凡夫需要法門，諸佛是要

安住於清淨當中。菩薩呢？藉由法門而進入，然後凡夫是藉由法門而轉。凡夫是不是藉

由法門而轉？菩薩是藉由法門而進入，那這個法門就拋掉了，入了之後，這法門是不是

拋了？這樣瞭解嗎？那凡夫一定要咬著法門，因為要轉嘛，你要轉不過去，是不是要加

碼？是不是要加行？所以凡夫在這上面一定要，一定要用功，這是各個層次不同。那你

進入之後，是心、心所，法門就知道它是個路徑，這樣。接下來是六祖惠能大師，讓現

場的大眾都瞭解，如何能夠契入西方極樂淨土。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

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這一段使君就講這個韋刺史，他說，大家只要是瞭解，行得十善，前面解釋過身口

意的十善，所以不再講，講過十惡，它的比對就知道十善是什麼。所以你只要能行得十

善，何須更要要求，要往生到哪裡去？如果你不斷十惡的心，你這個心都是在造作當中，

「何佛即來迎請？」哪尊佛會來接引你？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如果是領悟了無生無滅的頓教之法，要到西

方就只在剎那之間。「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如果你不領悟頓教法，只單想

要念佛求生，就求生到西方淨土，那麼路途真的很遙遠，如何能夠到達呢？ 

這個地方的十善十惡，就比對到十萬八千，上次的課有講到身中有十惡八邪，所以

如果我們念念當中能夠清淨，不是講有漏的善法而已，能夠無漏的清淨，那是不是就跟

佛相近了？這個解釋是這樣的。接下來的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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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 

  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這一段就是一個現場，現場呢？惠能大師自己講，他說，惠能現在跟在座的諸善知

識，大家一起說明白，我呢？將西方引到現場中，讓大眾這個時候可以明白，看得見。

那這個見呢？意思是契悟的意思，並不是像我們現在有 DVD 跟所謂視訊，把西方照一

個相片，拿來這裡播放。不是！他目前便見，是契悟，契悟進去，不是肉體能看到環境

心外之物，而是在講佛性裡面的契入。因為這裡都在講自性，頓悟法門，「各願見否？」

各位有沒有意願要看一看呢？ 

這個時候大眾就起身，向六祖惠能大師頂禮而表白，就說：「若此處見，何須更願

往生？」如果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西方淨土，那麼就不需要想要再求往生。願和尚慈

悲啊！祈請和尚您慈悲，就將西方顯現在目前，讓我們可以看得見。這個時候惠能大師

就開始要解釋，我們如何去看到淨土。所以這裡面的淨土，是不是不是講相別的有相的

淨土？那我們接下來瞭解下面一段經文。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

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求。」 

這個是在講法身。六祖惠能大師回答，大眾！是人自己的這個身，也就是一個城池，

這是一個譬喻；眼耳鼻舌是對外的五個門，是不是眼耳鼻舌是對外的五個門？那這個城

外有這個五個門，裡面眼耳鼻舌跟外界現況物質界，交流出來，是不是會有個答案？是

不是把這個資料往內送？內有一個意門，是送到中央處理，這個資訊進來了，這個叫意

門。 

所謂的心呢？也就是這塊土地，自性就是國王，就這塊土地它的功能。這個覺性是

不是就是功能？這個作用，這個就是國王。「王居心地上」，國王就居住在這一塊心的土

地上面。同學，我們的佛性是不是藉由我們這所有一切來展現？我們的覺性是不是藉由

一切來展現？所以「性在，王在」，如果自性在，也就是國王就存在。「性去，王無 」，

如果自性離開了，也就是沒有國王坐鎮江山。覺性在，是不是你這個王就在？你這個人

就在，意思是這樣。如果自性離開了，你這個覺性不見了，離開了，那等於什麼？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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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肉。是不是？就這樣。 

「性在，身心存」，自性，這是覺性在的話，身心是不是就是存活著？「性去，身

壞」，覺性也講自性，如果離去，身心也就壞滅。「佛向性中作」，如果要作佛，就是要

從自性裡去開發，也就是覺性中，去把覺性顯揚出來，「莫向身外求」，而不要一昧的想 

趣向身外的一切物質去尋求，這個是引言。這是不是提攜我們去瞭解，所有的佛性是不

是就在自身？要作佛，是不是要自己作佛？ 

今天如果說作佛不是要作相上的佛，那這樣大家明天把這個佛像看清楚一點，剃一

剃頭，然後來學著披上這個袈裟，學著拿個鉢，這樣就是佛。對不起！沒內涵。對不對？

覺性不顯揚，那是相上的，假的。就像上次我們不是讀到公案，丹霞禪師，就把木刻的

佛，木刻的佛像拿去燒。有沒有？問他說，你為什麼燒了這我的佛？他說我要燒它取舍

利。是不是？那如果我們以為，裝扮這樣子就是佛，那只是塊肉。對不對？那這讓大家

知道，佛性講的是覺性，講的是法身。那下一段經文。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

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

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

浪滅；毒害除，魚龍絕。」 

那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他解釋，如果我們這個自性迷昧，那麼就是眾生。上課這麼

久應該知道吧？覺，就是迷跟悟其實都在眾生當下一念間，很清楚、不躁動、實相、智

慧、明白是佛；迷，迷昧不清楚就是眾生。所以如果清淨的自性，覺悟一切，也就是佛。 

大慈大悲，憫眾生的慈悲發展出來，也就是觀音，所以觀音代表他受用，心地的慈

悲。你難道會這樣，自己享受自己的慈悲，唉喲！我有夠慈悲，我這時候都是想到別人，

這樣。這樣叫做慈悲嗎？這自讚毀他，這想像空間太大了。真正的慈悲是什麼？是不是

他受用？慈，是不是憫眾生？拔苦與樂，感同身受，是不是叫慈悲？所以觀音菩薩代表

他受用。「喜捨，名為勢至。」自心的清淨、大喜，是不是法喜安住？能夠大捨，對於

這一切無執著，是不是達到最飽滿？法的圓滿，內心的清淨，名為勢至，代表著自受用，

就是大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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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3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能淨，即釋迦。」能夠自心一切都清淨，就是釋迦。釋迦牟尼佛翻譯出來，就是

能仁寂滅。「平直，即彌陀。」一切平正端直，即是彌陀，所以彌陀代表理體，就講這

清淨的法身。這是不是解釋完了？那我們可以瞭解嗎？自性彌陀呈現的是什麼？所有自

己的內容，自受用境界，就是勢至；展現於眾生，度化眾生，也就是觀音。 

「人我，是須彌。」如果處在有人我是非對立的當中，一直在較量分別，也就是自

己創造了一座須彌山，所以我們的世界觀就是這樣來的。人我的對立，是不是他站在高

高的那一山，你站在高高的這一山？這是一個知見對立。「貪欲，是海水。」心中如果

有貪欲呢？也就是造了大海，大海因為眾生的這種貪欲，所以就結構了。 

「煩惱，是波浪。」煩惱是擾亂心神，一絲絲的煩惱，就讓你的心在晃。是不是這

樣？有沒有人說，啊！這個煩惱讓我好愉快，會有人這樣嗎？煩惱是不是就好像無法穩

定，心在浮動，是不是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若有害人的惡念惡心，也就是製

造了惡龍。這環境裡面有一些善惡善惡會傷害你的，或是有些這個不好的景象，是不是

就是自己變現的？你是這樣的，就會這樣。 

這舉個例，話說，這是在經論裡面有個記載，很恐怖喔！說有一個修行人、出家人，

同門有師兄弟，大家都會談論佛法。其中有個師兄弟就解釋佛法，然後跟大家分享。那

這個特殊的這個人，他心中就嫉妒，他那個瞋恨嫉妒心非常非常之強烈，他就每次就嫉

妒，他為什麼年紀比我輕，說法又說得那麼圓融，為什麼大家都願意聽他的，可是我年

長，戒臘高或身分高，他就是一直不平，就是會嫉妒，他嫉妒的時候，頭就很痛很痛很

痛。 

有一天這個師兄弟跟大家又在講說佛法，說佛法，介紹給大眾。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讚歎他，可是唯獨他這個人非常的痛苦，因為他嫉妒心起來，他覺得不行，可是他身邊 

還是有跟他交好的。人都是這樣，愛嫉妒的人，他也有他嫉妒的朋友，互相在批評別人，

狐群狗黨。他就跟他交好的這幾個師兄弟講說，喔！我很難過，我非常難過，我要離開，

你們跟我來，一起去一個樹林子那邊，喘息一下，喘息一下。 

然後大家就一起跟他走，他就說，喔！他就一直抱怨，一直嫉妒，就把那個同門的

師兄弟的所有的好都汙衊，然後自己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很嫉妒。然後他嫉妒到不

行，他跟大家講說，你們走開，你們先走開，我不行了，我頭要爆了，我頭要爆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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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大家離開。 

大家想說，好吧！讓你冷靜冷靜，於是大家就走遠一點，這個時候他整個人就靠到

這個樹，靠到這個樹上，然後剎那之間，哇！很痛苦，那個嫉妒，讓他受不了的受不了，

頭很痛很痛，於是頭就轉變成一顆蛇的頭，變成那個蛇的頭。因為他果報，然後他整個

人癱在這樹上，於是身體所有就蛻變，就變變變，變麟片，變成一條很大一條大蛇。這

師兄弟看到，回頭一看，哇！這瞋恨的果報，真的是惡龍。 

於是他變了蛇之後，很多，因為他是一條大蛇，這森林中的很多小蛇，就往這邊集

中，擁護他。你的瞋恨真的比我們還大，比我們大條。惡龍啊！擁護他。於是他就跟著

這些蛇，到蛇窩去了，蛇穴去了。經典裡記載的，很恐怖！愛嫉妒的人，實在可憐，那

內心怎麼平衡呢？自我煎熬啊！這瞋恨，這毒害是惡龍。 

「虛妄，是鬼神。」只要是虛妄、驕狂、內心不實在，然後常常會有很多虛妄的言

詞去蠱惑他人，這個就創造了有鬼神界。「塵勞，是魚鱉。」在一切煩惱妄念勞苦當中，

就形成了有魚鱉，水裡的動物。基礎上是不是在貪欲當中？所以這魚鱉，是不是入到欲

海中？貪欲，貪欲不是成就了海水嗎？是不是大海？對不對？他前面講貪欲。 

接下來他說，「貪瞋，是地獄。」如果是困於貪欲，又發展出進一步的瞋恚的這種

人，也就是有了地獄。我們在經論裡面講：「貪欲入餓鬼，瞋恚入地獄」。「愚癡，是畜

生。」愚昧癡狂的狀態，其實就是畜生。 

善知識！這時候六祖惠能大師講，常行十善的話，天堂便會到來，因為沒有一次就

可以了，你的果報就如同在天界安處一樣。「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如果

除卻人我的對立分別，須彌山就自然倒塌，不再存在；如果除去了貪欲，那麼海水自然

就枯竭。如果沒有了煩惱，也就不再有波浪，波浪是不是滅了？所以有的人說寧靜海， 

有沒有？是不是心中心湖一片寧靜？這是一種譬喻。 

「毒害除，魚龍絕」。如果消除了這種惡的、害他人的這種心念，自然也就是海水

裡沒有魚跟龍，這些就會斷絕。所以我們的世界是不是每個人相應、感應而現前的？同

學！各個人有沒有想到自己哪個地方比較差勁，這裡面有這麼多選擇題，來勾勾選選，

跟自己配對一下，連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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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對立，這個人孤單，站在高高的山上，須彌山。對不對？貪欲的人永遠不滿足，

好大一片連綿無絕期的水，淹沒了自己，在裡面有煩惱相狀。剛剛講毒害的那個故事，

那個毒龍的故事，很恐怖。 

有沒有人睡一睡，睡一睡，然後就覺得夢中自己成為另外一種動物？有沒有人這樣

過？有沒有人這樣過？我聽過，聽過。聽過說好生氣好生氣，然後睡覺的時候，他就很

生氣很生氣，然後變成一隻會飛的，什麼的大鵬鳥，什麼那種，就是要去尋找他的仇人，

要尋找他的仇人，老鷹捉小雞。還夢中都有這樣的欲求。你說他往生時候呢？很自然投

生那種去滿足他的，這個翅膀好大，飛得好遠，爪子好利，嘴好尖，眼睛很銳利。可不

可能？可能。睡中都已經讓自己現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