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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6》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我們要瞭解的是，這就是六祖惠能大師為大眾來解說，我們所產生的世界，

就是因為我們心意識的造作。那西方在哪裡呢？就在自己的清淨自心當中。 

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如果我們可以看到自心的這一塊土地

上，發覺自己覺性的作用，那麼就可以證悟自性清淨的如來。其實我們就是因為有一些

雜染，被煩惱所纏縛，所以叫在纏如來。如果已經沒有三毒貪瞋癡，沒有無明妄習，那

麼就是證得清淨如來。所以諸佛如來叫出纏如來。如果我們能夠自心的這塊土地上可覺

悟的話，那麼就是清淨的如來。智慧現前，就能夠放大光明，它對外的作用呢？對外的

作用，可以照得我們對外的門戶，眼耳鼻舌身這五個門戶之外，還有這個心，這個意識，

能夠很清楚。所以對外的作用，靈明覺性如如不動，可以了了常知，圓明寂照，所以六

根清淨，在一切時中都可以自然光明的這個大機大用，這個就是自性外照的功能。 

清淨能破六欲諸天。如果我們自心清淨的話，就不會有欲望，也就是內無六欲的境

界。我們眼耳鼻舌身意，對這個色聲香味觸法，產生所有的欲望。當我們人的內心有這

個六種欲望，也就是相應到我們會有六欲天。在外面呢？就有六欲的境界，那在三界二

十五有當中，就會有各各不同不同，你內心反應相應而成就的世界，就是每個人所謂輪

迴路上自己走到哪裡去，其實都是自己所造作的。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如果我們現前的一念，一念起的時候，這個清淨的自性，這

個覺性發生作用。而對內呢？能夠懂得檢討反省自己，這個就是內照的功夫。這個內照

的功夫，起心動念之間，自然就不會揚起貪瞋癡，你不會無明躁動，這個時候三毒就除

了。所以自性，就是這個 覺性的作用產生的時候，那好辦了，裡外都是清淨的。 

你如果起心動念現前一念，然後發現，嗯！我有貪念、我有瞋恚，我內心有一種情

感的素質喔！等等這些，不要馬上躁動，不要開口，也不要馬上去行為它，你就等一下，

你就先把這個情緒，這種情緒調伏下來。不對，讓自己放平靜，客觀的、完整的讓根跟

塵相對，但是不加以主觀意識去解讀它，然後用最寧靜的心看著這些，馬上，馬上就能

清楚，原來實相是什麼。那這個就是由自性內照的功夫，延伸到自性外照，山河大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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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切的境。這裡面如果你不勾結起來，自己內心主觀的意識，這個時候就是清淨，安

住清淨當中。如果自心能清淨，那麼身口意不造作。 

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地獄種種這些罪業，一時之間就銷殞滅失，你根本就不會再

造了。所以人就在起心動念當中，如果你抓得好，這個自性，自性清淨這個抓得好，所

有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身口意上面也就不會滾動。人就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要標榜自己，要看到自己所謂想要不想要的東西，所以言行舉止其實都在表態，自己內

心的狀況。如果你沒有這些內心的欲望，那麼對外的身口意自然皎潔，就不會有那些衝

突。 

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一時之間裡裡外外，我們的內心跟外境上面都明亮透徹，所

處的地方呢？跟西方淨土就沒有差別。 

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如果我們不好好的在自心這個地方，自性的開發這個上面去

用功，沒有做必要的修持，而只一昧的想要尋求有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到達西方。那怎麼

可能呢？如果你的心是一個壞心腸，那現在想著想著，都是想著自己的欲望，這個時候

你說，阿彌陀佛祢來接引我到西方，我想要那裡的黃金為地。這可能嗎？那也是欲望的

一種。 

如果你的身心是清淨，那在這裡面呢？與佛相應，這個我們已經從好幾堂課以前就

延伸過來。那每個念念念念，安住在清淨當中，念念相繼，那這一個念呢？也就是清淨

的正念，也就是佛性，也就是覺性，當然就是與佛相應，自然能達到你該去的境界，你

的願力所在，而不是被業力所牽引。 

那六祖惠能大師為大眾說西方的境界，原來就在自心的修為中。那當然上次我們也

提到，當每個人在生命段生結束之前，瀕臨死亡的時候，是你抉擇的時候，看你抉擇你

要如何，你要做些什麼事。那如果你還是在自己的欲望，在自己這些雜思雜想的煩惱相

狀中，等於你跟世間的這些事情糾葛，跟是非糾葛在一起，這種狀態，你當然在是非的

滾動裡面，就看你的習氣怎麼個重法，你就到你相應的這個界別。這是不需要很多哲思

才能懂的道理，就很簡單的，這一定相應的嘛！ 

你這個人一天到晚都攻擊別人，心中很愛生氣，什麼事都看不習慣，一天到晚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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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好，你說等到你要往生的時候，依然溺在這種情境，這種情緒當中，氣得要死，討

厭得要死，你們這些人都怎麼樣。那這種狀態，你一定會進入到一個很苦厄，很苦厄的

狀態，因為它是持續性的，你心情如何，那就是那種種性。 

那你的身體又會遭遇到，我們身體這四大分解的時候，一些不適應的情形，很辛苦

的，會痛的。對不對？情感上呢？會有傷懷，肉體上會有分解的痛楚，這個時候所有累

積起來，你就陷在裡面就處理不完了。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保持自己清淨的覺性，有自

己的願力，在這些世間的這些事情上面，不會有這些紛擾的煩惱習氣，想要掌握的東西。

對於身體上面呢？要看淡，平常就得知道，這身體，這是一個四大地水火風組合的因緣

法。對不對？ 

那有願力，我要去佛學院，我有願力，那我安住。如果我有願力要度化眾生，要當

個菩薩，那你要相當相當的有這樣的安全的資糧，自性上面能夠安住，這個不是說沒有。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機會去進修的時候，我進修再來，其實是不錯的。是不是？所以如果

你不好好修行的話，如何到得了西方？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

解。」這個時候與會的大眾都聽聞到六祖惠能大師所說的這一番話，都清楚明白，也能

夠發現自身的清淨自性確實是如此。所以全體呢？悉皆向大師禮拜，那一起同時都讚歎

說，唉呀！實在是太好太好了！並且唱言道：「普願法界所有的眾生，若能夠聽聞這一

番話之後，也能夠在一時之間體悟瞭解。」就是希望大家，與會好多人，當時有講，與

會有一千多人，然後大家聽了，那回去再轉述。希望若有見聞者，有形、無形的，都能

夠一時悟解，就是體悟瞭解我們有清淨的佛性，那我們應該要好好安住在自己的清淨覺

性當中。 

這覺與不覺，其實也在自己要練習。我們凡夫煩惱習慣了，什麼事情，馬上自己的

意見就出來，其實那是無明。不明白的時候，加以揣測、解釋自己的道理。如果能夠這

個逆觀，我們要知道我這麼多想法，這都一時的自己的以為，那我不應該在這上面，馬

上有這麼的多意見，所以讓自己安住，安住，讓這些事情慢慢的發展而看明白，你就會

發現在這裡面是自由自在，而一切了然於心的。這個要透過很多佛法的練習，很多辦法，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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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

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這個時候惠能大師又補述，他說，善知識！如果你真的想要修行的話，那你的環境 

你的因緣是在家人，那麼就好好的在每一刻都知道要如何修持，這樣子在家人也是可得

悟的，不一定是一定要住到寺裡去才能夠修。 

其實這裡有一個重點，在家人跟出家人都一定是都可以修的，差異是有沒有出離

心。為什麼需要出家？其實基本上是環境。你環境呢？你出離了你世俗的家，因為世俗

的家總是有很多情感的纏縛的對象，以及你作務上面的一些主題，所以讓你不容易抽

離。所以出家就是為了抽離，就是出離你這個環境裡面，這麼多不自主的這些因素，所

以它是環境不同。在家出家比對，我們之前有講過，在環境上的不同，負責的內容又不

同。 

在家呢？你再好命，你都還有一個身分，你一定會有一個身分的名稱給你用，要不

就是女眾，要不就是媽媽，要不就是女兒。是不是？要不就妻子。男眾也一定有一個身

分讓你用，要不就是父， 要不就是子，要不就夫，能逃得了一個名分給你用嗎？不可

能。所以你一定有你負責的內容，既有名號，即有其責任那一塊。對不對？ 

所以在家跟出家的不同，是環境你出離，如果你在家人能出離，有出離心，有出離

心，那好辦，你在家當然能修。如果你跟世間的這些，不能夠很冷靜的，不黏縛的出離

心，出離心不是棄離，棄離是我討厭、背向它；出離是我能納受、接受、處理它，但不

期待，你沒有那個黏縛，所以負責的內容不同。你在家的話，總是要為家庭的生計，活

下去大家共同的環境等等這些來處理。出家的話他負責的內容，是和合一起，一起。那

你三百個人一起在一個僧團裡面，也是一樣他輪值，那這個執事，有大寮、有這個清潔、

環境的維護等等這些作務也有，但是是分配的，是均勻的。 

在家的話你一個人，你每天要煮飯、要洗衣、要買菜、要打掃，當然也可以分配，

但是在家常常是分配比較不均，我們當然知道，在家人它會比較集中在某一特殊的人身

上。是不是每一樣事情都要？你煮飯煮三個人吃，其實也是一鍋，你煮三十個人吃，其

實也是一鍋，這個是負責的內容不同。出家負責的內容是大眾共享，那這裡面就不會有

太多個人的意見，因為都是一個共享制度。那出離的差異、情形，現況的差異，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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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最主要為什麼有出家跟在家的分別。那當然很多經論裡面在講出家的殊勝，在家

的環境上面的不自由，相信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如果會修，如果會修，那麼在家也是能得成就的。所以他說：「在家能行，如東

方人心善」，就好比是住在東方的人，其心是善良的。在寺如果不修行的話，縱使你出

家，只是換了衣裳，所以就好比是住在西方的人，其心為惡，那是不可能修證的。 

所以「但心清淨」，只要是心中懂得如何讓自己的清淨現前，也就是安住於自性當

中，也就是在西方的意思。所以這個西方代表的是一個自在解脫，自性彌陀，看到自性

覺性。同學！相信在座的都是在家人，對於在家，在十年前你對在家的感覺，跟十年後

的現在對於身為一個在家居士的感覺一致嗎？一樣嗎？不一樣。這個說不一樣，會回答

不一樣的人，一定有法。對不對？你一定看得懂某一些，原來糾葛的部分，是由於自心

的事情，這個意識。那你為什麼會不一樣？一定內心來解讀價值不一樣，你生命要的方

向不一樣了，你不再沉溺於過去的那些世俗的生活中，所以才會不一樣。 

那有的人要回答「一樣苦」，苦苦苦苦苦，每天都在喝苦茶，這個一定是沒有法。

你沒有佛法，你就沒有辦法，你就一定還是苦。固然他可能還是有一些生活的壓力，苦

的相狀，人也會生病，你不要以為出家就不生病，那個是你走到哪裡，你只要有業障，

你有四大，都會有的。也不是說出了家之後，就不用喝水，也不用吃飯，也是一定要的，

這些都一致，心境不同。那如果你懂了那不同，那個內心的體會，就次第次第次第的，

跟佛法愈來愈靠近。接下來就是要開始後面一個無相頌的提問。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師言：「 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俢，剃髮出

家，於道何益？」 

這個時候韋刺史他又再追著問，大師！在家人那如何修行？你告訴我們心地法門， 

你已經告訴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覺性，這個我知道，可是次第上總要給我一些標竿，

要給我一個比較明確的指導，請大師開示來指導我們。這個時候惠能大師他就回答：「吾

與大眾說無相頌」，來！我來為大家說個無相頌，這是一個基礎的幾個重點，大家只要

依著這樣來修持，「常與吾同處無別」，也就是常常的跟我同在一處沒有兩樣，因為我教

導的還是就是這個樣子，在家、出家、在寺裡教導弟子們，也是用這個準則。你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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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用這個準則，在自己生命的現場裡面好好修行，那就沒有什麼兩樣。那如果不依此

而修行的話，即便是剃髮出了家，現了出家相，但不用功，「於道何益？」對於成就道

業，也沒有什麼幫助的了。重點是在修行，真的實修，不在外相上，至於說在家出家，

其實這個是基礎講，在講我們的體。 

上次我們不是有畫一個這個體相用裡面的體？對於體這個上面，你在家出家都一

致，都一致。那對於我們開發之後，譬如說，體相用我開發，清淨覺性現前，看得到自

己的真如，真如理體安住之後，在家出家就有差了，這個就有差。 

在相上面呢？ 這個三寶，出家它是三寶的代表，是僧寶，然後可以說法度眾。那

在家呢？並不是說沒有說法度眾的事，但畢竟比較少。先講在家出家，如果你不修行的

話，這個真如理體都摸不到，那出家你不修也是沒有用的，這個重點大家知道。這個時

候六祖惠能大師，就跟大家講了這個無相頌。 

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那我們先讀第一個四句，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如果我們內心

能夠平等視一切，那麼就不需要再強調我要持什麼的戒。這個要解釋清楚，這常常讓很

多很邪慢的人說：「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有時候大魔王也拿這兩句來支

持自己。這個地方的心平，內心能夠平等視一切，其實就是持自性戒。以佛性為戒體，

也就是我們清淨的佛性平等，正等正覺，又叫做本性戒。那以佛性為戒體，這個戒體不

用任何人來告訴我們什麼事，它本身就是安住在什麼？覺，清淨的覺，覺一切，平等視

眾生，然後覺他，所以會饒益眾生。如十善戒，就是菩薩的自性修行戒，十善戒。 

我們十惡，是不是身三、口四、還有意三。那身三、口四、意三，另外一個圓滿的

就是十善。所以要內心平等，哪那麼容易？如果真的內心能平等視一切，何勞持戒？根

本就不用談持戒，他就是安住在清淨真如，即如佛。對不對？ 

要談到這個心平，《楞嚴經》裡面有講，持地菩薩，要介紹這個持地菩薩。這個持

地菩薩，他在普光如來出現世間的時候，他是一個比丘，然後他發願，他做好多事，他

只要路上有坎坷、凹洞不平，他就會去填補。他很多有人需要的時候，這不管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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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他就去把這個地都整平，讓所有的車、人、畜生，所有一切好走，所以他叫持地

菩薩。他一直做做做，做很久，平填一切要路津口。要路就是要道，然後車、船轉折的

地方，然後一直持續修行，一直到毘舍浮佛，毘舍浮如來，毘舍如來，有時候那個浮沒

有講出來，就毘舍如來。到毘舍如來出現世間的時候，他還是持續他的悲願。 

那個時候他又發心，他又發心，因為他很勇猛有力，發心只要人家需要他的地方，

他就發心去幫人家負重力，負力，去幫人家扛東西，幫人家度過難關，幫助人家。這個

時候毘舍如來看到這個持地菩薩，這樣的發心為大眾，那個時候，他就是幫助人家拖東

西，有時候還揹人，負人這樣子。毘舍如來就跟他摩頂，然後就跟他講：「當平心地，

則世界地一切皆平。」你在看所有一切的時候，看一切，你是不是想要把地都弄整？高

山、漥地等等這些，你都要把它整，讓大家能夠平靜一如，那你也平等對這些。你要平

心地，你要由外相而達到內部的理，體性上你要看視一切的平等。如果你瞭解的時候，

在你的眼裡，世界所有的一切也就平等了。 

這個時候持地菩薩「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這個時

候持地菩薩他聽了這個毘舍如來跟他講，你應該在你的心裡，看所有一切是平等的。不

管你今天看到漥，這是凹凸不平的地方，你的心都平等的，你的心要平靜。這個時候他

開悟了。他突然發現他自己身體所有的一切微塵，微塵粒子，我們身體是不是地水火風？

跟所有的世界山河大地一切沒有不同？那沒有不同，於是他內外一如，大徹大悟。 

那我們凡夫，我們凡夫就是心不平，心不平的時候，所以我們需要持戒。因為我們

心不平，身口意是不是造作？就會不平。你心不平，現在不甘願的時候，你會不會說不

對的話？你今天覺得他虧欠你了，你的行為裡面會不會想要多拿一點？所以心不平，才

設定戒讓你持。如果你裡外所有平等視一切，就不用跟你談戒，這句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持戒跟修禪，其實都是方便。今天因為你內心不平，所以你一定有躁動，一

定有不平等相就對了，不平衡的，所以需要持戒，讓你不造作，不侵犯他人，來維持身

口的皎潔。「行直何用修禪？」行這個地方就是講身口意的一切活動，那如果我身口意

的一切活動，直心，質直無諂曲，都沒有虛偽，很光明，那何用參禪？就不用參禪，這

個道理是這樣的。如果我的身口意，一切的活動都如法如律，如法如律，質直無諂曲，

那是不是本身安住在定當中？身心是不是平靜的？這個當然就不用修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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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修禪？為什麼要禪修？是不是因為智慧不現前？因為內心有躁動，是

不是心不平所以又修禪。對不對？所以這個地方講，如果你身口意一切都是如法如律

的，然後內心是平等視一切，當然持戒跟修禪都已經完整了，所以不用再強調持戒跟修

禪。 

那不要把這兩句拿來，有些時候自己給自己說，唉呀！什麼持戒，心平何勞持戒？

行為亂七八糟；行直何用修禪？你都唯我獨尊，只有你一條，這一條路屬於你的，那你

說行直何用修禪？這個是大魔王在說。真正修行好的人，心平，他的戒也一定是圓滿的；

他如果禪修，能夠從定當中，安住在清淨的禪定當中，他的行也一定直。所以行直的人，

他的禪修的功夫自然了得，這樣的意思。 

他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恩呢？我們有四恩，父母恩、眾生恩、

國土恩跟三寶恩，那知恩圖報，飲水思源。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恩，首要孝養父母，在《觀

經》，《觀無量壽佛經》裡面講，欲生彼國，這彼國當然講西方極樂世界。「欲生彼國者，

當修三福，第一就世福。」因為我們人活在哪裡？我們人活在世間，所以世福的第一個，

就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等。所以呢？這個恩，第一就要孝養父

母。我們從父母所生，父母跟我們的關係，我們跟父母的關係，那不知道累生累劫有怎

麼樣的密切，才會成為這種特殊的關係。你也要所有的眾生，一切男子可能皆我父，一

切女子皆我母，我們都有這種機會，這種關係。 

所以《觀經》裡面講：「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世諸佛祂要成佛的時候，清

淨祂的業，祂的淨業的正因，最主要的原因。因為你活著的時候，我們既有身，身口意，

我們既有身，是不是一定有行為？那我們這個行為裡面呢？就一定要圓滿。我們從父母

而來，當然就要孝養父母，這個知恩圖報。「義則上下相憐」，義務、義理，道理都懂，

那麼我們上下是不是交流？人是這樣傳承的。上下彼此要互相體恤，互相懂得，互相扶

持，這些應該不用太多解釋，很明白。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諠。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 

如果我們知禮，能夠禮讓的話，那麼就會尊重，尊重所有一切，那這個地方就沒有

所謂高低之差。「讓則尊卑和睦」，這是做人的基礎。理上是平等，那我們事上看起來是

不是有些時候不大一樣？你說，我們每個人都具足佛性，可是有的人他真的就很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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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好像智慧比較低劣，有的人福報、業報，就是他的環境條件不大一樣。你說，可

是他的佛性理上是平等。這個地方我們就來探討，每個人的佛性都有，那為什麼會看起

來有的不大一樣？ 

有的你可能看一看書就能考一百分，有的人可能看三、五小時，三、五天，還考了

不到六十分，其實這是因緣果不同，是因緣果報不同，是你的雜染程度不一樣。可是縱

使你雜染，前面經論我們讀很多，你為什麼會比較清淨一點，有智慧一點？是因為你在

每一個現前起心動念的時候，那你比較能夠安住，你不躁動，你不學習一些不好的，也

不會無明習氣結構，那個垢太厚了。那有的人他就是沉溺，沉溺在貪瞋癡當中，所以久

了之後養成習氣，習氣，這個智慧就不能顯揚。那造作太多，所以他的果報是因緣果的

不同而不等，事實上我們內心的每個人的覺性是一致的。 

所以知書達理能夠讓，能夠讓的話，居上位的人，你就不會這個氣勢凌人；那如果

居下位的，你也知禮節，知禮節的話，彼此之間就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就是說大家能

夠和平相處，那和睦嘛。這個好與壞、大與小，這都是人在分的。高與低，過去呢？可

能有這種差異，你出生在豪富之家，那就咬著金湯匙；那你出生在王宮貴族，那可能自

然而然就當了什麼王，這是過去，那福報的感受很強烈。現在不是了，現在你出生在富

豪之家，這不一定，這不一定你能夠長壽，也不一定能夠家財萬貫的擁有不盡。現在股

票上市，你一個不小心，這什麼也沒了，幾天之內大企業什麼也嗚呼這個消失，不知道

到哪去。 

那你如果是能夠有智慧，那你有你的真知灼見，還可能出類拔萃，現在不是有很多

世界級的富翁？這年輕有為，對不對？那不管他的出生如何。那現在縱使一國之君，現

在也不是所謂世襲制度，現在是民主。所以這些是不是愈看得出來它的平等？看得出來

其實這所有一切，大家所擁有的條件，它的機會是均等的，那是看你如何去修為你自己，

那個果不同。 

「忍則眾惡無諠」，這個忍，就忍辱，能忍辱的人自安，內心就會安定。定就是能

夠安住，那定的功夫就會展現出來，那這個忍是一個很必要很必要的修行。《般若心經》

註解裡面有講：「人法皆空心自休，也無歡喜也無愁。風平浪靜雲歸去，月照寒江一色

秋。」這很平靜，很平靜。真的能忍的功夫，這個忍的功夫差異很大。我說我見過一個

女眾，她什麼都不能忍，她什麼都不能忍，一點點什麼她就氣到快要昏倒，有時候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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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昏倒。什麼人她都要跟他拼個高低，就在「他不對，我這個才對，我這回輸他了，真

不甘願。」贏了，贏了心浮氣躁；輸了，心有不甘。每天都是這樣高山流水，是不是？

那會得內傷的。這是人的這個心性，行忍，這個忍辱的功夫沒有 

當然忍這個主題，在經論裡面介紹很多，安忍、法忍。那我們要看，對環境裡面的

所有，其實每個人環境是因緣果報不大一樣，可是我們是不是活在一樣的氣溫，一樣的

城市？那你因為環境不一樣，所以你可能居住在某一區某一條路的某一號，那你屋子的

大小，可能一百坪或是二十坪，會有這個差異沒有錯，但是基本上我們對於各別的，各

別的這種相狀，果報上面的東西，這是我們累生自己造的，這樣來的。 

那我們對於共有的環境的因素，呈現出來的條件，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這差不多， 

這個差很多，很多人能忍不能忍差很多。有的如果天氣熱就很生氣，「現在是怎樣，社

會是怎樣，天氣是怎樣」，下個雨就老天爺是在跟我作對，他無理取閙的，他也跟老天

爺槓上了，有的人就是這樣。 

那有的人你來看，拿個鋤頭到田裡去，是不是太陽也很炎熱？人家也是流汗，皮膚

亮晶晶，人家會不會說快點擦個隔離霜？是不是？你看這個人對環境，對環境的這個感

受差異度很大，有的是什麼苦都能吃，有的是一點點什麼都不能吃。 

我還看過以前的年代，現在比較少能看到這樣。以前的年代那個老婆婆，祖母級的，

有沒有？早上很早就起來，然後燒那個大灶，大灶很薰，有沒有？然後這個爐火，灶，

這個火起來之後，一大早要煮個粥、什麼的，慢慢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這樣弄，然

後兒女、年輕的人都是太陽曬屁股才起來。如果說家裡有重要職務要下田，我們不是有

首歌？七早八早是不是巡田水等等這些？你就看到以前的這些老人家，她每天在爐火旁

邊，每天在做些操持家務，我也沒聽過她們抱怨過一句，我沒聽過她們抱怨。 

我記得以前寒暑假，就要去鄉下外婆家，外婆家。然後鄉下人都要怎樣？養豬，做

什麼做什麼。對不對？那每天一大早太陽還沒出來，就看到那個外婆一大早就起來，摸

東摸西，摸東摸西，一下子曬稻穀，一下子去洗衣服，一下子做什麼，然後剁豬菜，煮

豬菜，然後餵豬。她都沒有抱怨，只是每天笑著笑著，晚上全身都是汗酸味，也不曾灑

一下明星花露水，也沒看過。以前是不是明星花露水最有名？對不對？她就每天笑呵

呵，笑呵呵的，這個孫、那個孫，你吃什麼，你吃什麼。然後每天到晚上都是汗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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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酸味的，大家去睡了，大家都去就寢了，這個老祖母還在那邊明天的什麼。這從來就

沒有看過她抱怨，從來沒有！也不曾說我左邊痛右邊痛，沒有。可是我們現代人操持一

下，我們就比較不堪，因為我們實在就是太沒有鍛鍊這個骨骼了。 

那我們講「忍則眾惡無諠」，這個另外一個《維摩經略疏》裡面講：「守口攝意身莫

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如果我們能夠忍辱的人，他基本上這個意，身口意，內心的這

個意是能夠安住的，他不會就起一個知見，跟對方有對立的情形。所以「守口攝意身莫

犯」，你身體上面的造作，也就不會去犯他人了。「如是行者得度世」，如果是這樣來修

行的話，那麼這個人絕對能夠在世間圓滿自己，而且能度化他人。所以這個忍，忍是一

個很重點的。 

在現代人，除了環境上面他無法忍以外，對於知見上面，也容易有對立的情形。人

家有一句話，你就不高興了；一點點什麼樣的聲音，你就揣測了；一點點社會的現象，

你就知見就太多了。就常常在內心裡會有一個對立爭吵的，那這樣子怎麼好修行？這個

是完全無法寧靜的。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這個在講精進。這個是不是在前面在講持戒、

然後忍辱？這裡就講精進。若能鑽木出火，鑽木要能出火，這是要持續的功夫。經論裡

面有講：「如鑽木生火，要假眾緣力，若緣不和合，火終不得生。」所以如果說鑽木出

火，你一定要假眾緣力。你今天要完成某一件事情，你一定第一你要有堅定的正知見，

你的意念，你的願力要足夠，你的堅持力要真的去做。 

大家說你也想成佛，你也想開悟，你如果不從內心裡好好去用功的話，那完全不是

天外天，天掉下一個黃金或是哪個什麼東西掉下來，讓你突然之間智慧現前，沒有這回

事。所以要假眾緣力。你要怎麼樣？發起，你要有願力，你要能真正的去執行它，你要

時時的觀察自己，你要在這個裡面有這麼多這麼多功夫要做。而這些功夫呢？也不是說

叫你一定要去做很奇特的爬山涉水，都不是這些。而是你在每個起心動念呢？這裡面

呢？要好好的安住來觀照自己，覺照，覺照，所以鑽木出火講的是精進。 

「淤泥定生紅蓮」，淤泥講的是凡夫眾生。我們是處在哪裡？我們處在雜染中。所

以我們是不是這個淤泥包裹著？那定生紅蓮，紅蓮譬喻聖者，也就是佛菩薩。如果我們

好好的精進的修行，迴光返照，那麼由凡夫的修行提昇，乃至於證入聖位，指佛菩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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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那這個淤泥定生紅蓮，還可以有另外一個解釋，我們不是講「火焰化紅蓮」嗎？有

些時候是不是好多煩惱？是不是好多煩惱？如果你能夠看清楚，這個煩惱是自我意識，

那你能知道這些是一個知見的建立，這個是人跟人之間想法上的差異，你能夠讓自己內

心的這種煩惱，好好去看到，這是自我意識的造作，無明。那你用體解大道來看，我有

自性清淨，這本來無一物，所以這些呢？我要放下。那我在這個現象當中，先把這個體

清淨找到，於是在這個裡面，再觀察所有環境，我應該如何去圓滿它。於是這個煩惱呢？

就會轉而成為菩提，那能夠化煩惱，這個是修為裡面很簡單的一個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