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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7》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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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到這裡是不是瞭解？其實六祖惠能大師在說的，是不是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修

行？他並不是講一個非常非常奇特不可能完成的。無外乎就是你要在現況裡最根本處去

修。那我們凡夫為什麼想著用跳的模式？我們想，很多人學佛都是這樣，用想的你知道

嗎？用想的這樣，喔！兩腿一盤，我什麼都不用想，我經典翻一翻，啊！我開悟了，這

用想的。 

那個是你只是釐清，你只是不動，不再造作，暫時跟外界的這個交流互動先放下來，

然後釐清，釐清什麼對什麼不對，那我不思索世間事，他可能跟世間事暫時隔離，所以

當個無事人一樣。對不對？那這個時候六根，這個六根門頭，六個門戶不向外隨便攀緣。

所以這個時候萬緣放下，不攀緣，然後深入經藏，瞭解這個道理，這個是解，這是解門。 

那很多人會以為說，我這個解門，我悟了，其實那個悟是小省，就是說你略能瞭解

它的道理；那真的徹悟，就要如這個所說的。真正談到大徹大悟的人，你要在所有現況

裡一切圓滿，你的心要能平，你的行要能直，你的所有環境的這個關係法要能平和圓滿。

你人不是離群索居的，所以你在這所有的裡外當中，尊卑和睦，眾惡無諠，也不會看別

人看不順眼，也不會欺上瞞下，或是欺下瞞上，這些都不會。 

所以很多人會想像中的佛法，或想像中的。可是你看，有的人能夠瞭解佛法所說之

處，但是行於世間，步步難行，他無法，真的無法前進，這都是因為個人，他只是在知

見上，理解上面，而不是實修的。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是六祖惠能大師，也給我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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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出來，原來就是這麼平常的平常。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這是又是其他的幾句。善知識說，給我們直指人心，告訴我們錯的地方，這個在我

們品嘗的時候，真的覺得這些難以下嚥。對不對？苦口的是良藥。現在想想，你的父母

親，你小時候有沒有罵過你？有沒有罵過你？有，現在是覺得他罵得有道理還是沒道

理？他不在了，覺得那個道裡還存在。如果他還在的時候，有時候他罵你，覺得那個道

理不成立，就認為他誤會你了。是不是？ 

那有些時候我們真的對於任何一個人，對於任何一個人，你會指導他，是因為你關

心他，或是你看到他的錯。有沒有人要隨隨便便的一天到晚都罵人？站在街上罵人，有，

那種人叫神經病。那種人是精神有問題，那是特殊的，因為他把所有的人都是惡魔化，

那是一個疾病，惡魔、強迫。其他跟你有關係的人，你會不會苦口婆心的勸他？會啊！

會。 

那我們一般人都喜歡結善緣，那為了保護自己，不惜去結惡緣。佛陀說眾生的造罪，

造作惡業都是不得已的，祂實在很慈悲祂這樣說我們。有的人哪是不得已？其實在佛看

我們的角度，祂就是慈悲的說，眾生造作惡業是不得已的，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控制他自

己。祂都這樣慈悲看我們。我們有些時候很隨性，這樣把自己的脾氣這樣潑灑出來，有

人如果要勸你，這是苦口是良藥，忠言是逆耳。 

接下來我們就要瞭解下一句，「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能夠修正改過自

己，改正自己的過錯，這個過程一定是會有體悟的，也就是會生出智慧的契機。這怎麼

說呢？我們如果知道自己有錯，這是不是一個念頭？它就是一個迴光返照的作用。那如

果人有時候就是會覆藏，覆藏就是不肯承認自己錯，硬咬著自己是對的，用很多不是正

確實相的道理，來支持自己，再怎麼樣都要找到自己是對，其實這種人他的內心是充滿

著矛盾而且是痛苦的。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錯，縱使是彌天罪過，也是一個悔，能解。也是一個懺悔，能夠

消弭掉這麼大的罪過。所以我們在修正過錯的時候，一定內心會有很多很多的發展，我

錯了，可是因為礙於面子問題，你就會用很多虛偽的事情來包裝它，於是你愈來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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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覺得你抬不起頭來，你會覺得你的身心飽受著自己的煎熬。如果你錯了，你知道我

這是錯，那我要改正我自己，所有我都承認，過程並沒有什麼面子不面子，這才能破除

我相。而且在接受自己改正去道歉，這個裡面一定會有掙扎。對不對？大家有沒有錯過？

一定有，可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真正知過改過的人，他這個善是不會再丟掉的，他

真的不會讓自己再做一樣的錯，然後來自我責罰，所以這個善，它才會穩住你的根性。 

有的人他在這上面，無論如何就要強調他的對，這是護短。那護短，覆藏己過，或

是這是對於自己有關係的人，他會去包庇他，包庇他，讓他合理化，其實這種在佛法裡

講，相牽入火坑，沒有比較好。你如果說孩子錯了，你願不願意讓他知道錯？我相信在

座如果是父母的話，你是不是希望他能知道錯？而且他以後不要再做錯，才是叫善。可

是在於某些角度裡，你會不會因為怕他受到一些不好的責罰？苦、業報，譬如說作奸犯

科，他可能要判罪，所以要努力的去幫他找，可以掩飾他錯的東西。是不是這樣？當然

大家是善良的，善良百姓沒有到對簿公堂的那種作奸犯科的判罪。 

像有的父母，他一直想要讓自己的孩子免於這種牢獄之災，蒐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要來支持他那個可以不被判刑，用那種理由，然後盡量要掩飾他，「你不可以這樣講，

這樣人家會抓你的包，你一定要怎麼講」，有的要咬死，這些都是護短。那這些護短，

覆藏己過，或是覆藏親愛的人的這些過錯，他的體性上，如果他知道錯，然後他硬要說

對，他以後會自責的。如果他不知道錯，他以後會再犯的。是不是都是痛苦？所以如果

能夠接受某一些必要的責罰，讓自己甘心的去負擔它，也是一種贖罪。 

那這裡講如果護短，我們的內心不懂得真正的懺悔，不可能成為賢聖，不可能成為。

任何人跟你講有一點你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先接受吧！因為他的角度是怎麼看法，但你

是不跟他對立。那在接受的當下，你會心裡想我有沒有錯？如果我有錯，不夠圓滿的，

那麼你就改過。如果這裡面確實是被誤解的，沒有錯，也能夠達到前一頁的「忍則眾惡

無諠」。對不對？讓則尊卑和睦。所以修為裡面，不要逞一時之快，口舌上面，那都沒

有什麼用處，那都沒有什麼用處。 

話說有一對夫妻，這兩個個性都很強，這個先生常常有一個什麼事情，他就很直接

的，有個習氣，三字經就出來了。這個老婆她個性很強，她就最討厭聽到三字經，然後

他三字經就出來，然後他老婆就跳起來，真的好像加了彈簧，她就馬上跳起來，「你說

什麼？你說什麼？你怎麼可以謾罵我父母？」因為三字經都是不好的話，那個先生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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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臉驚嚇說，我說什麼啦？他沒敢相信他剛剛說了三字經，因為他老婆這樣，兩個人吵

這個三字經，這個口語的習氣，這謾罵已經不知道幾年了。她的先生就是沒辦法改，他

老婆就是沒辦法接受，兩個吵得不可開交，那這狀態在他們家，你都不知道哪一天那個

炸彈，那個叫不定時炸彈，哪天他就去碰到了。 

但是這個護短才好笑呢？於是這個媳婦她就很不甘願。有一天她婆婆，鄉下嘛！她

婆婆來臺北住在她家，然後她這個媳婦就很不甘願的跟她婆婆說：「媽！妳怎麼都不教

育他？他小時候，他在說三字經怎樣怎樣，妳怎麼都不打他嘴巴？妳都不教他。他現在

到社會上當了總經理，還常常口出三字經罵人，結果客戶有一半都被他罵跑，說我們不

要跟那麼粗俗的人做生意，太粗魯了。」這個婆婆怎麼回答？「唉喲！那一句又沒有什

麼。」她說。原來就是這樣，他才一輩子都沒改。她說：「唉喲！哪有什麼，我也自己

常常說。」因為她覺得那個是沒有意義的話，她那個婆婆認為那一句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話，妳何必大驚小怪。你說護短護到這個程度，父母親會不會這樣，無理性的護短？會。 

但是這個先生，後來他老婆就是有疾病，有重疾而往生。往生之後，他要續絃，他

要續絃，年輕嘛！續絃，然後找個新的老婆來照顧自己的孩子。他要續絃的時候，就因

為他的這個三字經，飽受很多人的嫌棄。有一天，有一天有個外國人來跟他做生意，歐

洲來的，他談了一筆，應該說數字蠻大的一個生意，那談談談就要簽了，這要簽，差不

多要簽了。 

然後這個秘書小姐就進來，有一個重要的事情要報告，報告給這個老闆知道，這個

老闆聽一聽，他就生氣了，因為那個可能廠商的某些事情發生，他在裡面就三字經又迸

出來。大家可想像吧！三字經又迸出來。那個秘書小姐因為已經多年了，勉強忍受，反

正這老闆就是這樣子，他是在罵廠商不是罵我，她心裡要這樣念頭轉一下，這不是罵我，

雖然我聽得很不愉快。 

他這個外國人，恰巧他就懂這一句話，因為他在我們這邊做生意做久了，有些時候

他會說，你們中國人罵人，都在罵些什麼？這是罵人的話最好學，人家說，你如果去吃

飯，有人在故意罵你這個，這個就是什麼髒話，這是什麼髒話，這是什麼髒話，他就聽

懂他在罵三字經。他就心裡想說，這種人這麼沒人格，這麼沒人格，於是就要簽約的當

下，他好大一筆生意，他說對不起！我不要跟你做生意。那個老闆他嚇一跳，那個總經

理他嚇一跳，他說為什麼？我們不是談好了嗎？等等等等這個事業等等，就談好我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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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配合，你放心我一定怎麼交貨。他說：「對不起！你，我不再尊敬你，因為你罵了最

粗魯的話，而且還糟蹋人家的媽媽。」 

他真的如五雷轟頂，因為那個生意談很久，計畫很久，他如五雷轟頂，他回去之後

悶悶不樂，悶悶不樂，然後要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三年內，三年內他常常，三字經不

是三個字嗎？他常常「誒」一個字就停了，懸在空中，所以有沒有講？沒有完成，是沒

有完成。但最後因為，因為他個人的關係，只是那個念頭，就覺得我不可以再這樣，終

究多年後還是惡習全改了。 

所以人有些時候你被縱容而看不到自己，有些時候是自己找理由去支持自己，縱容

看不到自己的人，不知道錯。如果看到自己而要覆藏的人，自己內心會有良心苛責，對

不對？所以這講的都是很現況的。他說。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日常生活裡面待人接物，心呢？要常存要饒益眾生，這個不管是怎麼說，都是有善

根，這也是菩提心的展現。如果說我們的心中，只是自私自利的為了自己，那這個人怎

麼可能是賢聖？怎麼可能成就道業？不可能！那這裡講的饒益，不是單指此事給予他人

饒益，而是在他事依然能夠幫助眾生。所以「成道非由施錢」，成就道業不只是靠著布

施錢財，所以才能夠成就的。這裡就是普遍講到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智慧。 

「菩提只向心覓」，說實在要證得無上菩提，不需要大老遠的跑到哪裡去，特別營

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什麼樣的環境；只需要你真正的去瞭解你的起心動念，在你心田

之間契悟這個清淨。「何勞向外求玄？」所以不需要向外去追求外面形而上的，不管是

知識、感應、神通、特異功能，有些很玄妙的這些事蹟。所以修行裡面，它不看外界的

這一些。我們可能會看到某一些大德們，他有一些特殊的智慧、特異功能，但是這個對

於我們要修行的人來講，那是他的用，體相用的用；那對於我們來講，我們要安住自己

的體，這些與我們無關。不要在這個外界的這些，玄妙的上面，事件上面去追索，那終

究什麼也沒有，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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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依此修行」，自己聽，然後來為他人說。今天這個聽說是分兩個，就是你今

天聽六祖惠能大師說了，那你聽進去，要這樣修行，你也能夠為他人來解說，那這樣子

是不是自度度他？是不是自利利他？「西方只在目前」，所以這個是真正西方的意思。

但這裡呢？我們瞭解六祖惠能大師，他對於西方極樂世界的定義，並不是在講一個具體

的世界，他也不是否認往生淨土，他的意思是說，當我們要修集往生淨土的資糧，我們

第一要能夠自淨其意，看到我們內心的清淨。當我們內心清淨，跟佛是相應的狀態之下，

自然你安住在清淨的淨土裡，唯心淨土，自心淨土，那麼你往生要求生淨土，自然也就

是沒有距離的。 

所以很多人在讀這個經論的時候，會想到說，原來惠能大師他是否認，沒有西方的，

這個就是片面的知解，片面知解，所以我們不應該有錯誤的這個想法。這裡面我們看了

這麼多基礎，也知道其實所有的古大德所說的話都一致。 

在《勸修淨土切要》裡面它有講，勸修行人從根本處修。就黑板裡面有給同學補充，

就我們要怎麼修呢？它說：「今諸大善人或男或女，既已發心修行，須從根本處修起。」

我們要從根本處修，其實這就是儒家教我們的做人的基礎。其實佛法裡面，你是不是世

間的這些，這一切都要圓滿？是一致的，它不會不一樣的。所以呢？何謂根本？忠君王，

是不是忠？孝父母，是不是孝？敬師長，是學習的態度；愛兄弟，這是人倫；別夫婦，

夫妻之間相處之道，他一定有他該守的本分。對不對？信友朋，朋友之間要有這個誠信；

教子孫，是不是要教育？睦宗族，這個宗親裡面要和睦，要和平相處。 

奉有德，對於有德者，是不是應該要恭敬尊奉？恕無識，對於沒有知識，知識比我

們低落的人，是不是能夠寬恕？守誠敬、勤懺悔，這個都不用再講了。省己過、忍人辱，

要能知過，而且還能忍辱。以此數事著力，方謂入手功夫，不致茫無頭緒。久久修持，

直至聖賢地位。所以這個都是入手功夫。我們不要把它想成好奇特的學習佛法，那這個

所有一切都不一樣，那這個是偏差。所以你要有這樣真實的著力點，真的在生活面裡面，

現實面裡面去完整它，不致於茫無頭緒。 

有的人說念佛，我只要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男不男，女不女，上不上，下不下，

夫不夫，子不子」，那這些都是亂了，亂了時序，亂了人倫。你怎麼會好過呢？內心怎

麼安定呢？所以這些都是一個真正修行的功夫，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大德所講的，也

是提出來給同學做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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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下來最後的結語，這一品的最後面這邊很平實，大家要知道，六祖惠能大師不

是叫我們說，兩腿一盤，萬事什麼都不做，他是講在家人你要怎麼修。那出家的，這個

出家人他當然他的修持，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功課。這裡面呢？要斷絕攀緣心。出家人是

分分秒秒，你都要把握那個基礎原則，迴光返照，看到你自心內心的東西，他不會在相

上的，外界的這些太做文章。但是如果你不修，靈山塔，不向塔下修的話，那真的成佛

無望，你要那個基本的體都抓不到。 

那在家人比較會有這些關係法，剛剛這個上下、夫婦，是不是比較屬於關係法？那

出家之後，對於這關係法來看，他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像我們出家之後，他會把這

個關係法慢慢慢慢化為平等。因為他會看到，我此生此世的父母，跟我生生世世的父母，

那因緣裡我怎麼去圓滿它；那我如何從一念的對待父母的心，而擴及所有的眾生，而擴

及累世的父母，所以他的心會愈來愈平等。 

那在家人的話，他本身這個關係很明確，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很明確的關係裡面，圓

滿了，你才會自由自在。那出家他會把這個點，再擴張擴張，遍及一切，差異在這個角

度裡面。師復曰：這個是後面的一段。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眾人且散，

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却來相問。」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這個時候大師又說了，善知識！大眾都要依照我剛剛介紹的這個無相頌，這樣這個

偈子的內容來修行。如果能夠見得每個人自己的清淨覺性，那麼也就能夠直趨成佛的菩

提道。意思說如果你照這樣，你的心很平靜很圓滿，你就是直直走向佛道，這樣一條路，

都不用再彎了。沒有錯！別懷疑。 

「時不相待」，時間不多了，「眾人且散」，大眾聚會到現在，我們就此解散了。我

呢？要回歸到曹溪去，那大眾如果你們以後還有什麼樣的問題，疑問，那麼就到曹溪來

找我。時刺史官僚，這個時候這一場與會的緣起的當機眾，就是這個韋刺史，他所有的

官員、幕僚這些人等等，在場聽講的與會的善男信女，各自都心開意解，了悟原來我們

自性常住。大家呢？相信，也納受，也依教奉行，就是要落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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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我們當然知道佛法方便有多種，八萬四千法門，總歸就是要讓我們最後徹見 

清淨的本源，見性成佛。所以如果說，你說我現在有哪一個法門，哪一個法門，其實都

是平等的，相應，而最後你找到那個起心動念，你這個作意當中，你能懂而能夠放下這

個心、心所。那看清楚所有一切，因緣、生滅法，在物質上面，這些是生滅法。那我們

知道這一切的緣起是性空，在過去的無明結構而來。那我現今，現在如何安住？如何安

住而迴光返照？ 

當你放下這個我執的時候，所有生命過去歷史，我們生生世世是不是就像有一道牆

隔起來？是不是我們只看到這一生這一世？然後看到自己出生，到有智能，有記憶，一

直到現在。可是這裡面呢？好好的細細的回思一下，這裡面有多少大小的事件，在自己

的造作結構了。那結構之後，其實他就是為了爾後的，爾後來生來世寫下了劇情，就是

劇本，你以後現前眾還要去圓滿。 

所以從我開始知道的時候，「我要花一些時間，我應該安住我現在，不要讓自己再

做錯。」我既然懂了道理，那對於我這一輩子，還在時空裡面，環境裡面，有這個機會

就要去彌補它，內心要無限的提起這個意願，那這個還是處理我這一段生。對不對？那

我們修行以為你能處理什麼？你不要以為你可以處理未來，你也不可以以為你可以處理

一切前面。因為過去生過去世那個不會重來的，但是未來生未來世是由我現在在造作寫

劇本的，裡面的人物安排，也有我現在在結構，我的意識跟他相對立的時候結構的是非。 

所以當我要處理這一輩子，有的時候我必須內心裡，做一個意願上的輸送，我必須

無限的迴向，我必須這個意願提高。然後因緣它自然就會呈現，慢慢會讓你再相見去圓

滿它。然後你放下，你這一輩子要花一些時間，把所有的錯釐清，自己的錯，慚愧懺悔；

沒做好的，一定要把握機會去把它圓滿。然後當你放下我執法執，當你有一個法門自己

來用，你慢慢使用，慢慢使用，當你真的一念不起的時候，真的一念不生，沒有雜思雜

想。我們生命，生生世世就像有一道門關著，就像有一道門關著，如果你真的能夠放下，

然後這個門就開了，就沒有門，就沒有門。意思是說你的無明，我們是因為無明，所以

才會不斷輪迴投胎轉世，當你沒有這個無明，放下的時候，累世所有的東西一併就現前。 

為什麼修行人到達某種程度，他知道他的前世？像舍利弗、阿難跟世尊，雖然他所

證得的證量不同，所以他可以看到五百世，他可以看到幾劫，而世尊是無盡的。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修行裡面，從來不知道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歷史，是自己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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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我能夠處理的現在，現在沒有雜染，沒有我執法執，所有歷史上的所有一切，所

有一切都明明白白，因為那是自己是主角。你不用擔心，你不用擔心你的記憶帶會斷裂，

那是不會的。你也不用擔心，你現在的造作以後不會呈現，你也可以特別擔心，也可以，

如果你造作的話，以後還會有果報，因為你不記，你的冤親債主會替你記。對不對？ 

那有一些是不是你自己記得牢牢的？你要抱的你就記得牢牢的。所以這些只有你從

意識裡面，不要造作了，你真實的清淨，真如體現。這所有裡面因緣法，緣起性空，那

你自由自在，這所有一切就一道一道的牆，全部剎那之間就不再存在，而可以看得很明

白，這只是跟同學做一個簡單的總說。 

這有個佛燈明禪師燈記，他講一盞燈，他用燈來解釋。他說：人人有一面古鏡，每

個人都有一面古鏡，昭昭心目之間，就是很明亮的，在你每個起心動念這裡面，其實每

個人有沒有？有，可是你都不真實安住禪定去覺照它，沒有，才會麻煩。他說：昭昭心

目之間，個個有一盞真燈，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一盞明亮的燈，晃晃色塵之內，只為一念

背覺合塵，遂使古鏡不彰，真燈不朗。 

他說其實我們都有覺性，我們都有智慧。但是呢？就是一盞真燈，燈就是光明，它

的作用。但是我們為什麼呢？就是色塵之間，我們六根對六塵，是不是色？就是色。色

之後呢？就取這個色，是不是就是客塵？就在色，然後執著對應起來的時候，就在裡面

這個燈晃晃，就是這個燈，不明亮的照自己這個鏡子，而是在外面這些追索，所以就不

明確了，你就看不清楚了。 

你心中個個有一盞真燈，在心目之間，是不是安住在這裡？你起心動念什麼，看得

很明白，這是一面古鏡。那如果一切看得明白，你不追外，可是你現在「晃晃色塵之內，

只為一念背覺合塵」，就是這個覺性背了，跑出去了，你這個心跑出去了，跟外面的塵

合起來，所以你是不是在追外面的塵？「背覺合塵，遂使古鏡不彰」，你就不再照這個

鏡子了，你的燈，你這個燈光拿出去外面，就在探索外面的世界，於是這個「古鏡不彰，

真燈不朗」。這個燈是不是要照這個鏡？是不是一切都很明白？可是因為你把這個能

量，你把這個使用的功能，拿去跟外面的塵垢結在一起，你只是在追，這個我要，這個

我不要，這個欲望，所以真燈不朗，這個真燈就沒有發生作用了，它沒有覺照你心目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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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燈不朗，無以照生死昏蒙；古鏡不彰，無以鑑色聲邪惑。是故沉迷六趣，汩溺三

途。他說就是因為這個真燈，我們這個功用，前面不是有講嗎？我們這個「性去，王無；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前面有講「王居心地上」。對不對？就在講我們這個覺性。

那因為你這個真燈不朗，所以「無以照生死昏蒙」，你生死生死的這些，你就再也看不

明白了。 

你沒有安住你自己的這個心，沒有安住在自性的這塊土地上，所以「無以鑑色聲邪

惑」，你外界的所有東西，其實你也看不清楚了，你也是用自己的想像、嗜好，投上自

己要與不要，變成是一種惑，色聲邪惑。「是故沉迷六趣」，你是不是跑出去？跑出去就

在外面流浪了，所以「汩溺三途」，你可能地獄、餓鬼、畜生，你也可能人、天，在這

裡面開始跑了。 

鏡乃差別之事，見燈而不見鏡者，全理也；見鏡而不見燈者，全事也。他說鏡，這

個鏡，鏡子的鏡，人人有一面古鏡。這個鏡能夠照見所有一切差別之事，其實圓長、黑

白、是非等等這些，其實你如果安住清淨來覺照，你只知道它的差別相，分別智慧，對

不對？但是你不會起差別見，你不會起分別的知見。但是你因為你在追索外面，加入了

你的喜好，它變成是什麼？分別見。對不對？ 

所以有的人「見燈而不見鏡」，就是有的人他修行的時候，只是看到我這個自心，

我的自心覺照的功能，一直在這個功能裡面，然後外面的境，就是外面的山河大地，所

有人事物等等的這些，差別之事，他都不理它，這叫全理。你只是安住在一個體性上，

理體上的道理，你沒有辦法作為。那有的人是「見鏡而不見燈，全事也」。有的人就是

這個鏡子反射到張三李四，反射到一個車禍，反射到一個賠償事件，反射到一個生病等

等，然後見鏡反射出來的事件，然後跑去，心不住在家裡，就跑在外面這邊追追追，就

看不到燈，看不到自性覺性的這個光明，這樣就是落在事裡面。 

所以我們世間人修行裡面，就是凡夫是住在事件上、事相上，所以要把事相上，再

把道理補回來，理事是一體的。那有的二乘人，他只看到這個道理，他就看不到這個事

情，這個事件沒有能力，他也沒有辦法處理。所以這個地方他就講，一個是全理，一個

是全事。 

這個地方都是在講我們佛性覺照的功用，以及我們跟裡外相應，其實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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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一直是明的，而這個燈一直是亮的」。所有鏡子照出來的，萬事萬物的所有差別相，

你心不動而能夠圓滿它。這圓滿它的過程裡面，就是如幻如化，也是真如，也是圓成實，

這樣子。那不管如何，要知道自己都有覺性，自己都有佛性。 

當你愈學佛愈知道，其實你不要隨便，那個心思不要亂動，那看很多事情很明白，

你這樣去做，你會發現你佛性、覺性、你的功能從來沒跑掉，從來沒跑掉。我們如果要

來測試我們的耳朵有多厲害，你就跑到臺中火車站，那你這樣眼睛閉起來，你盡量聽所

有的聲音，你就讓所有的聲音在這空中，在這環境裡面，空間裡面，全部一併合理的出

現。你會發現所有的聲音，都融在所有的聲音裡，所有它都平等的。等一下有什麼車，

計程車、什麼車、喇叭聲、下車關門聲、什麼的聲音，其實它都平等。都可以聽到好多

好多的聲音，而這些聲音都不會擾亂你，都不會，它是平等的。因為你對這些聲音，沒

有起分別知見，你是全部接受它。你的功能是不是大用大開？是不是這樣？ 

今天你在這聽的時候，譬如你叫阿花，那有一個你很熟悉的人的聲音，他就遠遠的

說，阿花！阿花！阿花！一直走過來，一直走過來，一直走過來，你心裡會不會開始？

不要打開眼睛，你會揣測那是誰在叫你，你會不會從聲音的音頻高低，去認知某一個熟

識的人？對不對？然後你是不是根塵轉向這個聲音的動向。「阿花！阿花！」你就一直

在聽那個人是誰，所有的聲音是不是都不見了，所有其他聲音都不見，你只在尋找那個

音頻跟那個方位。是不是這樣？執著，入一道去也。就這樣，我們這十法界就是這樣跑

的，就是這樣。你所有的能量集中，然後跟這個人結構，跟這個聲音，跟這個主體，跟

那個故事，跟你所有的結構起來，所以其他全部不見了。這樣很容易瞭解？ 

那我們人要如何安住這一些？實相，現在都知道，這個實相之理，其實所有一，入

所有一切，一切當中，這彼此含攝，這個其實是燈燈無盡，這個彼此一切本來是共存。

但是我們的人，就是因為心中的執著，跟自己的喜好，把世界匡起來了，把你的心綁起

來，範圍匡起來，所以才會只有你呈現的身心世界。 

你呈現的身心世界，這個別的，屬於你個人的。可是這是一個有範圍、有長短、有

是非，短暫的一個現象，這就是一道，某一道；也就是段生，也就是你生命的正報，也

就是你的依報，所有依附出來的條件。如果你打開這一些，你就會發現遍虛空，盡虛空 

遍法界，所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而且互攝；所有的道理你也懂，而沒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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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剛用耳朵來解釋我們的執迷，對不對？眼晴也一樣，鼻子、嘴巴、六根都一

樣。心中的想法，你說愛跟恨是不是一樣？愛會笑，恨會哭；愛會很歡愉，恨會心中糾

結；其實愛恨都是五蘊，它只是一個相，一個方向的不同而已。真正能夠大慈大悲的諸

佛菩薩，祂在看眾生的愛跟眾生的恨是一樣的。這是五蘊的眾生，祂看眾生的歡愉，跟

眾生的痛苦，其實是一致的，因為那是一個不平等的情緒的一種狀態。但我們人就是不

懂，所以我們人是不是一直要追求那個歡愉，那個愛，而摒棄那個恨，討厭那個煩惱。

對不對？其實還是兩邊。 

那你如果愈來愈懂，穩住，所有實相看得很明白，沒有什麼的什麼的。我們因為在

揣測中，所以你就會誤解，你就會一直去誤解它，這個就是一個凡夫的心。所以法、非

法、有、無、空等等的這些，在悟道者的心中，這些都只是語言文字，或現象的描述，

或是一種狀況的，狀況的代語，就是代名詞，一種假名。 

聽到這裡，同學，能不能從語言文字裡，比較跳脫出來？下一次去臺中車站，試試

你的耳朵，叫一個同參道友尾隨而去。阿花！阿花！如此這般的叫你，練習看看。當你

回到家，真正去感受到所有跟你有關係，情愛鎖住的對象，他任何的語詞，他任何的聲

音，都會撥動你的心。因為你已經設定了你要的範圍，你要的呼應，你要那個人表達出

來的東西，這個就是讓你痛苦跟輪迴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