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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39》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這裡在說這個心口要一，自悟修行不是在口頭上的諍。這個舉個例，叫韓愈的

例子，給大家參考參考。話說韓愈，韓愈他字退之，官拜刑部侍郎，是唐代的大官。唐

憲宗于鳳翔府護國寺，那個時候這個寺，也就是後來現在叫法門寺，法門寺，迎佛牙都

是去法門寺迎的。 

那個時候就有個出家人，皇宮裡面也有大臣，想要迎佛骨到內宮去供養，就從這個

法門寺迎佛骨到內宮供養，因為唐朝的時候佛法很興盛。那這個時候這個昌黎君就是叫

韓愈，這個韓愈就上表，上一個表跟皇帝講，你這樣子荒廢國政等等等等，然後說佛教

就是一個消極的等等等等的一個謗佛的一個表。 

這個皇帝看了之後，這心中真不是味道，你這樣說我，好像我是昏君，每天就沒有

在理朝政，所以皇帝就要殺他，要殺這個韓愈。當時宰相大家都群起一起跟他說情，為

他向皇帝說情，後來皇帝就把他貶，貶到潮州去當刺史。但因為他對佛教其實是完全沒

概念的，那他到潮州去當刺史之後，就慢慢想說到底佛教是什麼東西，於是就開始看了

一點佛法佛經的東西，一看，這裡面講的就是人心，這有意思，有道理。 

那有一天，有一天這個潮州刺史，這個韓愈聽說，聽說有一個大顛和尚很有修為，

所以他就想要去那邊請法，請問他佛法。去到那邊，他就看到大顛和尚剛好在禪坐，他

禪坐，他在等啊等啊等，等很久，這大顛和尚久久不出定，那韓愈愈看心愈急，他想說，

再怎麼說我也是一個大官，然後這麼忙，我特別來這裡來跟你請法，這樣等等等，都等

沒有出定，心中有點不耐煩。 

在旁邊的侍者，看他韓愈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他那張臉就表現得不耐煩。對不對？

他這個侍者就去把這禪師的禪床，他坐的那個禪床，去給它敲一下，敲一下禪床，這個

禪師大顛和尚就說：「做什麼？做什麼？」他就問他做什麼？然後這個侍者他知道，他

知道韓愈在那邊心已經浮動了，浮動了，但是這個禪師還是如如不動。所以這個侍者就

在大顛和尚的耳邊講：「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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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就跟他偷講，說韓愈現在的狀況，他說你剛剛是以你的禪定的功夫， 先

以定「他的動」。所以他看這個禪師，我是一個大官，我來了，你大顛和尚都沒有理會

我，還是入你的禪定當中，所以他愈來愈躁動；可是他看這個大顛和尚，如如不動。所

以出家人，他不看你的名利的，他不會被你的頭銜給唬住。所以他慢慢看，慢慢看，自

己心也定下來了。 

他說「先以定動」，他已經被你的禪定功夫給攝住了，他的那個動盪已經開始有在

迴光返照；他說「後以智拔」，你之後呢？就要展現你的智慧，把他拔脫出來。這個侍

者也是有兩下子功夫的，當侍者，很多大德是都在所謂悟者的身邊當侍者，後來開悟的，

因為他看得最多，親近最多，看他的言行舉止，怎麼度化學人，看得最多，也能體會一

二。所以這個禪師，這個侍者就在耳邊這樣說。 

這個韓愈一聽，他就懂了。韓愈還不用請問到禪師，他光看這個侍者跟禪師這樣一

句對話，他就懂，他就知道，嗯！這個「卻於侍者得個入處。」他意思是說，唉呀！這

個佛門，真的這個佛法高深莫測，今天我要來參，我都還不用跟大顛和尚對過話，但這

個過程，侍者跟大顛和尚講：「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他聽到他就知道，我的定沒有，

我只有動。但智慧的這個部分呢？一定要自己修持才能夠得到。今天我要來問大顛和

尚，問的東西也是大顛和尚的智，不是我的智。所以韓愈利不利？利。對不對？所以他

就很開心的要離開。因為他說：「卻於侍者得個入處」，唉呀！我今天就從侍者展現跟大

顛和尚的互動裡面，我就知道我應該，定慧要自己去修持而自悟，不可能靠著我來請問 

別人說的就可以給我。這樣韓愈真是利根器。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在講「自悟」，所謂要自悟的人，要修行的人，他一定會自我要求，他

一定會自我實踐，他一定瞭解要自我覺悟。那這裡面八萬四千法門，戒定慧所有文字般

若，這些都是指導的原理原則。那我是不是要在這裡面看到，我應該來修正我的身口意？ 

所以會不會自己要求自己？不會自己要求自己的人，也不可能成佛。你不想修正你自

己，對不對？所以自我修持，一定是要悟，要悟到定慧不二，這樣才是到家，才是功夫

摸到了。所以不是在於諍辯。 

你要諍，定就一定要怎麼修，慧又一定要怎麼讀，你這個想法等等，所有的人的想

法，都回給，還給他自己，實相不是靠你的想法而想來的，這不是世間想法的東西。你

要揣測人家，揣測他一定怎樣怎樣怎樣，那都是你的心在看他，那真實的相狀誰又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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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呢？所以諍論先諍論後，這個不是修行人。所以這裡面「若諍先後，即同迷人」。如

果只是為了要諍論，我這個定跟慧，哪個先？哪個後？或是我哪個法門，我這個怎麼樣

的殊勝，那諍論這些，其實跟迷昧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真實你知道這個法門，你相應，你用，你可以契入，這個就是你的最殊勝。對於別

人這是不是最殊勝？不知道，不一定。但有一個概括的，概括的種性跟一個原理原則，

佛都有說。法門也都是這樣，「不斷勝負，却增我法。」如果你只是在那邊諍論的話，

沒有斷絕諍勝，諍勝負，就是誰對誰非，誰強誰弱，所以這樣子只是增加了我見，也就

是我執跟法執。這個跟修行，跟轉凡為聖，跟體得清淨自性，完全不搭嘎，所以這個是

不離四相的樣子，所以他不離開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還是一樣是一種執著，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這樣一讀就知道。 

所以在佛法的修行裡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共享？師兄師姐是不是常常說？唉呀！這

件事情，我有點小小的體會，法供養。法供養，讓你知道一下，這個我們念佛，當我有

一心這個迷亂的時候，我都怎麼念。那有的人說，唉喲！我在禪修的時候，當我有一個

妄想的時候，我都怎麼降伏，這個都是法供養，這個都是一種共享。那你不能夠痴迷的

在心裡想說，啊！什麼？你禪修還有妄想，你實在是很糟糕，我現在三年了都沒有妄想，

這就是叫做，這就是不斷勝負。 

有的人說，啊！你念佛還有雜念，可憐喔！我們都進了入佛三昧，這都沒有用，這

樣哪個人較快，較老實會成佛？就剛剛那一個，不是後面這一個。這樣知道意思？所以

這上面就說，如果你在這上面，只是在談論這一些，唉呀！這是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不能遠離。 

所以大德就有講，他說我們修行的時候，就是要自悟，要悟到意識心不動，就是要

悟到我們這個。我們先看，眼耳鼻舌身跟外界交流，六根涉境的時候，是不是會取那個

法？是不是就是意？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修行，憨山大師講很簡單，憨山大師講，他講

有夠白，又有夠簡單，他說，修行本來就很簡單，就是「意根」不動，意識心。眼耳鼻

舌身，六境涉塵的時候，這個意根，不要自作聰明，這個意根不動，你就看得很明白，

玄、黃、朱、紫，圓、方、長、短，所有的一切很明白。這不要馬上加上，啊！紅通通

的，俗氣；圓的，不夠漂亮，不要這樣。知道意思？所以你能了別，那意根不動，意根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煩惱就沒有了。所以憨山大師講，這個法門就是告訴我們不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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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那這個就沒有四相。 

這剛剛講到說這個修行人，如果只是愛諍辯，而不內心真的去讓自己定，也就是寂

照，能把這個對外的，對外發射的這種意圖收回來的話，那永遠只是在事相上面。話說

要悟，找到自己的本來面目，真的要下功夫，真的要下功夫。如果我們只是六根對六塵 

在外面飄蕩，每天在找那個你、我、他，你是、我是、你非、我是，反正這些交構起來

的東西，真是辛苦。輪迴啊！ 

所以如果能真實的透過佛所說的任何法門，那我們進入這個法門來修行，迴光返

照，就能夠知道，發現我們自己的真心。那我們的真心是「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在

古大德他們在講，其實任何一個修行人，有修的人都知道，你真正要看明白你生命「大

事未明，如喪考妣。」這個輪迴的路上，輪迴這樣多生多劫，就是在苦海，在三界裡流

浪，所以如果我們不悟得自己的清淨自性，你不開悟，這是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像死

父親 死母親，比死父親死母親還更恐怖。你的父母累生累劫都還是一對，對不對？那

你生命永遠在輪迴。 

但如果修行，你真的悟開了，看到自己的清淨佛性，「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如果你這件事弄明白了，悟開了，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也一樣，好像是死父親和死

母親，前面是悲哀，後面那個真正的不再有父母了，那個自在出來了，這個是一個譬喻。

所以有的人說在覺悟的刹那，痛哭流涕，千劫萬劫的那個辛苦，終於找到了生命的本源，

看到了自己那個佛性，那個平靜，所有的一切明白了，認識自己了。所以有的人是痛哭

流涕，我終於懂了，有的是哈哈大笑，而是終於哈哈大笑。這個是如喪考妣是一個譬喻。 

所以古德有講：「瞥然一笑，直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如果你能徹見，徹

見你的清淨佛性，你悟開了，你跟過去、現在、跟未來的諸佛一樣，同一鼻孔出氣，所

有一切就只有實相，在這裡面心不動，悟道了就是這樣。「忘失身心，泯滅人我，與虛

空合而為一。」同學！聽一聽有沒有很羨慕？要定慧等持。 

你如果不看清楚，你如果不看清楚，然後自己在這裡面，以自己的一點小小的知見

以為慧，那冤枉路。那我們前面有講過，所謂定，凡夫就是不足；二乘人就是太過。凡

夫的定不足，所以滾盪，在所有的意識海中，所以他是不足，或是沒有。修持會有個過

程，世尊教導的，光定學這個部分，祂有講如何四禪八定，九次第定。這每一個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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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在證悟的過程，那不是語言文字可以隨便這樣形容的，「唯證乃知，如人飲水」。

可是如果今天大家讀一讀這個定慧等持，定中有慧，沒有錯，我們剛剛介紹是，其實定

慧是一直在，如果你在修行的話，你想修行的話，有精進的話，那裡面是有漏的，要轉

到無漏。 

有的人定功很好，一站好幾個小時，不動，三天不開口，沒事，但是智慧不一定現

前；有的六根寂然，看起來不會有多大的反應，智慧不一定現前，這個都是過程。有的

人說，定先慧後，慧先定後，這都是過程，最終是定慧不二。但這個過程也要願意修，

是不是？也要願意修。 

話說，話說這個迦葉尊者，在世尊的座下修苦行的，禪定功夫了得。迦葉尊者，大

迦葉，世尊入滅之後，他入雞足山，進入深深的禪定中，等待彌勒菩薩到世間成佛的時

候，他再把這個衣鉢傳下去。這個迦葉尊者的定功是了得的，所有外境的一切如如不動，

但說這個功夫還是有深淺之分。有天人，有一天就作這個樂、樂曲，作這個樂曲，然後

讚頌佛之功德，那當然是他相應的，於是所有的弟子們、阿羅漢，所有的弟子們，在那

聽了這個樂，如痴如醉，於是不由自主的，大家都起來跳舞了，真的是忘我了，這個大

迦葉也起來翩翩起舞。後來呢？唉呀呀呀呀！才知道還沒到家。是不是？ 

那我們凡夫俗子，理現在讀一讀是不是都懂了？是不是都懂了？如果今天外面有一

個什麼風吹草動，你光走出大門，我看你就沒有定了。這個上面要做功夫啊！這要真正

的好好修，好好學習。在修行的過程，戒定慧三無漏學，在定這一個過程，它就是邪正

分野的地方。 

你說戒，你如果看戒條，以戒相，大家都一起來持，都可以持得好，可是內心想法

不一樣，他所體悟的不盡然相同。那你說定，世尊有教導的這個定，祂有教導，你在一

地會有什麼感受，你要捨一地入二地，有入、住、出，每一地都有入、住、出，四禪八

定都這樣。難道世尊說的是謊話嗎？不如六祖惠能大師講的定慧一體，不是二嗎？其實

都是一樣。 

世尊是把過程都講出來，細細的每一段每一個關卡，你會怎麼樣，會怎麼樣，會怎

麼樣都講出來。所以凡夫的我們來講，我們如果能夠真正進入照世尊所說的這樣修行，

有的人他是一下很快入有漏定到無漏定，發慧；有的人你可能坐破十個蒲團，大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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瞌睡蟲一條，如果用的不對。這樣瞭解？所以要辨，要分辨，要真的智慧去辨別我的邪

正，邪定、正定，差很多。 

所以智者大師，天臺智者大師有《小止觀》以及《摩訶止觀》，他都在對於定學的

這個部分，如何達到發慧，他有很詳實的，詳實的介紹。那世尊有好多好多的為大眾開

示的法要，也都有講到定，所以雖然這個篇幅不大。六祖惠能大師他總綱來說這個原則，

事實上他要經過多少的修行。 

那理上是悟了，我們剛剛講，喔！悟了！悟開了！瞥然一笑，直與三世諸佛同一鼻

孔出氣。理是悟了，這理是悟了，事上還不一定完全做到。六祖惠能大師，我們在前面

〈行由品〉，他是不是到獵人堆裡一起生活了十五年？十五載。這過程呢？他如何定？

而在過程呢？如何在事上能夠完全的看明白，把智慧發展出來。 

所以如果有的大眾，我們理可頓悟，對不對？摸到了這個佛性，自悟，摸到了，這

個理到了，理上悟，但是六根一觸境的時候，這個習氣，這個心念又動了，這個事還不

圓滿。所以菩薩的圓滿，就是它是局部的，在事上是局部的，所以理事要圓融，他需要

不斷的修練。 

現在我們就要講體跟用的關係了。我們如果知道這清淨真心，我們的自性清淨，悟

開了，一切我執法執，生滅生滅當中你的心不動，可是能夠明瞭、明白，有沒有辦法圓

滿，有作用力發展出來？這個要經過時日，要經過一些修持歷練，藉事練心。 

那如果這一念心，有些時候在環境裡面，六根觸動的時候罩不住了，我們是不是要

寂照？是不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如果罩不住，沒有辦法迴光返照，這個時候一個

比較大的心念飄出來，動盪了，念頭起了現前一念，理歸理，那個時候跑掉了，這個時

候怎麼辦？所以佛就告訴我們，這個時候要誦經、要念佛、要持咒、要懺悔、要修六波

羅蜜，這些全部都是修行的總綱、全部。當你這個念頭又起來，你會發現，我需要溫習

世尊給我的內容，所以我誦經，那誦經是不是深入經藏？慢慢的再來念佛，念佛我們介

紹過；持咒，能夠穩定下來；持戒，一定要持戒，還要懺悔。後面有講懺悔，在定慧講

完之後，當然還有個第五品，第五品講到坐禪。 

你定慧都已經知道大原則，那你坐禪的時候你會發現，你會發現你有好多好多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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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在裡面，於是要懺悔，懺悔篇幅好大。所以如果我們只是瞭解大原則，唉呀！我

們本來的佛，我們不用修，是要修把它展現出來。如果說你不用修，你可能就大魔王。

這樣知道？ 

所以我們是念佛、持咒、持戒、懺悔、修六波羅蜜。但是呢？修而無修之心，也就

說我就是因為有雜思、雜想、雜念，所以我必須這樣來修行。可是我的修，修一切善法，

心不執著，這個就是修而無修，這就修而無修。所以最後能達到無修、無證、無言、無

說，內心寂然，而智慧朗朗清明，靈明覺性在一切當中，才是真正悟道的人。這樣補述，

同學就比較清楚，比較不會錯亂。接下來呢？六祖惠能大師又說。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

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這個地方就是要強調，定跟慧的關係呢？好比什麼？就好比是燈跟光的關係。如果

有燈，你才可能有光；那沒有燈的話，也就黑暗了嘛！所以燈是光之體，你要發生光亮，

是不是要有燈為基本？那光展現出來，是不是燈的用途？所以光是代表什麼？當然就

慧，燈就是代表定。名稱上，燈跟光雖然分為兩個，但基本上，燈的作用都是為了發光，

光是來自於燈，所以定慧也就是這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舉例。 

我們以成就者來講，以有開悟的人來講，有開悟的人，他是從本起末，就是從體起

用，從體起用。上次我們畫黑板的這個，是不是安住體？是不是佛性覺性完全顯揚，而

來用？這個是從本起末，就是從體起用。這個作用在哪裡？度化眾生。這個就是要度化

眾生，饒益眾生，下化眾生，這是悟者。 

那我們凡夫呢？我們凡夫的修行，譬如說我們學習菩薩道，發菩提心，我們是怎麼

樣？我們是看到諸佛菩薩祂們從體起用，是不是度化眾生？所以祂們是不是強調這個

光？所以慧日，慧日照虛空，所以是不是慧日？我們看到，我們從眾生其實也都在用，

只是我們用是為了利己，為了私己的想法去用。 

那麼佛告訴我們，我們先放下自己，我們也可以用，所以我們要學菩薩道。然後在

菩薩道裡面，我們在用的時候，我們就談到用。每一個用的時候，是不是為了什麼？攝

用歸體。我們是不是要攝心，在這個用的時候？這個用的所有的一切裡面，最後都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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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去看到，回來我們的體。那佛菩薩是不是從體起用？那我們凡夫是攝用歸體，所以

要不要學？是不是要學正確的佛的行為？這叫攝末歸本。 

那有的人悟就是差異在這裡，我們現在來看它的差異度，定慧不二，這一念心，大

機大用，這是不是就是講悟者悟後之後的風光？那有體有用，體不會妨礙用，用也不離

開體，這個才是圓滿，理事圓融。對不對？ 

那我們凡夫知道，原來我們的六根，其實也可以大機大用。我們有講過，是不是有

六根門頭？那你會大機大用的時候，是不是你在當下也能夠體會？那你在當下如果有飄

蕩的心，現前任何一念，根據我這個用的時候，會有看到它的圓滿度，人都會自然起覺

照，評估於自己這個用上面的圓滿程度。所以我們用這個作用，來返照能用的心體，來

返照，來觀察，於是呢？歸體來看到我們的用。然後原來我們這起心動念這個心，起心

動念這個心，是意識心。那我放掉意識心，我做是不是作用也做了？作用也做了，讀的，

讀出來東西是意識心，叫所得心。當我發現這個所得心是意識心，放掉的時候就歸體了，

你清淨就出來了。這樣聽懂嗎？ 

所以為什麼有的人能體悟，有的人不能體悟？有的人體悟，就剛剛講的，你光在定

慧的修持上面，你可能悟到體，但是發展不出來用，這個就像我們有一次在講一個公案，

法融，有沒有？是不是法融？他還是站在那個框框，不能用嘛。後來能用了，能大用，

才能夠度化眾生。 

所以我們看，原來這個用，所以我們以末法，我們菩薩道講的就是你來用，可是你

要記得，你這用是生滅法，是為了告訴我們攝末歸本，我們攝用是歸體，所以我們在度

化眾生，我們在拜懺，我們在講經說法，我們在所有做善事等等等等的行住坐臥的每一

個當下，是不是都是用？六根是不是都在用？那這個用是不是達到妙用？而用裡面去體

悟。是不是把所得心消弭掉？這個就能夠藉由這個返照能作用的體，也就是那個覺性， 

也是那個佛性。所以我們凡夫是什麼樣？是使用「用」來歸體。那佛菩薩是不是從體而

來發生作用？ 

那我們修行也是有這兩種路線，其實修行有這兩種路線。有的人他就是完全深入經

藏，或是修習定。那這個定裡面，定的體會，由經藏裡面來注入那個內容，所以因為透

過佛所說的方法，進入了無漏定。所以無漏定中開發了，知道，匯歸，知道自己的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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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這個佛法，宇宙人生的道理，也能透過佛的知見，三藏十二部裡面描述得很清楚，

之後是怎麼樣？就開始悟後起修。 

怎麼修？站在體上面而來圓滿報身，佛的三身具足。對不對？所以來報身。那這個

中間呢？就是叫應化，以自己本身是不是就叫應化？那以度化眾生，成就眾生的功德而

言，是不是圓滿報身？這樣的意思，圓滿功德。所以我們要瞭解，如果修行，你只悟到

體，而沒有走到用，那這個是不見真章的。所以有人只悟到體而不能用，那麼與所有的

人都無關，所以一定要體一直到能用，這樣子。 

《涅槃經》裡面有講：「定多慧少，增長無明；慧多定少，增加邪見。」，所以《涅

槃經》裡面講的，是不是定慧它有分比例？是不是它還是在一起？可是你定多慧少，是

不是增加無明，增長無明？你定多慧少，你智慧不現前，你沒辦法使用。慧是拿來用的，

就是燈有發光，你只有一盞燈，都不點亮，那盞燈也是沒有用的，這樣的意思。 

那你說慧多定少，增加邪見，這就不能用燈來講了。就說有的時候，你好像有一些

知見很多，可是你定的功夫沒有，你就不能夠真實的在這裡面自己也成就，對外的評估， 

各方面，也都不會是實相，所以增加邪見。 

我們現在有沒有看到很多人讀書讀得很好？那有沒有 EQ 很好？他有 IQ 很高，EQ

不見得，是不是？很多社會案件都這樣。那有的人 EQ 很好，是不是也一樣很有智慧去

領導大眾？那看情形，有的也不盡然是。對不對？那佛在講的是定慧等持，是 EQ、 IQ

是完全滿分，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裡呢？定慧，這個定慧的這個內容，跟同學介紹一個永明智覺禪師的定慧相

資歌，在黑板上有一些補充資料。所謂這個定慧相資就講，彼此，這個彼此是一致的。

「法性寂然體真止，寂而常照妙觀存。」也就是定慧，也就是止觀。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我們清淨佛性，這個法性是寂然，這個就是體，那你真的也就是能定，也就是止了，所

有外界的生滅的這些，你都不動，你不會在意。「寂而常照妙觀存」，你安住在這個體，

清淨當中，在所有生滅法裡面，看得很明白，然後妙法塵，你也能夠藉助六根的大機大

用，那這樣子就是圓滿了。 

這過程呢？他講到：「定為父，慧為母，能孕千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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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成佛祖。」所以是不是定慧要等持，才能成佛祖？「定為將，慧為相，能弼心王成

無上，永作群生證道門，即是古佛菩提樣。」這是講相狀上面，你定是不是才能夠把這

個路導正？智慧相是不是才能夠為其所用？所以能夠導引這個心王。你只要記得這個心

王，就是有運作的意思，可是心王的體呢？佛性的體沒是非，它是絕對的。那這個心王，

就是能運作的意思，所以他能帶引那個弼，左輔右弼就是帶引，輔佐這個心王成無上。

是不是能夠迴光返照，知道？ 

你現在心中如果對於什麼都有感覺，現在有隻蚊子叮你，你會感受什麼？癢， 其

實感受癢而已。是不是？那這個感受癢，它是沒是非的。可是你如果這個蚊子叮你，那

你感受癢，唉呀！這個感受是六根，這是生滅法，癢，等一下就不癢，明天也不會繼續

癢，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沒是非。是不是能弼心王成無上？把這個心王這個啟動，剛

剛啟動的這些念頭，其實有跟沒有都不重要，你只知道有一隻小動物叮了你，吸了一口

血，牠今天好活，你也不會死。是不是這樣？然後這就過了。那你這心中朗朗清明，是

不是就在這道上？是不是就在這道上？「這是古佛菩提樣」，你也布施供養，人家說頭

目髓腦，你不用，你就半滴血。是不是？ 

那如果說「定為將，慧為相」，如果說蚊子叮了一口，好癢，喔！真敢！敢這樣吸

我的血，這多珍貴，這個上面是不是就開始癢也痛苦，血也不捨，那個蚊子也可惡？這

如果不打死牠，晚上我不用睡覺了，未來心具足。是不是？尋尋覓覓不見牠蹤影，心裡

心浮氣躁也。 然後趕快去點個蚊香，煙霧瀰漫，啊！蚊子還沒怎樣，我幾乎中毒，是

不是造作萬端？是不是？ 

你給牠想，牠已經吸得很飽足，牠等一下晚上就不吵你了，這看你怎麼想，是不是

這個上面，你到這個上面是怎麼樣？人就是這樣，光一隻蚊子，一個悟者跟一個凡夫，

一樣是叮一口，他後面發展出來的內心世界，差可多著呢。這樣瞭解意思？所以一個是

證道門，一個是輪迴相，那你在所有一切裡面，其實就這樣。你在時間空間裡面，其實

眾生活著的相狀，環境沒有大差異，但是你內心的寧靜，你內心是不是安住寂然？佛祖，

成佛祖菩提樣，那就不一樣了。這樣很容易懂？ 

所以我們這個定，定慧等持，定跟慧的使用，這上面他說：「或事定，制之一處無

不竟。」在相上，在相上，如果你要修行的時候，你真的把自己能夠在相上定下來，制

心一處，沒有事情你看不明白的，什麼都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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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性。」那如果說你要從內心，就所有的事上，事相上面，

你去看到它的真理，然後去看到你內心啟動的這些，那你直下就去知道，生滅萬象所有

一切背後，無常的背後，我的覺性是常住。所以生滅法的背後，它不可掌控，所以這個

地方是無生滅。那我這個內心的啟動，觀心性，我這個心能認知，這是了別功能。可是

這個心的認知，所認知的所有這些內容、這個道理，能觀之人、所觀之法，這個理也知

道，這是因為我是一個人，是不是因緣？是不是法不孤起？那當我知道這個心性，在這

樣的狀態之下，產生的這些，也是理而已。當我放下這些，觀心性，法性寂然，這個時

候也就能悟，這是從理定。 

他說：「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算。」或是你就這件事情來觀，那你就知道，這個

事情它終究是會過去的，成住壞空，所有的一切都在變異中。那我針對於這個因緣法，

現前結構的時候，生籌算，應該不泯事嘛，應該要怎麼做，相應因緣去圓滿它，所以是

不是「明諸法相生籌算」？就事來觀，是不是知道它的處理辦法？ 

「或理觀，頓了無一無那畔。」那你對於這個事情的道理，我剛剛要做這件事，該

做這件事的道理，也知道該做什麼事就好，之後一切放下，頓時就明瞭，沒有所謂你我

他是非等等的無那畔，就沒有分別心了，也知道這一切終歸寂然。這樣大家瞭解意思？ 

所以我們呢？你在定，你就事，就這件事，你把它專心的在這裡面，你一定會完成

它，會看得懂，一次、二次、三次、五次，你就會懂。就它的道理來講，你慢慢去觀，

它最後的道理是什麼，就在我一心的煩惱相狀的解釋裡面，當我知道這個解釋，這個解

釋也是虛幻的，也是相應於我的智能，我的經驗值，所以我知道這個觀這個心性，這就

是所謂眾生萬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