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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0》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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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上面其實所有一切，本來就

會懂得放下。就理來定，就事來觀，是不是知道我應該怎麼處理？就理來觀，沒有什麼，

生命的一個一個的緣起，你一個一個的去圓滿。 

所以這一段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一體無二頭，等學莫偏修。」這裡面呢？ 這個大

德又講到：「散亂全因缺定門」。對不對？同學，我們會不會散亂？「愚盲秖為虧真智」， 

為什麼會愚癡？沒智慧，沒有真實的智慧，因為你在世間的想像而盲亂。「真實言，須

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佛所說的，真實教導我們的智慧的道理，我們必須聽，這些

道理同樣標記，都是要指標告訴我們，我們就是要走到開發自己清淨的佛性，找到自己

的智慧，證得，這是佛也為我們授記的，祂開示悟入嘛！ 

「定慧全功不暫忘」，所以真正要修行的人，你要知道定跟慧相資，這相輔相成，

這個全部的功夫，全部的功用，你都要把握，不暫忘。「一念頓歸真覺地」，只要你好好

把握，不管你就事、就理，就事觀又理觀，這裡面呢？「一念頓歸真覺地」，你就是會

真正回到，你會悟開的，你真的能覺的。「定須習，慧須聞」，定要不要習？要，慧須聞，

這三藏十二部要不要深入經藏？要。「勿使靈臺一點昏」，不要讓你這個靈山塔，不要讓

你這個靈山塔上面，這是昏昏沉，昏暗。 

「合抱之樹生毫末」，合抱就是大家要用很多人圍起來才抱得到的這顆大樹，它原

來最早的地方從哪裡來？一顆毫末的小種子這樣發的。「積漸之功成寶尊」所以修行，

定慧、定慧、定慧就這樣修，你慢慢慢慢一定會成寶尊，就是會成佛的意思。 

同學讀到這裡，有沒有受到鼓勵？這個永明智覺禪師的鼓勵。他說我們眾生其實有

時候聽佛法聽很多，真正要修的其實不多，真的不多。那如果你聽聽很多，多知見，倒

不如你乖乖的，真的，講到坐禪的時候，大家就來坐禪吧！坐禪之後才發現，麻、脹、

痛啊！心思亂竄，煩惱無限！繼續跟著它走，懺悔吧！它這裡面，聽聽這些有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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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的有幫助。 

那我們漸次修行，漸次修行是我們中間的過程，沒有人一步登天。在很多的經論裡

面有講，它講，有的佛祂這個定的功夫很好，安住十小劫，進入深深的三昧中，智慧不

現前，智慧還未現前。那大眾呢？大眾就供養這個佛，這個佛進入深深禪定中，那到多

久之後呢，智慧現前？於是就開始怎麼樣？開示悟入，講經弘法，開始度化眾生。這個

當然也是給我們介紹修行裡面，有人他定再發慧。這個講說祂幾劫智慧不現前，祂幾劫

智慧不現前，之前不叫佛，祂不叫佛。所以有的人如果他現在定功很好，他還不是佛，

他智慧還沒現前；那如果你現前的智慧是邪智，他也不是佛，他叫魔，這樣子。那接下

來我們來瞭解下一段，下一段經文。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 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 

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

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 

先瞭解這一段，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又對大眾開示說，他說善知識，所謂的一行

三昧，這個是六祖惠能大師特別提出來的一行三昧，也就是說在「於一切處」，就是無

論何時何處，在在處處，無論你是行是住，是坐是臥，都恆常行一直心是也，都是安住

在一直心之下，這是一真法界，就在一真法界之下。 

那先消文，淨名云，淨名就是維摩詰，《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菩薩品〉第

四品，〈菩薩品〉裡面有講，「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這個直心是什麼意思呢？質

直而無諂曲之心，就是這個心是乾乾淨淨的，都沒有阿諛奉承，任何其他的想法，乃一

切萬行之根本。就是你要行所有一切菩薩行，真的所謂清淨行的根本，正直無虛假的意

思。所以如果一個人能夠一直這個心是安住在清淨，沒有虛假的心，不要在心裡有彎彎

曲曲的想法，轉來轉去，想來想去，揣測東，揣測西，這完全光明的這種心。 

「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如果有人只是在口中說，直心啊！直心

啊！那嘴巴上說，嘴巴上說著一行三昧，但是行住坐臥，所有的行為裡面，他不是這樣

的，他是在諂曲中，他不行直心的，那這個就不是修行人。所以你要成就，一定要但行

直心，一定要直心，對於一切的法都不要執著。那這個只是消文，我們瞭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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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一行三昧，所謂一行，這個行是什麼行？菩提行，清淨行，光明的。所以我

們這個心專於一行而修習的正定，那這樣子，所有的行住坐臥一切裡面，就是都圓滿，

都真心嘛！那在經論裡面有分，理之一行三昧，跟事之一行三昧。所以這個理的一行三

昧，理之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觀法界平等一相之三昧，也就是你要心所有一切，你要平靜

下來，來看所有的一切，緣起都是平等的。 

「入此三昧，則知一切諸佛法身跟眾生身為平等無二，無差別相，故於行住坐臥等

一切處，能存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你只要看到任何的所有世間的現象，你

只要看到世間的現象，你都把心先平靜下來，不要起五蘊；那你觀，觀的話就是智慧之

觀，觀照，平靜，沒有五蘊，然後知道這是法界平等觀，這是法界平等一相。這個叫什

麼？蓋經布，法界平等一相，它叫什麼？因緣和合；它叫什麼？物質，是物質的生滅法

去和合。有需求是不是因緣和合？在過去有世尊所說的，這些大弟子們把它集結，結集

成經典、經論。對不對？為了恭敬它，所以我們要保護它不受汙染，是不是精神層次法

界緣起，有這個需求？然後我們取某一種東西來把它做成，是不是因緣和合？做成我們

要保護這個經論，來表達我們對它的恭敬，它的殊勝，所以成就了這個蓋經布。 

所以這個蓋經布的事上面，事上面是不是因緣法？因緣法是不是生滅法？它的理上

面，它的理上面是不是法界緣起？也就是精神層次需求，在這個環境裡面，很圓滿的一

個緣起。好，這個蓋經布這樣解完了。是不是法界緣起？ 

好！再來看一個人，你兒子好了，來看你兒子。你兒子這個人是不是事？是不是就

是物？你兒子這個人是事，也就是物，是不是因緣和合？是不是父精母血？是不是？是

不是生滅法？是不是那一年的那一天的那個時刻，父精母血孕育在肚子裡，然後之後是

不是經過時間，然後孕育，是不是有乳水食物等等等等？是不是一個生滅體？你兒子是

不是一個生滅體？相上是不是這樣？ 

然後他的精神層次呢？他精神層次，為什麼會有你的兒子？因為你有需求，你想要

有兒子，因為有因緣。對不對？那因為有因緣，有所有的一切，是法界緣起。這裡面呢？ 

所以你兒子出生之後，他生滅的這個個體，你可以掌握嗎？你可以掌握嗎？可能你要給

他喝 S26 或嬰兒美，可以掌握，可是你卻不能掌握他消化吸收。S26 跟嬰兒美跟你的關

係，是口袋錢的問題，是不是也是生滅法？可是他背後是不是又有法界緣起？因為你尊

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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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兒子他的精神層次的內涵，他的智慧等等，你能掌控嗎？可是他怎麼那麼

小，就懂得要愛爸爸愛媽媽？是不是他也有覺性？他分別了別人不是他的爸爸媽媽，就

你才是他的爸爸媽媽。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因緣中又有他不可思議的覺性，接受教育

吧！啟發吧！學習吧！好的、壞的，他的精神層次是不是在填補中飽滿？也在啟發開發

中，也是生命在這個時段裡面的一個用途。跟你的關係是不是父子或母子？跟他自己以

後成長同學的關係，是不是叫同學？跟他以後長大的關係，是不是他有他的妻兒子女？

是不是有他的人際關係？這些是你可掌控的嗎？這樣懂了嗎？ 

你在看這些的時候，是不是看跟這個蓋經布一致嘛？雖然它是物，你兒子身體是不

是物？你兒子身體裡面的精神層次，是不是你不可掌控，也不可思議？這個蓋經布到底

裡面蘊含了多少古德跟現代人對於佛法、對於佛經、經論、經典的尊重，從這一部裡面

能夠體會到什麼樣的深層的意涵？是不是也不可掌控？也孕育無限。 

你今天到哪個大道場看，去看到蓋經布蓋的，唉呀！那一部是什麼經？可能成佛的

《法華》，開悟的《楞嚴》，然後就開始進入了。所以這個時候你在理之一行三昧，定心

來觀這所有一切，是不是連結又連結又連結，又無限，又不可思議？這就是法。當你能

夠從這裡進入的時候，你就知道諸佛跟眾生平等無二，無差別相。你來看諸佛，佛是為

什麼叫佛？眾生迷，佛不迷，比對之後，祂完成，祂叫佛，我們叫眾生。 

你來觀察你兒子，來思惟你兒子，最後你會發現，你兒子所擁有的東西你都有，你

的覺性跟他的覺性，是不是一致？雖然他現在叫五歲，你現在叫三十五歲，也可以說他

是二十五，你是五十，但這裡面是不是一致？但你能觀察他的心，然後再看這個法界平

等觀等等，你是不是體得？體得了時候，你的心自由自在，他也能體得，也能自由自在，

所有一切都這樣。你如果把握這個原則，你就懂怎麼修一行三昧。 

不管你行住坐臥，行的話是你的身體在走動，是你有雙足，而你有一個生命的意圖

在裡面，你需要去到哪裡？去菜市場買菜，是不是還有一個理在背後？一個精神層次的

事情在背後，所以理跟事兩個，是不是合起來要一致？你去買菜，是不是行？然後你這

個意圖是為了什麼？是不是在這個法界緣起，在這個時間空間裡面，要滿足於這個家族

裡面大家不飢餓，這個飲食嘛！對不對？食衣住行，生活的必需。所以在這裡面是不是

平等？一切平等。你走到菜市場去，跟你去上廁所，是不是一致？來！要去上廁所，誰

可以替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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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趙州禪師，這趙州禪師大家都知道，趙州禪師常常有一個公案叫「狗子有佛性

無？」這個公案，有一天有一個學人，他就要跟趙州禪師請法，這個趙州禪師他就跟他

說：「我現在很忙，我要去上小號，沒空跟你講話。」於是他就往茅房的地方走，這個

你能不能懂這件事？他說上小號，小便這個事，是這麼的簡單，是不是很簡單？卻沒有

人可以替我上。成佛這件事，是這麼的簡單，或是難，要看人，沒人替你成。 

所以一行三昧剛剛講了，你看所有的一切，物質跟你相對的關係，就叫生滅法。它

背後的道理，就是空，畢竟空，也就是妙有。呈現的關係法，是不是就在時間空間裡面？

是不是緣起？最後會不會緣滅？會。如果你的心一直是真心的，在體悟所有一切，就是

常行一直心，就是安住一行三昧。 

接下來，講到修行人要行住坐臥之間，一直心是也。也就是這個心質直無諂曲，不

會彎彎曲曲的，有那種邪思邪想、不單純。在這裡跟各位同學舉一個禪師的故事，能夠

瞭解一個修行人，他如果在修行的時候，要讓這個心乾乾淨淨的。 

話說這個妙普性空禪師，這妙普性空禪師是宋朝的漢州人，那這個禪師他依止在黃

龍禪師座下，自己很用功，很用功的修禪、修行，終於有密受心印，也就是有悟開。那

這個妙普性空，他品格高古，氣宇宏邁。也就是這個人真的是很直心，性格上面很明白， 

氣宇軒昂。 

那話說他因為參得古大德有一個德誠禪師，大家應該記得，船子德誠。船子德誠不

是度化夾山嗎？他呢？能夠以就死來讓夾山禪師瞭解，這個師承所傳是完整的，不再有

疑惑。所以這個妙普性空，他非常的景仰船子遺風，就是德誠禪師的遺風，於是他就到

達秀水，也就是當時船子德誠他度化擺渡的地方，結庵在青龍之野，就青龍山的旁邊。 

那個時候他就好好的修行，過程總是會有一些所謂本身在開發的一些點點滴滴，那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作務等等，常常吹一個鐵笛，吹個笛子，喜歡吟詠，作詩詞，那

當時呢？有的人當然會去給他請法，他就常常講這個偈頌。他說：「學道猶如守禁城，

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他就告訴學人，如果你要學道

的話，那麼就好比你要守著你這個禁城，就是身體六根，你要好好的持守你對外，對外

的這些路線，就好像站衛兵一樣，好好守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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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防六賊夜惺惺」，白天任何一個時刻，你都要謹防色聲香味觸法外面的這些境，

因為根是不可能不運作，所以根運作，你要謹防外面的這些東西，侵入到你的心中來，

你住在境裡，執取了。所以呢？晝，白天醒著的時候，你要謹防六賊；夜惺惺，到夜裡

的時候也要保持清醒，意思是在在處處，你都要懂得你怎麼修持。 

「中軍主將能行令」，如果你這個六賊的主帥，就是指這個心。我們心地法門就是

這樣，你六賊的主帥，這個就是中軍主將，如果能夠發布命令，可以作得了主，那這個

根、塵、所有一切都不是問題。「不動干戈治太平」，天下就太平了，也沒有什麼煩惱，

也沒有習氣，也沒有所謂是是非非。那他呢？個性就是非常的直爽，有那種氣魄。 

話說有一天，有一天那個是宋朝的時候，有一個叛徒叫徐明，這個叛徒，就強盜了，

殺掠淫奪，這樣殺掠淫奪，一直殺過來，到一個鎮，叫烏鎮。那這個性空，他剛好雲遊

四方，也剛好到這個烏鎮來，他看到哀鴻遍野，心中十分不忍，怎麼一個城鎮，都這樣

亂七八糟，這種叛徒走過的地方，可見一斑。所以他心中，這個人就是直心，現在就要

跟大家介紹直心，他就冒死，冒死前往賊營裡面，要去諫阻，諫阻這個賊，就去了。 

這個賊看到他，當然總會有一番對話。然後他跟賊說：「我，我性空，代替所有烏

鎮的百姓，黎民百姓，我代替他們就死，你放過他們，不要再殺掠淫奪」。他就跟他講

一些道理，這個賊就哈哈大笑。他就作了一個祭文，自己作了一個祭文，他說：「劫數

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他作好祭文，然後把脖子

伸出來，請你斬，斬，快斬，真是直心烈漢。有人敢這樣嗎？這是一個得道的禪師。脖

子伸出來，快斬快斬快斬，我替他們死。 

這個徐明，這個叛徒，被他的這種凜然正氣震懾了，就向他禮拜，禮拜完之後就說： 

「退！」修行，真正你內心是正直的，是慈悲的，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沒有那些彎彎

曲曲，沒有那些阿諛奉承。當然行菩薩道裡面，要有方便善巧，那是另外一番展現。但

在正是時候的時候，他沒有害怕生死，他說：「劫數既遭離亂」，如果這是個劫數，「我

是快活烈漢」，很瀟灑，「如今正好乘時」，乘著這個機會，我可以好好供養一番，「請便

一刀兩段」。這個就是禪師的德風。 

我們一般呢？就在自己的這些林林總總的欲望名利之下，鑽來鑽去，慈悲對大眾，

慈悲想度化眾生，也是真的慈悲，不為名利。這個地方就是要跟大家講到「一行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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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在修行的過程裡面，就是因為他的六賊，在外界的這些，你一直跟它勾搭，可是

當你靈明覺性現前，你又何來淪陷了呢？所以不會，直心是淨土。 

有的人呢？有的嘴巴說說一行三昧，可是他的內心卻有著很迂迴、諂曲、狡詐之心，

所以這裡講的這個禪師，是不是就是一種很光明的體現？這個一開始，就讓大家有個鼓

勵。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一段經文。 

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

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迷昧的人，執著的人，他們總是會執著在一切萬法之相，不管你是欲望的，不管你

是精神層次的，不管你是道理上的，都會在這上面有所執著。有的人執一行三昧，執著

什麼叫一行三昧，其實誤解，誤解一種特殊的狀態。要維持這種狀態，來進入三昧的定

境，然後「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堅持著要在長時間裡面，一直是靜坐而不動，

以達到自己只要妄想雜念都不起了，這樣就叫一行三昧，也就是執著一種定的相，認為

這就一行三昧。 

那六祖惠能大師就要破除大家偏差的以為，所以他說，「作此解者」，如果你只是如

此的理解這個定的功夫，那智慧何在呢？所以如果只是如此理解，就是想要把自己變成

無情之物，我們是不是有有情眾生跟無情的山河大地？所以只是要把自己動物變植物或

變礦物，那這個是大錯特錯，他說：「却是障道因緣」，這個其實是障蔽聖道的一種做法。 

那修行裡面，很多人就會誤解，不懂，所以有的人修禪修，只是為了要證得無想，

結果他果報就是無想天，這是外道。但修行裡面要怎麼樣來進入定？又怎麼樣來發展

慧？又如何在定慧不均，有時候是定大於慧，有時候是慧多過定，但如何這過程裡過關

斬將，無限開發，一直到能夠圓滿證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這裡面點點滴滴的發生，

這不是三言兩語可說。那他最主要就要指出，指出所謂的一行三昧，並不是你只是一直

坐著，一種修行的樣子，這樣會阻礙你自己。 

那今天有時間，我們來跟大家解釋，禪修到底是怎麼運作？在這裡再給大家做個補

充，也就是還是宋朝的僧潤這個禪師，這個禪師他就講：「了妄歸真萬慮空，河沙凡聖

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皆如鶴出籠。」這個就是在修禪定的過程。我們開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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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了妄？眾生是不是在有念當中？念念都是虛妄的攀緣附會，所以如果你能夠了

妄，而迴光返照，清淨的覺性這個上面知道，這所有一切是虛妄的。了妄歸真，攝用還

本，再歸體，攝用歸體，所以萬慮空，這所有的思慮，你自然能夠體會到那個空性是什

麼。這個是「河沙凡聖體通同」，如河沙那麼多的眾生，不管你哪一道，凡夫聖者都是

一樣，都有這個佛性，也就是覺性，沒有一個人少一分，也沒有多一分，都是一致的。 

但我們凡夫呢？「迷來盡似蛾投焰」，我們凡夫，就是在六根跟外界六塵涉入，我

們是活在時空中、現象中，所以這樣交涉的時候，就在這個外境上面執取，其實是不是

就飛蛾撲火？就是「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皆如鶴出籠」，其實悟開的人就好像鶴，鶴

比蛾大隻，這個鶴出了牢籠，自由的飛翔而去，一點都沒有束縛。這在修行的過程。 

然後後面的這一段，「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心心地，休苦

勞生睡夢中。」如果你可以瞭解，靈明的覺性就像月一樣，它呢？可以映千江萬水，在

所有在在處處裡面，都會明明白白。那你不管走到哪裡，「孤松聲任四時風」，不管山河

大地，所有的景致，人事物等等的，你都自由自在，自己本身擁抱這個明月，意思就說

佛性常在。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會阻礙了你。那我們在所有一切裡面，「直須密契心心

地」，這個覺性，任何的一切就要把握好，把握好你這現前一念。 

如果果真一切如此，「休苦勞生睡夢中」，生命的一切，所謂你解釋感受到的勞跟個

苦這些東西，其實萬般皆休，萬般都是虛幻的。然後所謂生死生死，其實就如一切過往

雲煙。你過去的那些害怕、那些心念，唉呀！那到底是真是假？你在所有要行菩薩道，

要圓滿之前的所有一切，其實生死也不二。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在修行過程他有由定，「了妄歸真萬慮空」是不是定？就是定。

「河沙凡聖體通同」，是在講每個人這個本體。那如果悟開之後呢？這個智慧就在你悟

開的時候，本身每一個人都有佛性，跟世尊一樣，諸佛一樣，智慧會現前；所以一切的

山河大地，所有一切，都沒有束縛，所以這才是不障道的。 

那我們凡夫總是在掂量，就是每天在拿捏拿捏著，我這事情應該怎麼辦，這件事情

很煩惱，在我的利益的角度之下，我應該怎麼做？所有的一切，不是在看自己的利益，

就在看什麼樣的利益，就在看自己的這個心思裡面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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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禪師，叫石屋珙禪師。這石屋珙他就說，他說我們眾生是怎麼樣呢？他說：

「手攜刀尺走諸方，線去針來日日忙，量盡別人長與短，自家長短幾曾量？」他說就像

一個裁縫師，手裡拿了一把尺，還有一把刀，然後四處遊走，其實凡夫就是這樣。線去

針來日日忙，那縫縫補補，拉來拉去，合來分去，你要裁縫嘛。「量盡別人長與短」，每

天都在量別人的身上，長短等等等等這些，是是非非、你對、他對，你怎麼樣、我怎麼

樣，想法太多了。「自家長短幾曾量？」好好為自己量吧！好好為自己量量自己的長短，

把箭頭指回來吧！ 

要真的這樣修行，才不會被外界的這些迷惑，但也不是死寂的進入一種定中。一開

始就給同學講著，我們修行裡面還是把六賊防好，那真正開發出來，也不是防好，進入

定，這樣就好了，以下開始就要講，這個由定中能夠發起大智慧。下來的一段經文。 

「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

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

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這個地方惠能六祖大師，他就在說修行的過程，它必須一路通達，不可以中間你就

切斷了。所以他說：「善知識！道須通流」，所謂的這個道，它必須是暢通的。「何以却

滯？」而為什麼却產生了有一些，不瞭解的人他停擺了呢？那我們只要「心不住法，道

即通流」，我們只要心呢？對於萬法、現象、道理、有為、無為的這些，你都不執著，

你都不執著，這樣子你這個路，才能一路暢通。 

「心若住法，名為自縛」，如果把這個心停滯下來，然後成了槁木死灰，焦芽敗種，

那也就是名字叫作繭自縛，作繭自縛。這個地方是在駁斥，有的人只一昧的想要進入一

種定，修禪定的時候，因為這是定慧等持第四品，所以他先講，有的人他就只是為了要

達那個定。唉呀！我的心都不寧靜，所以我只想要得內心寧靜，不思不想，這個是作繭

自縛，智慧沒開，哪能成佛？ 

所以如果說，「若言常坐不動是」，如果你以為要恆常坐著不動，才是一行三昧，那

就如同《維摩詰經》上面〈弟子品〉裡面有談到，舍利弗在林中宴坐，這個宴坐就是安

身正坐，也就是禪坐的意思，坐禪的意思。他在樹林中在打坐，然後維摩詰居士走過來，

就喝斥他，就喝斥他說，你以為這樣坐，就是叫禪坐嗎？就叫禪嗎？當然後面就有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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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大段維摩詰居士跟舍利弗的對話。這裡我們不是講《維摩詰經》，所以不引述太

多。 

但同樣我們必須瞭解，這個禪坐裡面有好多好多的過程，好多的內容，它不是三言

兩語。同學！你要真的開發自己的話，你就好好從頭學起吧！讀一部《六祖大師法寶壇

經》，就能夠得定慧等持，那也奇哉！奇哉！不大可能的。你還是懂了它道理之後，好

好修持，去參加這個所有指導的課程，這樣比較安然。 

所以他說善知識！還有人只教授人家好好的靜坐，然後教導人在靜坐裡面就觀察，

觀察自己這個心，讓這個心很安靜很安靜很安靜，要契入寂靜當中，身心都不動，思慮

也都不再有。思慮不起，就以為這樣子就是叫做功夫，就從這個地方做功夫，其實這是

做功夫的開始，沒有錯，但不是結尾，答案不是要這個，答案是要成無上正等正覺，開

發正智。 

那「迷人不會」，迷昧的人他不知道整個過程的發生，他不會，不能會意它裡面真

實的道理，然後變只是執著著靜坐的這個相，最後執著反而就是成就另外一種顛倒，那

這個顛倒的人，其實是很多的。 

如果只是這般的教導大家，進入到一種無思無想的定境當中，要知道這是大大的錯

誤，這個是焦芽敗種。我們來談談，我們眾生是不是染汙？眾生是不是都在染汙當中？

染汙裡面又不知諸佛所悟得的實相之理，又不知真空即妙有、緣起性空，所以眾生是不

是染汙無知？是不是在染汙中？其實是無知的。 

很多修行人他想要達到我定，那我心中沒有染汙，我都沒有思想，那也不再起心動

念。不染汙的狀態，可是還是無知，還是無知，難道知了什麼？只知道定境。那諸佛呢？

諸佛可以盡除不染汙無知，也就是祂不染汙，盡除掉無知，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菩薩

是不染汙，從無知中慢慢去開發，得智慧。所以他是從不染汙，分分在斷這個無知，所

以就是證得智慧。如果羅漢呢？就是不染汙無知。這樣知道意思？ 

只端住在自己，以為一切空的體會，二乘人！所以講二乘人並沒有證得如佛的智

慧。我們凡夫呢？染汙無知，要斷，要先把這個染汙轉嘛，對不對？然後無知的部分，

是不是要慢慢開發？要學著這樣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