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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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六祖壇經 4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1》 

             印可法師宣講         

那說到這裡呢，我們就來瞭解一下宴坐。這個宴坐，就是坐禪的意思。這個宴坐，

端身正坐而入禪定，這就是宴坐的定義，宴坐也就是坐禪。那禪是什麼呢？禪就是靜慮。

你在不染汙的時候，不染汙，內心沒有這些雜染的東西，不起思慮分別，然後這過程裡

面，會慢慢的開發，就是真實的智慧會現前。 

那禪坐，世尊當時成道的時候，祂在菩提樹下，是不是端坐靜思？是不是也有定的

樣子？雖然六祖惠能大師說，唉呀！常坐不動，妄心不起，這是錯的，可是他並沒有否

認，他並沒有否認經過這個過程，他只是說凡夫都不懂，所以以為坐就對了，其實坐裡

面，還有後續的發展。 

那我們就來瞭解釋迦牟尼佛跟古大德，給大家一個完整的介紹。世尊在成道的時

候，是因為在菩提樹下端坐，端坐靜思，所以佛教坐禪的開始，就是由世尊成道所示現

的，所以大小乘、二乘，都有講要修習坐禪，都有。所以它的類別有很多很多種，就是

你要學禪修的時候，要看你的根器，你所執著的內容，你現在所遇到的瓶頸，所有很多

辦法，有數息、不淨（就是不淨觀）、慈心，有的人瞋恚很重，因緣觀，有的人很愚癡，

什麼事情都看不明白，在那邊繞不出來，所以要教你觀因緣觀，還有念佛。那念佛也一

樣， 你從雜染當中能夠淨下來，四無量心等等的這些都是禪法。 

那這過程如果你用相應於你的辦法，慢慢的修行裡面，會產生所謂很多很多種三

昧，首楞嚴三昧，什麼什麼三昧，一些的三昧。那我國就中國自從菩提達磨東渡之後，

也就是到我們中國之後，禪宗就漸漸的興盛起來，所以禪宗專修這個禪，為它悟道的要

法，就是為它的法門，為這個辦法。所以把禪而進入到三昧，它這裡面智慧如何顯發，

這樣統稱叫做禪法。所以禪法不是講到只有坐，它裡面還要進入三昧，裡面的發展，一

直到你如何去圓滿。 

我們以坐禪的這一個區塊，是在講前面，在講前面。前面這裡有一些大德，僧叡、

慧遠、智顗（就是智者大師），他們這些大師都勸人確實要坐禪，確實要坐禪，才讓你

六根不那麼活潑，這一直在外面攀緣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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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同學你一天有多忙？睡醒了，睡著，其實六根是休息，對不對？睡醒了之後，

是不是就開始忙了？眼睛看一下時鐘，趕快起來，嘴巴、肚子要運作，趕快吃，等一下

要出門去上班，要說話、要聽、做事情、身心要攀緣，不要講攀緣附會，一定要在自己

的工作崗位上，要起正確的心，動正確的念，而不要是邪念歪念，是不是一直在忙碌中？

忙碌中一天到晚上，回來的時候，身疲力竭，身心疲憊，打開個電視讓這些疲憊轉移，

跟白天耗神的主題無關的休閒話題上面，哈哈大笑，是不是用根塵去創造愉悅的五欲？

是不是在五欲翻滾？欲望滿足了，也是很累，於是讓自己假死一番，去睡覺，是不是？

去睡覺，偶爾白天的這些欲望還不夠滿足，晚上夢中再來翻滾一番。好忙啊！ 

第二天重複，第二天再重複這麼忙，然後假死一番，就希望睡著的時候無夢，好像

死了。第二天睡醒，啊！我醒過來開始忙碌，眾生是不是這樣？這個智慧叫什麼智慧？

比較會講話，比較會賺錢，比較會使喚人，比較會，會拐彎抹角，這個跟成佛完全無關，

這個跟生活有關，跟成佛無關。 

所以當時這些大德都有教大家，你確實這些東西放下來吧！你好好坐上一炷香，坐

上一炷香你就會知道，中間發展了好多好多好多，智慧，要得智慧的前方便，我們就講

坐禪是前方便，不是它一定等同你就成佛。 

我們有時候坐四十九年，只是坐破蒲團，那世尊是坐四十九天，成就如來，這種坐

跟那種坐，內容不同也不同，一樣都是屁股黏在蒲團上。是不是？所以我們如果要真正

懂，你要真的坐下去才知道，你要有某種辦法才知道。 

所以根據《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上，《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裡面有講，坐禪是

有它的威儀，它是有它的儀軌。它說：「當隨時」，就是說你要知道，隨正確的時間；「當

得安床」，你要知道你要有一個可以安住禪坐的處所；那「當得端坐」，你也要真的知道

那個辦法， 如何坐下來；「當得閑處」，你真的要禪修，你要有那個智慧，有那個環境

因緣，去得一個安靜的處所，沒有那麼煩雜。 

「當得善知識」，還要有善知識指導你，有人坐一坐，等一下自己就成自己的佛，

作自己的祖，怪力亂神一大堆，所以當得善知識；「當得好善檀越」，還要有人護持你，

檀越，就有信士供養補給你所需的；「當有善意」，你要這個坐禪的時候，你的內心是柔

軟、善良的、善根，要具足善根而不是惡念，所以當有善意；「當有善藥」，四時供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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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不是有個醫藥？這裡面會有好多你需要的東西。那也要有人、有善知識、有好的

檀越來護持於你，讓你在生病的時候得善醫藥，能夠調身心。「當能服藥」，你還有那樣

的因緣，你要知道吃對藥，這當然有法藥，還有我們色身需要調理的東西；「當得善助

等諸事」，還要能夠得到所有一切適當妥當的幫助，這是坐禪的前面。 

所以有的人什麼都不具足，那你中間會發生有一些沒有辦法跨越的瓶頸，定都沒有

辦法定進去，何況慧，所以定慧等持。雖然要你好好修個禪定，也要有禪修的因緣，有

的人就好忙好忙，反正較大的叫做董事長，不然也很大的叫做總經理。對不對？有時候

好忙，忙著連吃頓飯的時間睡覺的時間都沒有，又如何真正來禪修？ 

有的時候內心能不能有那個勇氣去放下？照顧照顧自己的法身慧命，把自己剩餘的

法身慧命，就賣了那幾兩錢，古時候用兩，現在要說你賣得了多少錢。有的人老邁老邁，

拼了又拼，拼一拼，給你拼幾佰萬，給你拼個幾仟萬，你的法身慧命就賣那一些，買藥

來吃，留給子孫繼續造業，輪迴我再繼續來幫你用，就這樣子。有時候要想明白，這個

上面。 

在古德有一些幫助我們坐禪的一些指導，這個坐禪，其實就是要進入定，而開發慧，

它的方便，我現在都講前方便。所以這個古德真的笨到這些程度，他們也知道定慧等持，

可是前面的這些過程要不要？需要。所以智顗也就是智者大師，他有講《小止觀》，《修

習止觀坐禪法要》，他裡面就舉出來，他有舉出來十科，十個重點，次第的，他告訴你，

你照這樣次第慢慢慢慢，你就能進入定而發慧，所以辦法有，有啊！ 

他就講
1、
具緣，我們是不是要具足因緣？剛剛講是不是具足因緣？有。第二、訶欲，

是不是我們這個六賊要守好？不要讓它進入到你的心中，擾亂你的江山。對不對？所以

訶欲。再來棄蓋，修行過程會有貪瞋癡、掉舉、這些瞋恚、還有惛睡、惛眠這些蓋，所

以棄蓋。當你這些沒有，外在的這些寧靜下來之後，他就講如何調和，要調和身心，會

發展什麼樣的疾病，會有身體，息，這個呼吸上面，心一個浮動，睡眠這些的障礙，所

以他說要調和。 

再來
5、
方便，你要提起正念，你要有這個欲、精進、念、巧慧、一心等等的這些辦

法，然後才進入正修。前面就是全部教方便，開始正修，你要如何止？如何觀？如何止？

如何觀？止觀交疊雙運，這裡面也有細部，當你用正確的辦法進入定，恭喜！恭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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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就會發了，這個善根自然發。因為所有的眾生與佛一樣，本具清淨如來德相，當你定

是對的，開始前面是不是定多慧少？那個慧只有一點點，就是我應該往這個方向，是有

的，你抉擇了。那你進入定到這裡，正修開始，善根揚起，善根發（善發），菩提心發，

真正的善根發了。 

而且所有有指導理論，明確的告訴我們，還可以
8、
覺魔，不要被魔所干擾，心魔與

外魔糾結，這過程呢？身心兩調，當你的定修到某種程度，三昧，發慧了，善根揚起，

開始身體自然產生變化，就治病。這從凡夫的業報體慢慢轉，慢慢轉。那轉呢？能夠達

到金剛不壞那羅延身，當然這路是遙遠，但過程就是這樣來的，最後證果。《小止觀》

裡面就講這麼明白。 

當然《摩訶止觀》，《大止觀》裡面，還有另外一番的講述，當然還有別的論述也在

講，你在修行過程，如何一禪天、二禪天、三禪天，裡面會有什麼樣的體悟跟發生。如

果你這一點讓自己把這些雜亂停止下來的意圖都沒有，誰還有你的辦法？但裡面它有很

多辦法，裡面數息、不淨等等，念佛也是，念佛也是，它裡面有很深的禪意。 

那在這一段之後我們就知道，這個就是宴坐，也就是坐禪。這裡面有的人他就一心

只想要讓自己很寧靜寧靜，都不開啟那個真實的智慧，這個叫外道禪，這個叫外道禪。

知道？那有的人他可能體悟某一層次，啊！這空，於是這個就是不染汙無知。他不染汙

了，心中所有一切，這都是空、空相、空性，只入空，不見妙，不能產生妙，這種狀態

之下是小乘禪。所以禪在經論裡面，有分很多很多不一樣，那我們這裡並不跟大家做這

個解釋。 

當我們出生的時候，忙著長大呀！忙著吸取很多活下去的本能；到某一個年齡，我

要忙著學習智能，開始是學本能，吃飯拉屎這些叫本能，後來開始學一些智能，能夠在

社會上有一種功用；接下來就要創造自己想要的。前面是不是都是算很公平的？接下來

要創造自己想要的，自己想要的標準，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自己環境裡面營造的條

件，有家庭、環境、資產，然後在這裡面，慢慢滿足於自己所創造的，開始享用自己所

創造的一切。 

於是從小到現在，這個時候可以打分數，給自己打了個分數，可是赫然發現，兩鬢

發白，齒搖髮落，然後赫然發現，曾幾何時，身心不大能自由自在了，因為有疾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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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時，心思裡面綿綿密密的，會有一些憂惱的情形，這個時候如果能夠驀然回首，我

們有一次不是解釋驀然回首嗎？能夠驀然回首，該重整了，該將此生做一個整理，自己

好好來整理自己，於是進入修行，總會喜獲重生的時候，這個是第二次生。 

第一次生是不是從母親的肚子裡滑出來？第一次生，而第二次是不是驀然回首？那

我要如何從欲海裡重生？我看到我法性身，就是法身，而能夠生，這個時候功夫，一定

要有功夫，就是要用辦法，這辦法就是法門，你要有辦法做功夫，沒有那種突然一塊金

塊打下去，叩下去，這樣就開悟，沒那麼快，這個時候法門功夫終究會梢來訊息。 

這個經很有趣，看一看我們都介紹那個頂級的部分，都介紹他是怎麼開悟的，他是

怎麼看所有的心念的起伏，還包括他用了多少年，怎麼樣的刻苦耐勞，都講到最後那一

段，而不知道中間這一段，真是要真修。 

所以我們一般眾生在偏執裡面有取捨，還有很多的習氣毛病，所以必須用修禪的方

法，把這個心中的我執，心中的我執，八識田中的種子來破除。這前面的一關，像我們

前面的一個關卡，像我們前幾堂課介紹，憨山大師講，是不是就是要讓你的第六意識不

在那邊動？ 

所以修行裡面有好多種辦法，以修止，現在我們先講止，剛剛是不是介紹要修止的

條件？以修觀的話，好多種辦法，五停心觀，讓自己心中的妄想雜念能夠平息下來，那

這個時候就不需要再五停心觀了，很多很多的辦法。真正修行，有下功夫的，慢慢的這

個定的功夫穩定，心中是一派寧靜，所以是禪悅為食，真的是禪悅為食。 

那智慧的開啟呢？也有不一樣的辦法。我們中國禪宗在智慧的開啟上面，有它特殊

的指導的辦法，前面已經介紹過。那你用經論裡面的佛的知見建立，到如何再一次的這

裡剝落，而真如體現，裡面也是要用功，絕對會有它的因緣。 

在這個所謂禪坐的瞭解裡面，我們還要補述一下大德有說，大德說其實自古到現

在，修行每個人所使用的方法不一樣。前面講的禪坐，其實是為了達到第一個定，但要

到進入這個三昧，有人用常坐法，能夠達到三昧，所以叫常坐三昧；有的是常行三昧，

也就是一直是行的狀態，就般舟三昧就是常行三昧；有的是半行半坐三昧，也就是它有

所謂禪修再起來經行，這個叫半行半坐三昧；還有一種是非行非坐三昧，就是他在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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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並不限制於一定的狀態，他可能有行有坐，但是隨自己當時所處的狀態而決定，

所以這個並不是所謂一定的樣子。 

那我們修行人其實你如果參加禪修，最後都會明白，在禪坐的過程所體悟到進入的

定境。當你出定之後，能夠把這樣的定，這是無生滅的，那樣子的清朗的心，不在世間

的六根六塵相涉入的，這些境界浮動的時候，其實這個定是發展到起身之後，那個才是

在在處處。所以修行，如果只是為了達一個定，那太小兒科了，真正要成就並不是那個

的樣子而已。 

那現在我用黑板來跟同學介紹，你初級禪修、中級禪修、高級禪修，其實是達到什

麼樣的狀態就能進階，而體悟開發智慧。功夫不到，雜思雜想，世間的妄想雜念太多；

功夫到了的時候，你只要是正確的辦法，智慧即能現前。如果你方法使用錯誤，對不起！

真的是外道小乘，要不就邪魔，那這個地方跟同學做個講解。 

    我們眾生是不是根塵相對？你都是在六根對六塵，六根對六塵所有外界的一切，

是不是都在這色法上面，讓你啟動心念？所以我們禪修的開始，是不是要讓你六根塵第

六意識不再波動？全部初級禪法就是要達到你這個第六意識不動，這個時候才會進入第

一個定。 

因為我們眾生在見聞覺知當中，眼是見，耳是聞，鼻舌身是覺，意識的話，就是知。

所以眾生在見聞覺知裡面，其實一直晃動一直晃動，所以初級禪修，你只要能夠在色法，

就是六根跟六塵，所有一切裡面不取不動，我們講不動不取好了，因為次第是不動不取。

你如果可以在色法六根對六塵裡面不動不取，基本上就能夠達到第一個階層，心意識不

再波動，這是初級禪修要做的，你初級禪修其實就是色蘊的處理。 

《楞嚴經》裡面講，色蘊有十魔，那你每一個根塵動的時候，是不是自己會有一些

記憶的種子？有一些是現況中的，有一些是記憶的。為什麼我們選擇用坐禪的方式？其

實就是你在現況中把緣切斷，是不是現況中把緣切斷？讓你眼耳鼻舌身回到一個最原始

的狀態，就像在母親的胞胎中一樣，那個是一個最原始最簡單的樣子而已。如果你那個

上面都還產生不舒服，那這個人的身，這個身見，這個人身見太重，薩迦耶見，對自己

的身體放不下，對自己身體放不下，這色法怎麼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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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學現在知道初級禪法，全部解決是六根塵浮動的問題，那就是對於色法能夠

不動不取，見聞覺知這些東西，見、聞、覺都停擺，然後這個知，是不是跟過去心？是

不是跟過去意識裡面的東西，停留在裡面的，可能在禪修的時候會浮出來？而這個是近

期的東西，這不是遠期的。 

我們一直要達到開發第八意識破，沒有那麼快，所以開始你如果在禪修中你就會發

現，你昨天、前天、近期發生的那個想法，心就是知，那些覺受的東西，它會飄到這裡

來，它會有些記憶殘留。所以如果你色蘊能夠把近期發生，跟你現況中六根對六塵的這

些東西，完全一併不動不取，而進入定中，這個初級禪修就叫做畢業。 

那有的人你這個上面沒有畢業，就開始要去談受跟談想，很難翻出，很難翻出你所

謂意識的層次。所以為什麼初級禪修叫你好好坐好好坐，到你的念頭沒有攀緣附會在六

根六塵，這個開始進入定的時候，其實內心確實是如經論上面所說，它不再翻動。可是

這個不再翻動之後，慢慢色蘊破除，就會進入正受，就是受蘊。當你這一段結束之後，

開始把外界的觸角收回來，就會進入到輕安的覺受，開始受蘊出現，這就是中級禪修班

要教的內容。 

同學這樣聽一聽，是不是覺得初級禪修班很簡單?坐看看你就知道，你坐看看就知

道。所以在哪裡最久？初級禪修班，有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十年都在色

法，他沒有辦法進入正受、輕安。輕安開始，其實外界都沒有發生事，你禪坐的時候，

外界都已經停擺了，內心的世界就太多了，你內心會發展出無量無邊的受蘊。 

那這個地方就要開始進入，我們所謂的禪定三昧，講的就是正受，你進入定之後，

它就會開始正受什麼？內心的輕安，無思無想，那這個上面有沒有覺受？這個受，開始

只有內部變化，原來都是在外部解讀，色法全部在外部解讀，你到受的時候就內部變化。 

這個剛剛講有一些，有一些可能是近期的意識形態，近期的身口意，六根對出來的

東西，會飄到內部的覺受，其實這個要退回去，這個要退，這個就是要告訴自己，你這

些近期變化的這些，都是虛幻的，飄過來之後，你就要用虛幻，那是假名，那是空的，

這樣來給自己正確的正知見，然後就退回去，這個是達到色即是空。這樣知道嗎？這樣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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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從色法要到受，它其實跟你生命裡面的近期的發生都有關係，退回去，知

道這是虛幻。當你這些虛幻，色即是空，就知道這個色，所有的六根對六塵出來的這個

六境，六境有帶有情緒、認知，這些東西其實它是空華亂飛。這個時候還不涉及法，這

個都不涉及到法，這個其實都是很粗糙的東西。所以我們人活得多粗糙知道嗎？每天就

是我明天想要吃蚵仔煎，我後天想要去王品，我大後天要去買一個名牌的皮包，喔！明

年要去法國遊玩，很粗糙啦！其實全部是在這個上面。 

當你這個上面，把色法不動不取，身見也放下，達到第一個定，中間近期遠期的東

西，知道色即是空，這時候他會有一個開悟，他會有個悟點。這個悟點呢？看起來像懂

得空，看起來像懂得，原來一切是假。我好笨喔！這是我執，因為覺得所有以前我在意

的東西，其實都是虛狂不真實，這個時候會有一個體悟空，可是這個空只有這樣摸到，

原來我過去就是這樣夾住。 

人是不可能滅色，色不可滅，記得口訣，色不可滅，你眼無法發生你眼見的功能，

那麼世界所有一切，你不能運作，你眼根即死。那我們現在色即是空，它是不動不取，

你坐著的時候，眼不用發生作用，可是你起身之後，你總不能把眼睛刺破吧，是不是你

會把裡面的不動不取，定的功夫拿到生命裡的現場來？那你只要慢慢運作、運作、運作，

不動不取，不動不取，色即是空，最後會證得空性。但這個空性，就是每一次碰到就拔

開。 

我們眾生都是，等一下這裡黏那裡 等一下那裡黏那裡，等一下那裡黏那裡，每天

都黏答答的，什麼都黏，什麼都愛。那你當然知道色即是空，所有一切我們不能夠泯色

法。如果我們六根全死的話，這就叫死人，這就叫焦芽敗種。 眼不能發生作用，不能

見，即不能見妙色；耳不能聽，關掉耳朵，即不能聞妙法。意思一樣，六根塵都一樣。 

所以我們原來色法在處理的時候，叫去染，是不是看到雜染？色法是不是去掉雜

染？在修初級班，其實就是去染，跟色法裡面的工作而已，這個工作就要好久了。有的

為什麼會一直在定？因為他想要把色法滅，所以他會一直坐一直坐，然後到這個過程，

確實會無思無想沒錯，確實會，確實會，那這個有的人只為達到這裡，就以為這裡好了，

對不起！這個沒有用，這個人廢掉了，但是要暫時讓他先停擺，停止世間的這些亂相。

所以是不是要去染？去染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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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染之後，你內心它自然會有一個安定，這個時候內部變化，就內部的受就出來了，

他就會開始感受到輕安。那這個輕安裡面記得！只有一個口訣：「不住境界」，就是要不

住境界。那它的做法呢？當你這個色蘊過了之後，這個受與外界的所有發生，都不再有

關係了，這個人是完全進入心法，就完全進入自己過去的、意識的、理想的，不是由現

在環境裡所引發的種種種種，這個時候他裡面會有輕安，他裡面會有喜悅，因為你外界

的所有訊息切開了，你不用煩惱，他沒有什麼煩惱。可是這個受呢？智慧並沒有現前。 

這個時候他內部的運作有三個，當我受的時候，我第一要覺察我這個受，輕安、喜

悅、寧靜，我要覺察這個東西是什麼，這個就是受。再來在這個受當中，我要覺照，照，

是不是要照破五蘊皆空？這個時候的受，它是屬從染而到淨，原來是不是在世間的雜染

裡面？所以原來從染相，現在進入到淨相，因為外界的這些都不用。這個時候你要覺察，

你內部就是只記得，要覺察我這是什麼東西；你要指認，我還是心中現了法，你解釋出

來的東西，你感受的東西。 

所以從粗糙的那些見聞覺知的染相，現在淨相。這個淨相呢？不再煩惱世俗的所有

一切，而在解析內部，內部的覺受。這個時候要覺察，然後覺照，覺照依然口訣「虛幻

不實」，你就要記得當你這個正受，三昧定境的時候，它還是有你正受。所以為什麼有

四禪八定？它為什麼裡面有未到地定？所以當這個色要進入受，這個過程，它中間，本

來我們這個是亂七八糟的，色法是亂七八糟的，然後要進入受之前的這個中間，是不是

定多？進入受的時候，你也是在三昧中，這些覺受的其實都是個別，而不是宇宙人生的

道理，它不是實相之慧，它只是專門在處理自己的受，在這個禪修裡面，專門在自己處

理的受。所以這裡是不是也是定多？ 

這個定多，你在覺察，發生的時候你覺察，我現在的感受輕安，我現在體會我原來

是虛假的，在所有一切的我執，這個時候法會出現，可這個法又知道它虛幻不實，是不

是真的實相？不要肯定它，這個時候叫不執不取，是不是要不執？你不能執著它，你執

著它，你就一天到晚在強調你的受，就強調了你在禪修裡面的體悟，那個體悟不是慧。 

或許在你覺察跟覺照的時候，會看到依然有空，就知道這些虛幻不實，它還是空的，

這個時候會有若干的慧出來，可是這個慧呢？不是無漏慧，這是你在正受時候，你本身

不執不取，或是虛幻不實，自我排遣它，自我排遣它，產生了一個自我對話出來的東西，

其實內心觀法有，可是這個觀是從世俗的角度這樣去走的。這個時候定多慧少，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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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啦！ 

那你再覺察、覺照，是不是可以照破五蘊皆空？所有五蘊的東西，如果你能夠進入

正受，那些東西都不怎麼樣了。有的人愛強調我裡面看到什麼什麼，那都是假的，因為

這個受從哪裡來？從你過去的識而來，從這裡搬家，因為你空，外界切開了。你現在這

個受的所有的一切，它的訊息，它感受裡面的東西，跟你過去的經驗完全不一樣，那也

有一些是理想中的經驗。經典裡面，所謂所有大德描述的境界，這個時候都會在你意識

的層次裡面，有一種三界唯心，這個時候都會慢慢變現。而這個受，記得它都是虛幻不

實，你不執，你也不能取它，再把受放下，再把受放下，這裡又會出現一個悟點，這還

會悟。 

這個地方呢？從你開始知道我執，到這裡你以為你剛剛瞭解的那個叫法執，其實那

個不是，還不稱為法執，其實那個是細部的我執，這個是不是最粗糙的六根塵的運作？

到這裡的受，其實以自己以前的這些東西為基礎的資糧，而在這裡變化，跟感受、輕安

等等的這些，自己的理想化，這些有沒有？有，當你不執不取，但這些放下放下的時候，

還會有一種空的體會，更深層的，更深層的妙喜，喜妙的這些東西。而這個空呢？其實

裡面是細的我執，這粗的，這細的我執，還有一些有法執，可是它並不是宇宙人生無為

法，它還是有為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再放下的時候，就更進入深的定，這個定就更深了，這個受蘊，這個受

蘊就不會再那麼強烈。而這個時候，你身體內心的這些訊息，是完全寧靜下來了，因為

最早是不是身體的訊息？這裡是內心的訊息，聽懂！你內心的這些訊息覺受，好，當這

些放下之後，好輕鬆喔！智慧發不發展就在這裡。 

因為你從色到受，全部在處理誰的問題？自己的問題，跟宇宙人生有沒有關係？有

沒有關係？自己的世界有關係。跟所有眾生什麼有沒有關係？有，有關係法的關係，還

沒有大慈大悲，是沒有的，不要說一禪修下來，我就先發大慈大悲的心，那個也要小心， 

那很容易著魔，那個理想太高，那是另外一個很恐怖的想像空間，所以一定要一關兩關，

看到，一次一次去體悟，這裡面你受的時候，可能千百次的體悟，你都是一直知道，這

是虛假的，虛假、虛假，這禪修是這樣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