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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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3》 

             印可法師宣講         

色的因緣當中，不加以個別的揣測意識，於是這個時候 本具的智慧就會現前，所

以能看，也能明白，這一念心很清楚。這念心很清楚，能分辨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應

該做的事情就去做它，它的因緣結構如何，就這樣去圓滿它，這個時候就叫做心境俱空，

而能夠照覽無惑。對於境界上面我們不用個別的去執取它跟解釋它，是不是心境俱空？

能所嘛。這個時候不動，但是我們覺性，眾生就是有這個覺性，同學，你回去試驗看看，

你就會知道。所以你這個上面，它就能夠覺照，能夠遍覽無遺。這個照覽無惑，裡面就

是實相看得很明白，這個就是智慧。 

所以世間萬象，世出世間它的道理如何，你如果，你如果活著真實不空過，你也真

有活在當下，所有一切都了然，瞭解心是什麼，境是什麼，動的念是什麼，我這個念是

善念是惡念，是實相嗎？是智慧嗎？還是雜思雜想？從哪裡分辨？情緒跟我的關係，這

兩點來分別。如果你看所有一切的時候，馬上起了一個情緒，對不起！這個色你存在，

而且你的受裡面是已經解釋它了，俱生我執已經跟自己連結起來，產生了某一種味道，

就情緒，這個就是走世俗的色受想行識，所以從這裡可以分野。對不對？ 

那你在行為上面的等等等等的上面，一定是所謂造作，這個就造作，因為你本身有

情緒，為了泯滅這個情緒，為了解釋，為了抗爭它，或為了愛護它，我喜歡，是不是就

愛護？我就會造作，去親近它；我不喜歡，就會抗爭它，抗拒它。於是這個上面，是不

是就叫造作？就非無為。所以在這上面很明白，這樣就可以檢覈。 

那我們如果在這上面能夠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是圓滿，那這個上面

實相現前，你沒有情緒。你沒有情緒，可是很明白，這很明白的很明白，就是這個心跟

境，這一念心等等的這些。對於環境的所有，不是迷糊，也不是有什麼樣的意見，這個

時候定中就會現慧，那明明白白去完成它，這就是生命的正確的運作。那這個是不是就

是安住在定慧等持當中？這就是定慧等持。 

那如果你一直是會這樣做，你慢慢就會發現，修行就是在這樣，剎那剎那的每一個，

每一個現況裡。那每一個現況裡，眾生如何能夠真的去懂，只要你運作第一次成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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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發現這個辦法不難，不難。 

還是再次鼓勵同學，回去讓你的身口意先慢半拍，不要這樣一直衝一直衝，不要太

激烈而衝動，你先慢半拍，所有的一切看色，身口意先不動，然後沒有情緒，仔細的讓

自己有個空檔，受，清淨受，不要亂想，然後知道這因緣法，這是緣起緣滅，這因緣當

中在變異中，於是你在這有個空檔慢慢的運作，當你成功，我過去的習氣，一下馬上就

衝動，馬上就行為，馬上就回嘴，馬上就內心產生了情緒，而現在學著放下、放空、放

慢、不執、不取，要做它、圓滿它、看它，所有的次第就會很穩當的走下去，跟過去不

一樣，這個就是在覺察、覺照、然後覺悟，這個過程就是這樣。 

那當然跟同學舉這例，是在講說每個人修行裡面，都有自己必須真實去使用它，運

作它，要不然你聽個三 五十堂課，經論是經論，好羨慕，與己無關，他真的是大可惜。

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下一段，下一段，這個大師繼續講。他說：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

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

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

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 

這一段是修行心法上面，也就是頓法的完整描述。這個地方他說善知識！我要教導

大家的這個法門，就是頓教法門，從上以來，這是從達磨祖師他教導我們開始，一直以

心印心傳到現在的。所以首先你要確定，你要確立起來，這個法門是無念為宗，無念作

為它的宗旨，也就是正念的意思。無念不是沒有念頭，而是正念。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成

就，是不是要安住於正念？那這個正念呢？也就是真如，也就是覺性，也就是宇宙人生

的真理。那我們要無念 是無什麼？無雜念，而是正念真如，而這個正念又不是確實的

有一個可思可議、可說出來的念，這個地方我們就慢慢來瞭解。 

那「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所謂的無相就是對於一切存在的相，能夠脫離它，脫

離這個相的執著。那所謂的無念呢？就是於念而無念，就是雖然可能有起念，但這個念

是雜念，與己有關，有情緒的，等等的這些念呢？有起念，但是有念而不執著於它。知

道這個心念是無常的，觀心無常，所以這個念念念念之間，起起落落，所以不把這個念

抓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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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之所以痛苦，是不是抓著不放？人就是把這個念，住！放在心裡，他剛剛說

那句話傷了我，是不是把那一念，他傷了我那個一直抓著？所以我受傷了，他傷了我，

所以我受傷，我好委屈，他好可惡，痛苦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你把這一念過了，他剛剛說那一句話，是他在表達的他的表達，但是所說非實

也，這個是生滅，他下一秒他又變了，你不用住在這裡面。所以這個上面就是不執著於

念的過程，不執著於你這個念可能起，不執著於這個念。那這個過程讓它走完，這個時

候剛剛有講，要覺察、要覺照，最後要達覺悟。 

所以所謂的無住，那就是人之本性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所有的一切

空，不思酬害，這是佛性本自寂然，一切無住。所以對於世間的善惡，你喜歡的、不喜

歡的，好跟醜，乃至於跟自己有冤仇的，或是跟自己親愛的，這些雙方言語上的衝突，

彼此之間，彼此來刺激或是欺騙對方，那爭論，為了一股氣，一口嚥不下的那個心中的

怨怒，這個就會產生到很多的行為。 

如果一併將這些視為是空幻，那不會起思想，就是想，要固定那個想，要去行動它，

不會要進行報復、酬害對方，那這個上面是不是你心念可能意有動？但是你不住，不住 

也不採取行動，這個時候念念之中不思前境。這個時候念一直在轉，你不要把它抓著不

放，人痛苦就是那個念，我放不下，事情過了也放不下，還未發生先拿來先煩惱，那這

些呢？其實真正大愚癡。 

所以念念之中不連結，你不要連結過去的思想，之前的那些境界。如果可以對於前

面的念頭，現前的，前面是不是剛剛他說了那句話？你解讀它，那你受傷了，你一直抓

著他說的話跟你受傷，事實上他說的那句話，中間可能他心中就發現他說錯了，他的下

一句可能說，喔！剛剛對不起，你就不聽對不起了，你就剛剛他說了那句話，你住在那

句話。如果你繼續讓它發展，他說了，他就知道錯，那你受了 你就知道他已經錯了，

你就不用執著那個傷害。是不是就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們人對於前念跟現前的念，以及對於後面的念，就產生了很多連貫、評估、

臆想、猜測、期待等等等等，這個在內心不斷的運作，相關連，然後接續不能夠斷，這

個就是繫縛，雜染綁住自己，繫縛了自己。那對於一切的萬法 如果你能夠瞭解，瞭解

所有的關連的思惟這些，如果你在雜染中，你在自我意識的雜染中，那當然就繫縛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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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六祖壇經 4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己。 

如果你上面不住，你不會把它牢牢的執取著，可以不會執著它，那這樣也就縱使有

念 也不會受到束縛，有念也不會束縛。那如果能夠再轉為清淨，讀萬法實相的話，那

麼就是智慧。那這個智慧也自然明瞭於心，也不會去抓它，所以一切無住為本，這個是

消文。聽了半天聽不懂，所以我們還是細細來解釋它，用幾個例子。 

說我們人念頭是不是有雜染？要修行的人有時候會發現，現在很精進，掌握得不

錯，掌握得不錯。有些時候呢？這個人跟自己關係密切，你就很容易受他撥動。對不對？

他的一舉一動，所謂任何一個言行，就挑動了你的心，他真的是你的罩門，有的人就是

這樣。那個對頭冤家，為什麼你要把你所有的全部繫縛在他身上？木偶人一樣，他動一

下，你就在上面跳舞了。這上面到底是怎麼來的？ 

話說我們修行真的要很努力，有一個無明慧經禪師，這個無明慧經禪師 我們看他

一輩子在修行，他都講得很明白，這個跟那個，我們是不是常常有這個跟那個？我這個

心沒有人知道，說到他那顆心我都知道。揣測啦！說這個無明慧經禪師，他一輩子就是

修行，一輩子很努力的修行，他講得很明白。他到要圓寂之前，他就說了，他說：「此

是老生最後一著」，我最後一齣戲，要跟你們講得很明白，「從此以後你們要珍重」，我

們珍重再見吧！那這個就是有修行，有修有為的老禪師。 

那一年叫戊午年，元旦三日就元月三日，示疾，就身體有一點不舒服，遂不食，他

就不吃了。其實古德都是這樣，古德都這樣，這個身體有點不舒服，他就不吃。然後大

眾就問他：師父你怎麼了？你怎麼不吃？我們如果一般人說，你這樣不吃怎麼可以？快

一點煮什麼要給你吃。古德就有這種風範，就有這種豪氣。他說：「老僧非病」，我不是

病了，「會當行矣。」是我要走了啦！我們現在的人說「你怎麼可以走？你拋棄我們，

不行！你怎麼可以自私而去？」不准師父逃脫，現在還會責備於你，所以現在的師父很

可憐，都被送去打點滴。 

人家那個時候的禪師，他就說老僧非病，是我要走了。大家就看一看，看一看，師

父你就好好的，你昨天還好好吃三大碗飯，今天就不吃。大家就覺得隨便說說的，看師

父又好像好好的，可是師父說的又好像真的，這個大眾心裡就有點略略不安。然後這個

老禪師他就說，他說：「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人生是確實是有些來來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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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祖壇經 4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的，那你要懂得去修行，莫為老病死慌，不要為了老或病就很害怕，跟死就慌張，那這

樣子。 

那這裡面，他就元月三日就不吃了，那到七日，就過了好幾天，到七日就很多該辦

的事都交代交代，然後也寫了遺囑，自己都寫清楚了。那寫遺囑之後，大家想了，要留

這個師父留下來。那十四日，到元月十四日的時候，他就開始寫書信，辭遠近道俗，總

是一輩子有些交誼的出家人嘛！何方的這個跟自己有所來往的這些大德，一封一封的寫

信跟他們說，我要走了，這樣子，都勉勵大家要好好的真參，真參，不要空過生命。 

那十六日，十六日，到元月十六，大眾就想說師父不吃不喝了，大概有喝啦，也都

遺書都寫了，然後就請師父請留全身。「師父！你要當個肉身菩薩，留給我們看，請留

全身」。師父就說：「不行！不要留。」就把遺書寫一寫，就把舉火偈，作舉火偈，就是

說要燒，跟你們交代好，不要把我留下來，我這個身體是要燒的，記得要燒，就自己作

了個舉火偈。這個舉火偈就叫：「無始劫來祇這個，今日依然又這個，復將這個了那個，

這個那個同安樂。」他就自己說要燒的時候，這個舉火偈到時候就要給我燒掉，慎重的

交代，你們如果違者非吾弟子，他就很慎重的交代。 

他說：「誡眾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他說，你們不要違背我說的話，不

要做孝男孝女，不要像世俗一樣，這樣給我哭。所以他到十六日，自己就寫這個舉火偈，

叫侍者唸出來給大家聽，「無始劫來祇這個」，唸一唸，然後寫完了，寫一寫，唸出來，

唸完了，筆放下，走了。自己要燒的這個荼毗的偈都寫好，好！筆放下，坐逝，端坐而

逝。 

那大眾當然要照師父所說的，第二天，這個戊午年正月十七日，剛剛是不是十六日， 

十六日坐化了？所以我們算一算，他兩週以內往生、圓寂。十七日時間到了，一天就把

他燒了，你看。像我們，都怕他還痛苦，怕他肉痛，我們都要等，這個大德來去自如。 

第二天，十七日就給他荼毗，「荼毗」，然後就給他燒，燒了火光五色，「心燄如蓮

華」，這燒的時候，就像蓮華這樣一朵一朵一朵，細瓣如竹葉，這樣一直一直燒，燒出

來那個心，就好像一瓣一瓣一瓣的那個蓮華的一瓣。「頂骨諸牙不壞」，這頭蓋的頂骨跟

牙沒壞，「餘者其白如玉」，全身都舍利，這燒出來就白色的，「重如金」，我們如果燒一

燒，都鬆鬆酥酥的。對不對？他是燒出來都是舍利，一塊一塊一塊的，然後重如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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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的，這個大德。 

那我們就是要來瞭解，有人這麼瀟灑，我是要死了，我不是生病，講得很明白，正

月三日，正月十六日，這樣兩個禮拜了，是不是頭尾兩個禮拜？兩個禮拜，自知時至，

然後要燒喔！講得很明白，這個就是所謂大德的風範。那他在講這個跟那個，我們就來

瞭解一下。 

他說這一輩子，我們無始劫來祇這個，眾生是不是這樣？無始劫來祇這個，無明現

前一念，我們是不是每天這樣？同學你有沒有發現你無始劫來祇這個？每天都在這個 

這個這個。今日依然又這個，那今天呢？我們依然又就這個事要來起這個念，可是這個

念，這個事，我們生命裡無始劫來是不是根塵相對？就指對起來的這個，大眾是不是這

樣？那今日依然又這個，大眾今天看到我要走了，看到所有的一切這個現象，是不是還

有就這個事，而起一個念？還是這個。可是這個是什麼個？ 

「復將這個了那個」，如果我們就事而起的念的另外的這個，今天一直在比這個、

那個，如果這個是靈靈明明的覺性，因緣法看得很明白，生滅當中心了無罣礙，而一切

真如實相。如果你就這個事起正念、起清淨，這是不是是覺性？是不是覺性？是不是真

如？復將這個了那個，就是用這樣清淨靈明的覺性，來看透無始劫來的那個無明，這個

就他修的辦法。他就說，如果你都會這樣做了，「這個那個同安樂」，其實都沒有，他最

後還是來這麼一著，給大家做個小參，吩咐大眾。 

那我們如果說「無始劫來祇這個」，就是我們的無明，「今日依然又這個」，就是如

果依然是用這顆心，是用這個覺性。我們無始劫來，就是不會用覺性，所以創造了無明

的這個；那今天如果我們會用，使用我們本來清淨的佛性，依然是不是這個在運作？是

不是依然這個在運作？這個清淨的運作，那你只要運作對了時候，是不是就沒有那個？

是不是就沒有無明？是不是就沒有無明？是不是這個了那個？那你做完的時候，一切實

相嘛！所以這個那個根本就沒有。所以我們這個是在講我們的覺性，我是現在用覺性給

大家瞭解。 

如果我們在理跟事來解這個跟那個，再來看一次，你一定今天要把這個那個搞清

楚。我們無始劫來祇這個，那這個是什麼？無明。好！那如果我們來解釋「無始劫來祇

這個」，我們是不是有佛性跟覺性在？無始劫來你就一直有這個，是不是一直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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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依然又這個」，你今日還是用這個覺性，在使用在所有的現況中，是不是用覺性？

你解釋錯誤，是不是就叫無明？你看得很明白，是不是就是覺性？所以無明是虛幻，覺

性是功用。對不對？ 

你無始劫來祇這個，這個覺性是你常有的，今日依然又這個，今天你還是用覺性在

過日子，是不是就是一直悟？在悟的狀態，是不是一直悟的狀態？復將這個了那個，全

部都在講，如果你一直用的是清淨的覺性，那麼那個，那個無明根本就沒有，是不是那

個無明就是沒有的，所以這個跟那個同安樂，事實上這是一回事。 

那我們在事相上，事相上，常常我知道它是空的道理，但是我放不下，是不是心中

有這個，同時又有那個？明明就知道，這個叫什麼？花錢消災，譬如有的人，就明明知

道花錢消災，就明明知道因果業報，就明明知道緣起緣滅，但是這個錢不見了，我也知

道它是空，我就空不了。是不是有這個又有那個？是不是有這個又有那個？ 

如果你能夠用理來了那個事，你能夠知道這是空，這是因緣法，你內心能夠真實的

安住在這裡，然後安住，所以六根一觸境的時候，你那個就是那個無明的習氣，是不是

也就可以放下，可以清朗？所以這個偈子，是不是隨你怎麼讀都可以？因為這個那個的

解釋，由你自己解釋。 

那我們要懂得去體會，如果我們理上看不清楚，那就這個事上，就產生了這個的時

候，你要把這個覺性提高，去看到那個道理。用這個道理，來看清楚這個事，之後這個

理跟事就一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這一念心，就是不斷的在覺察、覺觀跟覺照，

最後一定就是覺悟。對不對？所以這個上面是這個老禪師，他給大眾的一番最後的一個

禮物。 

那我們說修行裡面，一定會有所謂體悟的這件事，那上次我們跟大家提到「色受想

行識」的修行，也就是定，禪修裡面定的修行，裡面一定有講，有悟，你有悟得空，所

以悟了以後就是要真修，悟後起修。你悟了道，你真正進入修道位，真的是在修，那不

能夠執著你有在修，你要修什麼東西，所以真正的修，是要修，這個修，有修的那個想

法而不對，所以「真學道者，達修無修，了念無念」。也就說你在修，沒有說我修的是

六度萬行，我修的是菩薩行，所以你要修而無修。那你雖然心中可能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所以白天裡是不是依然的在度化眾生，來建設道場或是弘揚佛法？這些都是修行。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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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了之後，不執著你在修什麼，不執著你有能修，你在修些什麼，這個才是所謂達修無

修。 

那如果我們有念，也是一樣的意思。如果我今天有雜念，隨即覺察，隨即覺察，等

一下會講這個念跟相跟住的關係，隨即覺察，那也不解釋，也不解釋強安住在自己所認

知的所瞭解的這些，所以是不是念無念？所以了念無念，是由清淨的正念現前，所以前

面的雜念就沒有了，也不執著這個法，那也不執著有跟空，這樣才是達到「終日修而未

始修，終日念而未嘗念」。所以修行，這個就講定慧，這就講定慧等持，因為這一品是

定慧等持。 

所以悟了之後，要修也要行，而且要能保任。要理瞭解之後，要透過事上，事的圓

融，所以事上還要熏修、熏修、熏修。那要不然有的人你看，他好像理知道了，悟了，

刹那之間，習氣使然，所有一切裡面，還是照著自己的習氣在運作，那只要境界一現前，

逆於己的，馬上心念啟動，作不了主，他就是沒有什麼？沒有「復將這個了那個」，他

就是沒有那樣做，復將這個了那個。 

有的時候，沒有用理安住於正念當中，去覺，去圓滿這個事，所以照著習氣，習氣

就是輪迴的證明，習氣的展現就是輪迴的證明，因為你重複都在做一些，你自己本身的

過去認知的這些。所以呢？所謂「終日修而未始修，終日念而未嘗念」，就是我們要一

致性，那這樣就是所謂定跟慧等持。這裡面當然從有念、有相，那因為無住，所以在覺

察覺照的時候，這個念轉為正念，相而知道虛幻不實，這中間其實基礎就是無住，就是

無住為它的基礎面，所以這樣運作就能夠成就。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繼續瞭解，所謂的這個無相，那眾生為什麼會有相？我們知道我

們為什麼會有相嗎？我們常常在講說現前一念，當你心中有了一個念頭，其實這個念，

已經跑很遠很遠了。我們六根對六塵，譬如這是你的家，這是你的室內家裡，有一天你

回家開了門，裡面好臭。其實你進了門，只是鼻嗅，嗅覺，對到這個聞出來的味道，所

以有一個味道，一個味道，然後看到地上有一灘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所以聞到一個

味道，看到一灘，是不是根、塵？根跟這個味道，塵，然後好臭。這個臭是一個假名，

是在表達這個味道並不是所謂香，香跟臭它其實是一個代號，是一個假名。那之後你會

說：「誰啊？好恐怖喔！」好恐怖喔！什麼事情發生了？是不是念？是不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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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有念？是因為我們六根對六塵，我們人眼睛一直在用，眼睛一直

在用，耳朵一直是打開的，鼻子一直在運作。對不對？你這樣一眨之後，是不是還在用？

所以是不是其實你這個根塵對起來的時候是不是境？是不是就是境？我們不分它是

非，是不是就叫境？那境的狀態，是把這個境執取放進來，是不是取這個相？解釋這個

境跟相。所以我們念。有念的時候，是不是前面其實根塵對起來有境？而且取這個相進

來了，才成了念。所以念跑多遠了？其實跑很遠。 

我們再類推回去，無明，你一進門打開門，有一股味道，是不是就叫一股味道？其

實它的假名，中立假名叫味道。那如果你進一步才說是臭，對不對？所以臭是不是從味

道裡已經有把它分？從味道裡再解釋了，分臭跟香，是不是已經跑好幾個環節？眼睛再

看到一灘東西在地上，是不是更肯定於這個臭的味道？臭的味道，味道是不是先，臭是

後？臭的味道來自於這一灘。是不是境跟相都有？然後產生一個，啊！發生什麼事情？

情緒，是不是有情緒？恐怖、懷疑、想弄明白，這是不是念？這樣知道這個意思？ 

凡夫是不是對境，執取境跟相？所以執取現前六境為相，放到心中，所以這過程裡

面，你念的形成，是不是有相、有住、完成念？現前一念。這樣瞭解？最早最早我們類

推回去，現在再反思回去，最早你開門進來，一個味道，是不是無明？就不明白，不明

白它是有一個味道，就這樣子。味道，一股味道，地上有一灘，我們都不要起那個味道

的分辨，地上有一灘，是不是相？這個味道跟這個相有沒有關係，不起情緒，不起情緒，

是不是無明起惑而已？起惑，可是這個惑呢？不把它解釋討厭不討厭。無明，看不明白，

有一個味道，地上有一灘，起惑，沒有造業，因為你沒有結構起來。臭！啊！恐怖！怎

麼了？心中是不是造了？然後開始每個房間砰砰砰一直開，誰在啊？誰呀？誰呀？是不

是造業？ 

如果沒有，再來，我們是不是一直退帶，倒退帶？繼續往前演。無明、味道、一灘

東西，誰在家啊？不憂不慮、不躁動、不起分辨是非，是不是一樣是無明？無明是不是

覺、察？你是不是要覺察？覺察喔！有一個味道，有一灘東西。是不是要覺察？覺察之

後呢？是不是要覺照、照破？照就是產生一個運作，就是那個觀照力，要去弄明白，於

是門敲敲，誰在啊？什麼事情啊？然後去覺察。 

覺察之後，如果有人，有物品，那這個時候你怎麼把東西灑在地上呢？那這個是不

是就覺悟？就悟，這個事情的原委跟這個味道的來源，是不是就是覺察、覺照、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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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沒有是非？不過就是家裡的某一個人，剛剛要吃一個東西，打開罐頭，不小心灑

在地上，還沒回頭來清理它，就這樣，沒有是非。是不是這件事就是明明白白無是非？ 

那我們一般怎麼做？我們一般成立一念，是這樣成立的。味道，好強的味道，好臭

喔！其實香臭香臭的，灑著一地，誰啊？發生了什麼事？哪一個人？發生了什麼？心慌

意亂，然後趕快砰砰砰去找，我嚇得快死了，我想說地上是怎麼了？你是昏倒了嗎？或

是怎樣？是不是這樣？差很多吧！是不是差很多？ 

好，那我們如何來還原？那還滅法。還滅法，我們是不是？譬如，剛剛是不是凡夫

是念起了？念是因為什麼？六根對六塵執取六境，解讀六境，取其相，放於心，是不是

住？住於境跟住於相，現前解釋，自我意識編排成一念。那現在我們要照破，照破，現

在就要「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好，基礎上念，覺察，覺察我這一念，緊

張什麼？還沒弄明白就這麼緊張，是不是念你要覺察你現在的緊張跟害怕？有什麼好恐

怖的？於是這個相保留，這個相保留，它是因緣和合，是不是因緣和合，結構裡面的一

種相狀？所以它是不是永遠的相狀？不是。 

在你剛剛的恐懼的解讀是虛幻的吧？你住在相中，所以你指認，指認這是一個因緣

和合之相狀，它是生滅法，它在這裡成就的這個樣子，其實是暫時的。所以你是不是從

剛剛的這個念再回到無住？是不是覺照這個念，覺察這個念？然後不住在這個念；不住

在這個念，是不是先不住？不住在這個念，聽懂？不住這個念的時候，嗯，不要先這樣

解釋，於是再去覺照它的相，覺照它的相，發現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剛剛是不是無住？再來，自己這個念覺察了，所以呢？是不是無念？你不住的

時候，這個念是不是不會一直綁著？你不住，你覺察，你覺察這個念，知道這個念是自

己內心的強化，現前的，自我意識的，俱生我執的，所以你不住這個念，是不是這個念

就不會一直恆住？那這個時候覺照清楚，啊！這沒有什麼，不過是灑了個東西在地上，

是不是就那個相不成為你心中一直放著的一個罣礙？這個就叫離相，那自然就無相。所

以這樣還復法，同學聽得懂嗎？很清楚。這經文裡面就是這樣講的，這樣講的。 

它說「無念為宗」，無念為宗，總是我們要懂得，現前的這個境界的做法，要由無

住，不住在自己的念，然後自然就無念，才能離相。有的人他心中留著的是樣子，人有

好幾種，有的人他是圖騰型的，有的是語言型的人，人有兩種，左腦右腦它的作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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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所以有的人，他看到一個東西之後，他記著，記著這個相狀留給你的那個受的情境，

他留是一個受的情境，感受，覺受的情境；有的人留著是一種相給予你的直接感覺。 

譬如你是一個男生，你是一個男士，你今天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孩，你心中對於她

的婀娜多姿念念不忘，所以你是不是取相？是不是取相？有的人是以相來放在心裡的。 

有一種人她是，現在換一個女生好了。今天有一個女士，然後她跟一個男孩有對話，感

覺到他的溫柔體貼，他的相貌還沒有很強烈的放到心裡，可是對於跟他在一起的那個舒

服跟那個感覺念念不忘，她是不是取那個覺受？是不是人有兩種？這樣聽得明白？ 

如果你是很容易著相的人，你很容易著相，看到那個名牌皮包，喔！眼睛閉起來就

是它的樣子；然後如果看到一輛你喜歡的轎車，眼睛閉起來，就是那輛轎車在呼喚我，

那個那表示你就是著相的人。你著相的人，它就類推你就是色法，你比較著色法，色法。 

那有的人是不是就是感覺那個相處的愉悅？感覺很重，有的人很喜歡那種感覺，人家說

很有感覺，很愛那個感受那種情境，那種人就是著法，他就可能娶個醜婆娘無所謂，因

為老婆是要相處一輩子的，她的性格好，讓我感受舒服就好，顏面這個自然會老，這個

人就會取德。這樣意思。 

那有的就叫外貌協會，喜歡取貌，他取那個外相上的東西，人是有這兩種，你來分

析你自己是哪一種，那你就知道怎麼破。如果你是著相重的，那你對於色法上面要去練

習，練習對於所有一切色法，你要去懂得這個相，這個相是虛妄不實的，它可能就教你

不淨觀，這種種的這種觀。那如果你是所謂重那個精神層次的，那種情境的人，你就要

從受上面去修，色受想行識的受。因為這個受，就是你的這個敏感，你從來就在感受這

些喜不喜歡，內心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