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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4》 

             印可法師宣講          

境為妙假觀為空，境觀雙忘即是中。忘照何嘗有先後，一心融絕了無踪。 

不管你是重色法，不管你是重心法，那總是人六根對六塵，都是一切在境界中。虎

溪大師他就說，說：「境為妙假觀為空」。這個境，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是你色法上面的境，

也可以說心法上面的境。那我們人是活在時間空間，與一切山河大地，所有一切十方法

界交流、交涉中，只是我們用雜染在交涉，於是就匡出了自己的世界跟範圍，自己的三

界，就自己的界別。 

所以如果我們要修行的時候，其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其實它是妙有的變化，

一顯一隱，顯出來為色，隱就非色就空。所以在色空色空，緣起緣滅當中，其實它是交

疊交疊，空中能妙有，妙有最後畢竟空，這是緣起性空的哲理。 

那我們一般修行，因為眾生在這個境，剛剛有講，情境上的境或是相上的境，都是

六根對六塵出來的境，它的答案就叫境。所以我們因為眾生在痛苦跟執迷當中，所以境 

事實上它是不是色，隱跟顯當中的變化？色顯為境，顯，顯出來的時候，因緣和合，是

不是顯出來就叫境？事實上它就是妙有。可是我們眾生釐不清，在這裡想要占有它，想

要取讀於它跟我的關係，擁有，那你有很多你的想法，所以境本為妙，境為妙，但是我

們不能空，於是假觀為空。不管你的境是什麼，都第一先放空，是不是先放空？這叫雙

遮，這叫雙遮。 

我們眾生的痛苦 是不是就在心色二法？所以是不是雙遮？雙遮就是現在先都放

空，不管我的感受跟我執著的相，這個上面我都雙遮，先放空，因為它是因緣和合變化 

生滅法。它是虛幻，幻不是沒有，幻是有，不是永遠的相狀，所以它是不實在，所以相

是虛幻。那這個第一是不是先達到一個空，讓你不動？可是外境會不會變？外境它可能

會有變異。那你的功能有沒有丟？你的功能不丟。你的覺性是不是常在？是不是常住？

所以外境它會變異，可是它不可滅，色法不可滅。 

色法它會變異，所以一切的山河大地 是不是就是色法？你的身體是不是色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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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呢？好，你剛剛第一先這樣雙遮，境我們假為空，「境觀雙忘即為中」。你這個境，你

剛剛是不是先放空？空之後，不跟自己的俱生我執做連結；這個時候，再來重新觀照這

個境，再觀照之後，它真實的道理、因緣，所有的和合的現象的這些解釋，境觀，觀是

不是觀出來的道理？是不是理出現？剛剛是不是事？境跟觀明白之後，雙忘，兩個都不

住它，超越它，即是中，就是中道。這樣懂了雙遮？ 

 再來雙照，「忘照何嘗有先後」，我們剛剛第一個假觀為空，是不是要忘它？是不

是要忘它？後來再觀照它，是不是再把它拿來觀？這個中間的過程，似乎有一個先一個

後，但是你在運作，之後當這個都明白的時候，也不談前面的忘、空，也不談後面的照，

這兩個都不用去追踪它，明白了就好。 

「一心融絕了無踪」，你這個當下的覺性發展，把它弄明白了，這個是世俗的相狀，

出世間的道理，這兩個都很明白，超越兩邊，就是中道。所以是不是先雙遮，次雙照？

最後是兩邊皆不住，就是中道。這樣會知道我們心體的運作嗎？聽得懂嗎？聽不懂，有

人笑，那我們就再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我們現在舉個時下的食物，叫荔枝

好了，大家當一下楊貴妃。好，現在荔枝上市了，荔枝有好幾種荔枝，市面上出現了玉

荷包，這玉荷包在過去有沒有經驗？有，要不然你怎麼知道玉荷包好吃？當然你過去是

不是有經驗？所以看到玉荷包，想起過去的一念，過去的記憶，就是玉荷包又甜籽又小，

這個時候玉荷包的相，玉荷包的念，玉荷包的執著，玉荷包的種種點點滴滴，是不是現

前？是不是現前？這個跟過去有沒有關係？有關係，現前的一念，他的玉荷包現前了。 

喔！今年玉荷包比去年更大顆，這沒有買來吃，感覺心過不去，過不了誰的心？說

了，自己的心。是不是現前一念？是不是現前一念？好，那就要想，現在是不是境為妙？

然後現在假觀為空，我已經是修行人了，這個六根對六塵，幹麼就被這個賊抓去？所以

玉荷包，我不能夠被你所誘惑，所以玉荷包，想，現前的這一念，是不是要先看空？是

不是要看，把它說，我不受其影響？所以第六意識不動，是不是不動？ 

於是玉荷包對我已經沒有吸引力了，然後再觀察玉荷包，為什麼會有玉荷包？是不

是回來再觀它？是不是回來觀它？觀玉荷包，為什麼會有玉荷包？天地萬物也，地水火

風也，時間、空間、溫度、溼度，寶島臺灣也，還有我口袋有錢也，我還有這個資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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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它，我才會動念。因為我過去吃過玉荷包。 

你今天有一歲在地上爬的孩子，對他來講，玉荷包跟非玉荷包都沒有意義，如果他

從出生到現在沒有吃過玉荷包，玉荷包對他是不是空境？對不對？然後對你來講，所以

你在觀，境觀，你來看這個境，玉荷包，它是因緣和合。再觀我對玉荷包的慾望，這個

時候是不是觀內心的境？一個是外境，一個是內境。是不是這個外境跟內境，觀察完之

後，唉呀呀！天地萬物這個自然法爾，那我心念裡面，對於玉荷包的這些思念，這些慾

望，其實是所謂的一種貪吧？那我的因緣，擁有玉荷包或非擁有玉荷包，那個是後面的

事，那後面的事；可是現前你是不是境觀？境，外境、內境，觀完之後雙忘，所以以前

吃過玉荷包又如何？現在要吃玉荷包又如何？吃與不吃與我有干係嗎？我會因為吃玉

荷包就證得涅槃，不吃玉荷包就淪落地獄嗎？玉荷包與修行無關，與得證菩提無關，是

不是這樣照，觀照？觀照完之後，是不是哈哈大笑？ 

不過我的覺性在中間，我的覺性在中間，我了別玉荷包，過去的所有經驗，成為資

料庫，來幫助我瞭解因緣，那我也知道玉荷包，表示我的根能夠大機用，我這個覺性是

不是在？所以這個覺性，單就這個覺性而言，它是曼妙的，這是一個覺性，它是無是非

的。我的覺性是不是無是非？那這個玉荷包的現況，它的味道的殘存，想要與不要這些

東西，是不是都忘了？都把它放下，是不是都放下？那這個放下的當時，是不是同時玉

荷包，跟我要吃的這件事情，是不是同時銷殞？同時銷殞。 

「一心融絕了無踪」，當你這些都放下之後，旁邊有個人叫你，李小華，喔！回答，

前念後念切斷，忘記玉荷包，又另外一個六境現前。是不是？那你也可以在有一個人叫

你李小華，你不起心動念，喔！張先生或李太太，沒有起情緒，然後就生命裡是不是這

樣自然運作？玉荷包的事，是不是似有非有？在這裡面是不是一切因緣變化？一切裡面

無礙，這裡面也不再有玉荷包的念，也不再有玉荷包的相，也不住在玉荷包中。這樣同

學知道怎麼運作嗎？那這個虎溪大師說的這個，我們只是用實例來舉證。 

所以我們真實的修行，這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其實它是不是交互交

互中？那你要會修，你就知道你怎麼抓。禪宗講的這個無念為宗，其實講的是念而無念。

我們眾生是有念的，眾生是有念，所以有念而不執著。有念而不執著，那麼這個念，也

就不具特別的意義。但我們眾生就是有念而住而執著，所以當我們有念而執著的時候，

才要起覺察心。這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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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再用同樣的例子，市場上、市面上有了玉荷包，那你就看，喔！玉荷包很

甜，老闆一直跟你講：「喔！今年玉荷包很少，你如果沒有吃，兩星期之後就沒了。趕

快！趕快！」譬如這樣一直對你呼喚。你如果不著相，不住它的所有一切裡面，你會不

會難過？不買它難過，不會。所以你如果不住，是不是就不會取那個相？是不是無住為

本？你是不是不取那個相？那你心中也就無念了，是不是無住為本？基礎上你只要無

住，是不是就沒了？ 

那你如果，唉！錢不夠，現在都漲價了，不可以，先跟老闆的話抗爭一下，是不是

相給它取進來？是一個遺憾相，對不對？然後，唉！實在這個年頭，算了啦！我們沒有

那個福報，是不是又來一個業障念？是不是這樣？這個念因為沒有圓滿叫業障，這個相

是遺憾，因為沒有放到我的菜籃子。是不是你住了？所以記住即有相，然後最後會產生

念。回到家裡來，家裡人說你今天買什麼水果？現在什麼比較便宜？哪一種便宜？鳳

梨，對，買鳳梨啦！他說：鳳梨好啊！什麼好？人家玉荷包都出來了呢？這樣知道意思

嗎？ 

是不是你把那個念住著？回去說，你看我們就是，你怎麼不多賺一點錢？我很想要

買玉荷包，就是捨不得，是不是那個業障念重複？重複抱怨一下。那個遺憾的相：「你

有看到嗎？那玉荷包是多麼大顆，多漂亮，比給你看，比給你看。」這樣知道嗎？全部

都是因為住。你剛剛如果不住，是不是就不取相？也就不再有念，這裡講的就是這樣。 

所以念，無念為宗，基礎上，我們是不是要無住為本？那你念，好，我們眾生是有

念，既有念就只好修囉！所以我們要修現前一念，知道現前一念，無明不知道跑多遠了。

所以有念而不執著，那麼也就可以，還是可以過。你不執著那六根六塵還是起作用，可

是你不執著之後，這個念，念念生滅，念念生滅，你對於玉荷包的存在，也沒有內心的

那個業海、業障念，所以這過去了，那個不怎麼樣。 

所以六根照見六塵，這個境界裡面不起妄心就好了，所以這個念而無念，就是不起

妄心的這種念，你也一切在生活面裡面自由自在。所以眾生有念，就要修無住，你如果

修無住，這個相它自然滌蕩，你沒有執著它，那個相不會印，刻在裡面，也就是這個自

然運作中，過、過、過啊！ 

你今天去臺中車站，你要坐哪一號的車，你先心中有了一個定點，我要坐幾點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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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強號，然後中間你要往臺中車站前進的過程裡面，左邊右邊是不是有大車小車？到

了臺中車站，它也有公路局，它也有所謂巴士，那它有莒光號、復興號、什麼號，這些

車對你來講，有相還無相？你的根塵能用，它是不是現這個相？而相不住心，是不是無

相？對不對？那這個狀態之下，這些東西對你有念還無念？你都知道來的是莒光號，我

不要坐，來的是復興號，我不要坐，你會不會討厭莒光號跟討厭復興號？它需不需要留

著？是不是念而無念？因為你無住。 

所以你無住生活面裡面，起居自由自在，它不會影響你的。根，大機大用，那你要

搭上自強號，自強號來的時候，是不是這就了別？是不是覺悟？剛剛莒光號跟復興號，

是不是覺察、覺觀、也就覺照？喔！那個不是自強號。那這個自強號來，也是不是了別、

覺察、覺觀、覺悟？啊！這是我要搭的車，上車，找了個位子坐下來，呼呼大睡，因為

我要去的地方很遙遠，你就不需要管我搭得上跟搭不上這個自強號。是不是前面全部不

用？所以所有的相跟所有的念，只要你無住，它沒事的，它都沒事。這樣大家聽得懂？

這個修法都直接講了。 

那佛說，我們眾生因為有住在這個相，跟住在這個念，所以我們要用清淨心來觀察。

清淨心意思就是佛法、生滅等等的這些道理，所以佛就說：「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我

們色法是不是生滅生滅？念是不是生滅生滅？相是不是生滅生滅？所以生滅生滅就讓

它過，就讓它過。它過了之後，你心中不住，是不是寂滅？依然安住在寂滅清淨中，是

不是寂滅現前？  

所以所有的一切境界中，沒有塵勞、煩惱的這種妄心生起，也就是無念的無的道理。

所以這個無，意思說所有一切有當中，你不執取它，它等同為妙有，等同為空，緣起性

空嘛！它不可掌控，它在變異中，所以這個無的道理就是這樣。所以念而無念就是無念， 

這樣。那真正要修的是修掉妄念，修掉妄念而起清淨的真如，清淨的真如，那這個時候

就是真如之用，這是我們覺性的用，這個就是《起信論》裡面講的正念真如。 

回到我們上一個偈子，上半堂課裡面的「這個跟那個」，要解明白。我們一般眾生

是不是一直住，有無明？所以看到無明的這個，是不是要用清淨的正念？正念真如，瞭

解它的道理。所以瞭解它的道理之後，是不是無明也沒有了？那你這個真如瞭解的道理

也放下，是不是「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不談真如，真正安住清淨中。是不是這個

那個同安樂？這樣聽到意思。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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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眾生很麻煩，有的人一直覺得自己業很重，他一直住這個。是不是？業啊！

業啊！什麼都業。有的眾生呢？他是一直都空，我有佛性，佛性不造作，這是本來具足。

可是在生活面裡面，又隨著習氣，隨著習氣在運作。那如果所有一切都是空，我也不執

著我的習氣，那事實上是個大魔王，也沒有真實的修。所以他擁有的那個，那這個顯相

上面，卻是造作萬端。 

所以這個上面我們要懂，大德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要真的止惡。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跟大家講嗎？就是要止惡修善，但沒有修之心，沒有修之心，那達到了這個所謂的 

無修的狀態，修而無修。那念呢？剛剛講的念，而達到無念的狀態，因為基本都是無住。

無住，但是有沒有修？無住為本而成就道業，攝用歸體。上個禮拜講，攝用歸本，也就

是攝用歸體的意思。畢竟諸佛菩薩是成就一切，對不對？佛，覺行圓滿。修而無修，那

事實上是有沒有修？是不是有沒有修？是有修而無修之念，才是真修。 

那這個真修是起從哪裡？起從悟，悟得真理之後，覺跟行。覺是不是自己的覺性？

行是不是現於外的，身口意表徵出來的相狀？覺跟行都是圓滿清淨的，這個就叫真修，

也叫無修。要達到這樣，就是所有經論告訴我們的。並不是我們今天知道了之後，然後 

我正念真如，所有一切我不做，那所有的一切與我無關，那這樣子並不是所謂佛所教導

的。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就是在一切的相裡面，能夠脫離這個相的執著。剛剛舉

了好幾個例，都懂了？所謂的無念，就是雖然可能有起念，但是有念而不執著於這一念，

再講一次，不著，不執著內心的這一念。那過程裡面，如果它是屬雜染念，是不是要像

黑板寫的這樣去修？如果你這個一念看的是清淨，很明白，喔！進來有一股味道，地上

有一灘東西，無明啊！有個惑、惑點，去查清楚，誰啊？等等等等，看一下，是個罐頭，

罐頭裡面的食物，所以味道很強。 

那明白之後，家裡有人想吃這個東西，那不知道又是什麼急事，所以出去了，就這

樣。打個電話問問，剛剛不是你在家嗎？你不是下午兩點有約，那地上怎麼一灘東西？

他可能跟你講，他就打開罐頭，想吃個什麼東西，結果灑了一地，時間來不及，我吃一

吃想說，你等一下回來，你就會處理，所以我就走了，留給你處理吧！謝謝！就這樣。

是不是都沒是非？是不是都沒是非？那你是不是喔！原來如此？拿個拖把把它掃一

掃，拿個什麼東西清一清，是不是也沒事？是不是覺又行？是不是家裡會恢復平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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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味道也沒了，恐懼也沒了？根本就不要有。 

所以理知道之後，是不是理事要圓融？是不是要把那一灘給掃除掉？那也沒有我掃

除的心，也沒有我掃除的累，也沒有他造作的罪業。這樣明白嗎？修行原來就在生活裡。

所以於念而無念，能夠達到覺悟。這個地方我們在講這個，就舉眾生在念頭裡面，讓自

己太痛苦了。 

話說這些古大德，他們修行也很辛苦呢，六祖惠能大師他還在獵人堆裡十五年淬

鍊。對不對？話說這些大德們他這樣講，你要知道喔！他多麼辛苦的修行。這個黃檗禪

師，黃檗禪師，他的號叫無念。他開始修行，修行的時候，都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釐

清這個心。同學，有沒有這樣想要釐清？是不是想要釐清？所以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參，

終於他參到了無念，無念的這個道理，他就說了一個四句偈。他說： 

「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我們眾生都在找這個念，你注意省察你自己，我們始終就很用功的要找這個念，我

現在惡念，我怎麼可以起這個惡念呢？我要感恩他，他就是我的冤親債主。不不不！自

己自問自答，他不是我的冤親債主，他是我的恩人，這矯枉過正。不！我要用感恩他來

還報他，他對我不仁，我要對他有義，是不是自問自話？是不是還在找念？是不是在找

念？ 

有一天他有什麼樣的表態，就想說我對他這麼好，我心中迴向給他這麼多，我都把

他想成這麼好，為什麼他把我想的這麼壞？還在找一念，找我住在他心中價值的那一

念，不是在找我的念，是在找他的念。我們人開始是不是在找自己的念？把自己的惡念

轉善念，轉一轉之後，是不是要探測別人，我在他心中的念？自己的念顧不了，還拿別

人的念來煩。眾生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再修行修行，啊！到底世尊在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用理解性來瞭解

這個念？揣測，世尊難道祢沒有迷糊的日子？假設世尊祢倒底有沒有欲望？你娶了老

婆，到底有沒有欲望？你生了孩子，有沒有心痛？是不是要揣測別人的念？凡夫的念想

不完，想到聖者的念，聖者的念不敢參，參到佛的念，其實沒有人回答你，全部自問自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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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六祖壇經 4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所以「四十餘年不住功」，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窮來窮去轉無蹤」，你這裡追

索來，自己的參不完，參別人的，揣測別人的心裡，揣測，很多沒有自信的人都這樣子，

很害怕別人心中住著你的樣子不滿意，你自己不滿意你在他心中的樣子。那最後呢？始

終這樣專注的用功，他說，這黃檗禪師很有名的，他說他四十多年之後才悟道，還悟得

什麼？「始悔從前錯用功」，四十年的修行，才懂得丟掉那個念吧！不要住那個念，不

要心思口議找那個念。你要先在六根對六塵的時候，先契入空，那個不動，再來雙遮，

之後再來雙照。那我們眾生太愛念了。 

這個黃檗禪師他最早的時候，十六歲，開始是這樣來的。為什麼要找這個一念？跟

他前面的因緣一定有關係。這黃檗禪師他住在黃州，他患了水痘，長這個痘子，然後垂

危，生命垂絕，病到快要死了。他的這個叔兄，也就是他的堂兄弟，堂兄弟跟他講說，

你出家去好了，有的人這種業障病，你出家去或許有一線生機。這個我們聽很多，很多

人說，你這個活不了，不然你出家去，說不定會活下來。於是他就去出家，他去宕山，

宕山出家，出家心中是為了要保命，是不是有一念？這個念是什麼？想要得生死長壽的

念，這是世間念。 

那有一個老僧，就有一個老僧他就說：「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

披毛戴角還。」我們在寺裡，也要常講這一句，我們是講眾生一粒米，那十方就是十方

來供僧的。「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你以為你是誰？十方的所有來供，你都這樣照

吃照喝；你若還不了道，你此生此世如果你沒有道業成就的話，你不好好修行的話，來

生來世披毛戴角還，這一句是我們僧人常用的。你不好好修，你還到死，看你怎麼還？

披毛戴角還。 

喔！這黃檗禪師出家之後，聽得起雞皮疙瘩。他這喔！倏然！趕快要好好參！因為

他的世界在有裡面，是不是有？有痘子，有命，接下來有須彌山那麼重，還有披毛戴角

還，那麼重的果，業果，是不是都是有？於是他苦苦、苦苦的去參。 

有一天，這有一天晚上，他就聽到有人在哭。我們一般聽到有人在哭，是不是起一

念？唉喲！什麼人？什麼事情？怎麼哭得那麼悽慘？是不是念？其實它就是一個聲

音，然後接下就聽到有一個笑聲，哈哈哈的笑，是什麼又笑得那樣？笑得那麼孟浪。他

聽到一個哭一個笑，這是遠方的聲音，他突然迴光返照，一個哭、一個笑聲，迴光返照， 

我這個心在做什麼？我這個心，起一個念來解釋哭跟解釋笑，真的這個心一念之間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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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全部造作，全部在成就東西，而這個東西，是我自我意識出來的。所以原來我心

的運作是這樣，突然之間哭跟笑不理它，哭跟笑與己無關，回復到我這個心，可以這麼

明白。也可以清淨嗎？就突然哭跟笑之間放下，開悟，他就是這樣開悟的。可是悟完，

悟完還要修，悟後是起修的。所以上次有講，你悟之後才真的起修。 

然後有一天他就發現，他要走的馬路上有一盆的麵，可能是一個什麼東西裝的麵。

然後他就想說，可能在曬吧？他就想說，這麵怎麼放在地上？於是就把麵提起來，然後

有個櫥子，這個寺院裡面是有放食物的櫥子，那一個櫥子呢？他就把這個櫃子，這個櫃

子打開，這個櫃子可能有上蓋，有這個門，他就打開，裡面還有一個裝器皿的一個籠子

放在裡面，放什麼豆，什麼的蔬果，什麼的籠子。那他要把麵放進去，那個占了那個位

子，於是他就把這個籠子往旁邊推，他就把這個籠子往旁邊推，去打到櫃，是不是這個

櫃子？這個有情境嗎？可以出來嗎？櫃子打開，裡面有個籠子，這盆麵要放進去，於是

他把籠子這個往旁邊推，去碰到這個櫃子，櫃子的門。這個櫃子的門呢？這個櫃子的門

就動到了，那他這個時候呢？這個櫃子他可能是這樣開的，可能這樣開，不知道，他呢？

它這裡面的解釋是說，這個櫃子的門，就被這個籠子碰一下，叩！撞到頭，打到他的頭。

打到他的頭，突然之間渾身流汗，大徹大悟，因為完全沒念。 

同學，剛剛開始，他是不是在雜染念？悟點，第一個悟是從雜染悟淨，是不是悟清

淨？來！我們來看大徹大悟是怎麼悟的？第一個、他是不是哭？哭聲是一念，笑聲是一

念，哭笑當中發現，心的運作是一念，發現這個念都不需要留，這是自產生的念，於是

放下這個念，是不是瞭解清淨、功能？ 

清淨功能之後，第二道、他是不是安住在清淨中？行住坐臥看到一盆的麵，要拿進

去放，是不是都是清淨念？清淨念是不是覺照？覺照，拿進去放，籠子往旁邊，碰撞到

門去敲到頭，這個時候才真無念，才真的悟開。聽懂嗎？所以下次跌倒的時候，一定要

開悟。 

我們一般人就以為我悟了，我悟了這個覺性之後，這叫悟，這叫開悟，後來他的所

有的念，這個麵怎麼放在地上？是不是清淨念？他雖然不討厭麵，也不討厭自己要做收

的動作，也知道這個麵不應該放地上，是不是實相觀？實相觀，要把它放進去，是不是

還有一念？這籠子占了位子，往前，往那個，打下來的時候，連麵、籠子、櫃子、我，

全忘，這叫畢竟空，這個就是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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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黃檗禪師，悟了之後，哈哈哈的笑，遍大地是個無念。真正的證悟之後，

還不是念念運作，而是無念。那我們剛開始課堂上跟大家講，如果你念不住的時候，也

不是問題，也不是問題，那個還是在凡夫有念而無執著；到畢竟空，悟後是恆常無念中，

那個才是證悟。證悟之中，它就是常樂我淨的常態。所以悟後起修，就是在講你悟得清

淨之後，一直到你桶底脫落，畢竟大徹大悟這一段，叫做真修。然後真正他悟了，開悟

之後，黃檗禪師度化很多眾生。在無念中眾生有什麼問題，是不是就像鏡子一樣？就很

明白，這樣度化。 

那我們眾生之所以會痛苦，就是記憶中住著某一種傷痕，也就是因為住相起念，那

這個心裡面就不安定了，那人在世間裡面生活，總是會看到自己知見裡面評估出來的善

惡，自己有所好的，就是喜歡的，那所謂你認為跟自己相應的，或是所謂比較醜陋，與

自己無關係，或是認為不甚圓滿的，乃至於在人與人相處之間，總會因為某一種接觸，

而產生了一些不甚好的關係，就是有冤仇，或是有好的關係法，所謂的親愛，這上面點

點滴滴，放到心裡頭了，人就是因為記著過去的這些傷痕，所以痛苦著。 

如果一個修行人，能夠在雙方相處的時候，言語之間，我們人與人相處，其實就是

靠著語言，還有所謂的肢體，這樣來表達，表達彼此的這個想要表達的東西，其實這是

個方便。但是人就在語言的結構裡面，就會有自己解讀的內容，對於別人心中所想的，

也會有自己的一番猜測，於是人好忙喔！就在這裡裡面自己內心產生了好多好多的想

法，好多好多的看法。所以對方的表達，我解釋錯誤，不是如理作意，不能看到它的空

性，然後解讀錯誤，又產生自己在批判或跟對方溝通上面，要強調於自己的一種想法，

於是言詞之間就有了衝突，沒有很平順。 

所以有些時候會有一些刺激，彼此內心挑起的那種戰火，那這個在行為關係法裡

面，就呈現了一種分離的現象。那修行人就要在這個上面，有特別的一種修為，所以「並

將為空，不思酬害」，這個一併的都要放下。今天修行，如果只是為了爭這一些的話，

那沒完沒了，所以不要起思想要去報復，或是在這個言語上要去贏。人就是常常這樣，

想要去贏得某一種高高在上的位置，然後讓對方在這上面降伏了。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世尊說：「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世尊說，如果只是為了強調

又強調，然後我來想要得到某一種更高，這個只是以諍止諍，還是一直在那邊討論著，

所以何不放下呢？因為太喜歡是非計較了，看在眼裡就有是跟非，就要計較的我對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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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誤解了，被傷害了，這些念念之中，其實都是痛苦的。 

所以我們人，對於現前的，解釋錯誤，有自己的想法之後，就會把這樣子的感覺放

在心裡，也就是前念，然後有存著一種境界，那這樣子的話，你永遠就沒有辦法身心清

朗，因為心中已經有一絲的罣礙了。心中有東西啊！這樣怎麼自由自在呢？ 

所以「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所以如果你對於前面，

就這個之前發生的事情，那你產生了一個解讀知見，就把它鎖住。然後現前的狀態呢？

另外一句話回來，又產生了現前的一念，然後把這個味道，一直結構起來；然後心裡想

著，喔！那一定會怎麼樣又怎麼樣，沒有辦法放掉；對於爾後又產生了很多自我期待，

要找一個自己的想法、位置、自己的對。這裡面，環境裡面，就覺得委屈了，像念念之

間放著，不能夠丟掉，不能夠丟掉這些雜染，這種就是自己被自己的念頭繫縛住了，綁

住了。 

所以如果修行，知道對於一切的萬法，你瞭解它，但是不要硬把它結構起來，不要

這樣的在雜染上放不掉，牢牢的執持它。如果可以，學著，如果可以學著用清淨去讀它，

用空相去讀它，其實所有人都一直在變，每一分鐘，不知道哪個時候是你的契機，你就

會用不一樣的角度來讀世界。哪一天你真的覺得，自己自我折磨在自己的這個念頭裡，

綁著自己，你願意放的時候，你會發現事情並不誠如你自己以前想的這樣，所以也就不

會再有束縛。不會束縛是因為清淨，會束縛是因為雜染。  

那如果說我們每一個清淨，清淨清淨的想法，每一念當中都是清淨的在看，那麼也

就是淨念相繼，安住在所謂的正念之間，那這樣子，就是自由自在。所以「此是以無住

為本」，這個就是我們要無住。 

上次也跟大家介紹了很多，所以在這裡重複的再把它整合一下，禪宗所謂的繫縛，

就是無念的意思。但是這個無念，不是一念不起，不是，不是一念不起、百物不思，而

是正念，不是妄念的意思。如果我們要讓自己一念不起，那麼就屬於無想天，那是外道

的修法，那智慧也沒有現前。 

所謂學佛，就是要得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這個正覺、正智能夠現前。而這裡面的

念，我們應該正念，也就是無念，就是無妄想之念，這樣的意思。那這樣子，我們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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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瞭解實相因緣，沒有生，生起這樣情緒五蘊的念，也不用再滅這個五蘊，所以是無生

無滅。無起之心，也自然不需要滅而滅它；前念的內容不留到下一念跟後面，這樣子就

不會有所繫縛。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要好好的去想到，修行到底是在做些什麼？有的人就是為了抓

那個雜念，我現在很開心，我就要多開心一點；我現在很煩惱，我就要討厭這個煩惱；

這件事情我喜歡，我就多喜歡一點；我討厭，我就要狠狠的討厭它，跟它切斷，其實還

是在找那個感覺跟這個念。 

那這種修行，其實真正在古德教的時候，它倒是比較簡單。那我們後來慢慢走慢慢

走，眾生有這個念，所以很多教法就一直要在這個念上去做文章，解析你的善，解析你

的惡，解析你的怎麼怎麼怎麼，其實如果你能夠知道，這個念是多餘的，縱使是善，其

實也是一番造作，當然惡，延伸出不好的身口，就是造作它，那當然這個惡是絕對要泯

除。但是不是痛恨，痛恨我起的這個念，跟高興於我起的這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