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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5》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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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在教這個的時候，其實比較明確，你還沒有

動作之前，你內心的這些東西虛妄的，所以你不要一直在那邊翻滾，一念又要找一念來

洗這一念，這一念之後，又要端詳自己這一念，是什麼樣的一個念，念念當中，無非在

玩著這些念頭的遊戲 。 

話說有一個開先善暹禪師，開先善暹禪師，開就是開啟的開，先後的先，善暹禪師， 

黑板上有寫，這個禪師修行三十年，修行三十年才悟道了，這一念菩提妙明真心，就是

這個清淨心，其實是本具的。有些時候我們會，一直修行的時候，我覺得我已經修十幾

年，怎麼沒消息？其實古德你看，記載下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有人在，這

個禪師他後來知道，原來清淨、菩提的妙明真心是本具的。 

他就說了四句偈，他說：「三十餘年四海間，親師擇友未曾閒，今朝得到無心地，

卻被無心趁出山。」他說三十多年來，我就四處很用心的，很努力的去求道，在五湖四

海之間東奔西跑，不是去遊山玩水。遊山玩水是另外一個休閒生活，現在人。他說，我

是為了親師擇友，未曾真的空閒過，就是好好的想要訪明師擇益友，花了三十年從來沒

空過。其實過程也是有需要，只是方法，當你知道某一種方法，你再跑也沒有用，你應

該心地法門都要做的。有的人就是 一心就只想著明師，就像名牌一樣，就只在追著是

不是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特殊點幫我翻開，其實自己功課要做。他說，今朝得到無心地，

今天忽然的突然之間，一個契機開悟了，知道無心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人就以為無心就什麼都不想，其實不是這樣，它這個無心是沒有造作強迫的心， 

卻被無心趁出山。你在山海之間，其實四海間，就是在找這個明師，然後跟世界是隔離

的。那你這個無心的時候，才推動著你而真的能夠走出你心中的這個須彌山。那也能夠

真的走出山水之間，而真正世出世間去度化眾生。 

在修行裡面，常常會為這個念頭而痛苦，不著有不著無，這個清淨的心，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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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要修行的地方。我們如果有這個念，而一直想說我不要有念，我不要有念，其實

這還是不對的。就是有，你知道這念的妄想，裡面的雜質，然後放下雜質，放下雜質之

後，是不是就是空？空之後，再不空，再來用清淨的覺性，把這個實相看一遍，就知道

了這是因緣果，這個無相。那我在這裡，應該是怎麼樣的運作，於是乎前面的念，是不

是現在就是無念？可是無念中是不是正念？正念中也就是智慧現前。 

所以不是要壓死念，也不是讓這個妄念持續，也不是有一個特別的念來代替它，這

樣運作下來，才真的念而無念，無念而念。這個後面的念是正念，是智慧；前面的念是

雜染的念，這個就是禪門在講的念。所以我們證到無心，也不要執著，唉呀！我無念，

我無心，所以一切與我無關。那麼在這個世間，你還不是真的悟開了呢？契悟無心，有

時候會妨礙，妨礙你真實佛性現前，六根大機大用，像石頭一般，那是沒有用的，所以

禪並不是在講我們要變成石頭一般。這上面我們再來瞭解下一段，那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再跟大家說一說，下面一段經文，五十二頁最後一行。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

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 

這一段惠能大師又講，善知識！我們對於外在的一切相，你要知道內心不要執取

它，能瞭解而不執，不執取，所以這樣就能夠遠離，這個就叫無相。上次我們對無相，

有用黑板解釋了。我們眾生的這個眼睛，這身心的活動太過頻密，太活潑了，所以一有

點什麼東西，就馬上會黏著，會取。 

那我們修行裡面，世尊就教了很多辦法，幫助我們離相。祂說小乘用析空觀，而所

有的物質，它分解分解分解之後，到不可著，它有一個相的存在到空，所以用析空觀也

能夠離相。用緣起性空，譬如因緣，緣起而有，因緣和合而有，緣滅而無，所以對於一

切的相不起妄想，也知道它不是永遠存在的，所以用緣起性空也能夠離相。  

那真正我們對於相上面，如果能夠脫離你裡面的虛妄的執著，不要隨意的用分別知

見分別它，不起妄念，而是用智慧觀照它，這個就是基本上法體清淨，那這也就是無相

為體。那這個地方呢？我們都瞭解《金剛經》講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金剛經》就

講這個。所以外面一切的境界，其實都是剎那存在，如夢幻泡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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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影，所以它是不實在，它不是永遠存在的。那你不要攀緣，也不執著它，眼耳鼻舌身

意在外面，我們在時間空間裡面，其實是不斷不斷在運作。 

那你如果用智慧來觀照它，沒有在生命的運作的每一個當下，就一直去執著它的

話，你就會知道法體清淨。那我們眾生就是沒有安住在清淨的無住、無念、離相當中，

所以才會頻頻的受這些困擾著。所以這個心，這個心也就是每個人自己如何在這上面掌

握的。但是心又無自性， 這個地方講「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這個心是統合之說，

分開來講我們這個心，是不是有住、有念、有相？那如果說我們對於所有呈現在前面的

這些，六根六塵運作的時候，不執取這個相，也不內心產生了一種境，沒有產生一種情，

就情境，凡夫就是用情境，對不對？那所謂的大德就是用實相。那凡夫呢？如果我們在

這個裡面，產生的情境等等，那就是一種染著。 

那我們如果知道這一切，所有一切變異中，無常，那麼內心不會特意去解讀它，也

就無念了。所謂念，念，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實在無明又運作了好幾個步驟，才產生念。 

那這個相呢？就是這個形相，六根六塵接觸的時候，它有種狀態，這個狀態放進來了，

就是相。那相呢？我們以可辨識的，可看見的這個相狀來講，有些時候又有一些是所謂 

不是真正存在的境。所以有些時候，相，我們如果單一解釋是好像有形相，有物的存在，

但有些時候存在在心裡的，又不是所謂真的某一種特殊的相，而是一種境。所以境與相

上面，有的是具體的說形狀，有的是在說它存在的一種狀態。 

那世尊說一切法，有總相、別相，如果我們看人，他就叫眾生，叫有情；那我們看

動物，也是叫有情。那在這裡面，總相我們都叫有情，別相呢？人。動物之間有所差異， 

人又有分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老人等等，那也有不同膚種，這些呢？有總相、別

相之說，但總而言之，無常就是所有一切的總相。是不是所有的相裡面，其實在變異？

每個人也不敢肯定自己累生累劫，曾經是什麼樣的樣子。那我們如果這麼明白，對於自

己各種念頭頻頻出現的時候，就要懂得要脫離內心境界的束縛，所以這裡他又把相連結

到境，他說「於自念上常離諸境」。 

所以相是一個開頭，之後轉換成一種境，各種念頭裡面，要不就著相，要不就著境，

上次有講，有人是在境，有人是在相。所以如果脫離了這些束縛，不要在境上面，產生

了特別的什麼念頭，那這樣子就自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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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觸境生心則少定，上次有個四句偈有講到，很多人很容易一有什麼樣的狀況，

喔！馬上跳起來，反應激烈，這個就是觸境生心而少定。所以要達到無住，不住在境界，

不是只有相而已。我們不住在這個境界，那你再退回去，是不是就離相了？就能離相。

那清淨法體這個是要自己好好的，好好的放下所有一切，自然就能瞭解。 

那我們在修行裡面，所謂修一切善，斷一切惡，其實你在靜中也好，你在動中也好， 

時時刻刻其實都是反觀覺照，也就是在磨練自己。如果會修的人，穿衣、吃飯、行住坐

臥、待人接物等等的這些，其實就在修行。那如果不會修的話呢？那就要特別的用一個

什麼樣的辦法來修持，可是這個辦法其實還是方便。會修，每一分秒都在修；不會修，

每一分秒都在忙。 

話說唐朝有一個叫做有源律師，他就來問慧海和尚，他就問，他問：「和尚修道還

用功否？」因為這個慧海和尚，已經是得道高僧，他就問和尚，你還用不用功啊？這個

和尚就回答他：「用功」，我還在用功。一般人不是在講嗎？那你一悟永悟，不是任運自

如，好像都不用功，其實是不忙的，他說用功。這個有源律師，學律的，他就來問：「如

何用功？」你已經開悟了，你還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這個慧海

禪師就回答，我肚子餓了，我就去吃飯，想睡了，我就去睡，他就是在用功。我們不要

解釋錯誤。 

然後這個，他就覺得好奇怪？怎麼這樣就叫用功？所以這個有源律師又說：「一切

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 他說我們大家不是都一樣嗎？我們不是都一樣？肚子餓去吃

飯，想睡就去睡嗎？那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跟師父你一樣，都是在用功嗎？這個慧海禪

師說：「不同」，不一樣。大家應該知道什麼不一樣了，還沒講到那裡，都已經知道不一

樣。這個有源律師他說：「何故不同？」為什麼不一樣？一樣啊！我肚子餓我去吃飯，

然後我想睡我去睡。 

這個慧海禪師他就說：「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所以不同也。」他說大家為什麼跟他不一樣？因為吃飯的時候就不肯吃飯，你吃飯的時

候，心裡在想東想西、看電視、看報紙、想著好吃、想著不好吃，你根本不是真正在吃

飯。你真正吃飯只有這樣吃一口，開始有的食不知味。對不對？所以有沒有真的在吃飯？

所以他是不肯吃飯。百種需索，什麼都要，要好一點，要怎麼樣一點，時間對一點，口

味如何一點，心中想的，忙一點，亂一點，什麼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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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時不肯睡，睡的時候不是真正在睡，而是百般計較。其實大家現在，現代人都怎

麼睡？昏睡，太忙了，過勞眠，我常常說過勞眠。是不是我很忙很忙？忙到實在眼睛睜

不開了，然後勉強的去睡。有的人不是過勞眠，實在是不能活得好，就一天想要讓自己 

好好的睡，不要想了，最好能夠這世間上的事，在我睡夢中這些煩惱不再。所以他是不

是不肯睡，百般計較？該睡的時候不是真的在睡覺。 

而這個老禪師，他是無夢一覺到天亮。是不是？那吃飯的時候在當下。所以吃飯穿

衣，無非修行。你說他這個功課做得好不好？還真的無用功處而真用功，對不對？那我

們端詳端詳我們的吃飯，端詳端詳我們的睡覺，真的就忙碌不已。所以在這裡面，每個

人都有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看法，在境界上面，都有好多好多的念頭。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有的人他只想

執著著我要無念，有這種念頭，真的是很煩，很忙，所以最好是什麼念頭都沒有，我最

好什麼也都不要知道，不要告訴我，不要告訴我；其實要把這個念頭完全的排除，想要

這個一念絕，那我就可以有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另外一種重生，或是一樣所謂禪宗裡面

的一念不起全體現，其實就以為那個一念不起，那個一念不起，只要沒有念頭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悟，其實這還是錯的。 

這裡面的一念絕，要達到一念的斷絕，以為這個就能夠大死，在別處會有新受生，

獲得新的生命，這是一種假想。禪宗裡面在講的這個念，是在講妄念你要息，要息妄念，

要破，最後你自然離。這裡面呢？智慧生起。所以我們在修行時候，一個是在染中修，

一個是在淨中修。我們上次在講，要打死妄念，是不是在染中能夠見到淨？第一道關卡， 

染中知道這虛妄的人我執，所以會有空；然後在感受上的境界上的念頭，慢慢的從染中

已經到清淨，而這個清淨，你如果覺照放下，才是法空。你這個放下的過程裡面，不是

思辯、尋伺，這個才是真的是智慧現前 。 

那我們要講悟的過程，第一個初初開始，從染中開始看到是染，而轉為淨，原來以

前做功夫，全部在染中，加上批判，思惟對立，這些是笑話，這個時候第一個空的現前，

那是一念不生，是染不生，全體現還要在後段，這清淨當中。你清淨當中，不再執法，

沒有法執，也不執前面的空的體悟，然後在這裡面真的運作運作，才徹底的證悟。所以

很多學道者，沒有好好的瞭解，就以為，就以為只要無念那就好了，或是更細微的有清

淨的正見的時候，就沾沾自喜於自己的現前的這個智慧。那你可能尋伺而來，讀經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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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而來，這都有，這個都有，但是還執著著這個細微的東西，其實那個還不是對的。 

所以有些時候說想要無念，古德就說：「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這

個就是這個意思，你以為自己只要無心，無思無想就好，其實智慧並沒有現前。所以一

個從染中走淨，一個在淨中，起觀照的智慧之後，這個還要通通放下，沒有這個淨，沒

有這個心，能夠任運自如，這個才是對的。 

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 

所以有的人如果他不知道佛法的大意，是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自己會意錯誤

了，以為唉呀！所有的人就是心思，就心中沒有在想什麼，因為我們聽佛菩薩的這個經

論裡面，就是當下當下無念而念，念而無念，就心裡想說，所以當下都無念；其實當下

是覺照，而一切湧現、明白。那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會錯意，就教人家，你不思不想，

開始要教大家去妄，去妄而顯真，就是淨，淨的意思，再來從淨中，清淨就是正念裡面， 

還會有一些，不再就事，不再就事，事相跟五蘊中，但是還是會有想蘊的過程，這個想

蘊覺照的過程，思惟細細的這些東西，最後智慧現前。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就以為一定要就是內心裡毫無訊息，所以誤導眾生，自誤以外，

又誤導眾生。自己迷昧，不見自性，智慧不現前、不開發，然後還以為這就是對，所以

等於是謗佛經，是大大的錯誤；所以立無念為宗，這個就是在講無念為宗，這是〈定慧

品〉的重點。 

《楞嚴經》裡面有講，《楞嚴經》裡面，佛就跟阿難講：「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

藏妙真如性。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精虛，迥無所有。其人無故，

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那我們為什麼這上面，會有產生很多很多的這些念？物質上面，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清淨

的妙真如性，是可以大機大用，但是我們人就是執著了，執著了之後，然後疲倦了，就

會產生很多這個不一樣的景象，有狂亂非相。那我們如果瞭解佛在講，我們這些其實都

是來自於自己的攀緣，那我們不謗佛經，我們要知道如來藏妙真如性，它是能夠好好的

大機大用的，所以無念為宗，是不產生那一些狂亂的著相，起心動念的雜念。接下來的

下一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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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六祖壇經 45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

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

此法門，立無念為宗。」 

這一段，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繼續補述，他說善知識！為什麼這個頓悟頓禪的法門

立無念為宗？只是因為「只緣口說見性」，只是由於修行人口裡都一直說著要見自本性，

要見自本性，但是迷昧之人「於境上有念」，對於根塵相對之後的一切境上，卻產生念

頭。就是有的人你雖然說，唉呀！我要修行清淨的這個頓禪，這個上上乘的佛法，那我

要見性，見自本性；但是你自己呢？在修的時候，可能在修行裡面，有一點體悟的這種

境，修行有境行果，如果我們剛剛講情境情境，也就是凡夫根塵，六根對六塵，然後馬

上執取解釋出來，這叫情境。 

但我們修行裡面，會不會有境界？會，那我們說要見自本性，可是一有點境界的時

候，這個時候是境界了，這個時候境界的時候，就慢慢自己解釋它，然後就在裡面有高

高低低、是是非非，然後這個所有一切的分別，所以在這個裡面起的念頭，其實也就叫

邪見，這個也是叫邪見。所以所謂境界篇，你沒有好好真的體驗，真的去完成所有的一

切，你心中想的都不是真的。 

話說大家都一起在修行多年，曾經就有一些同參道友，他修行中略略有一些剎那剎

那的體悟；這個剎那體悟之後，總會有內心很強烈的那種震撼，這個震撼就津津樂道。

唉呀！體驗了什麼什麼什麼，甚至於有的人能夠遙見遠方的眷屬，或是日夜當中，能夠

見明天即將發生的事件，就提前有某一種小通，像這些境界多不多？稀鬆平常。修行裡

面如果在這個境界上面打轉，這個上面就起了邪見，自以為修行好，或是在這上面有什

麼樣的一個訊息，然後以為自己是見性，那這個就危險了，這個就相當的危險。這個一

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這個邪執之後，一切世間的萬象，你從這裡就會慢慢繼續再延伸

出來。 

話說有一個修行人，他就自己在這個禪修，禪修，有一天，他就發現了有所謂的天，

天界的梵天、四大天王等等的這些人來跟他對話，這個對話裡面還談論著佛法，他談論

了佛法，他心中就想，那這樣子，我的修為已經相當不錯了，你看諸天向我禮拜，那談

論的佛法，一一對談當中，就心裡覺得那這樣我是否見諦也，那我是不是這上面，相當

相當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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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起身之後，就心裡想著，我應該要為眾生做些什麼事情，那我應該 因為原

來都是有一些菩提心的這種訊息，每個人也有發心，想要度化眾生。但這個見性上面，

其實就是摸得不夠清楚，不夠瞭解，那我應該來做一些什麼事情呢？那我應該來怎麼樣

呢？開始是不是在塵勞妄想？他不是真的隨因緣而做，是開始就有塵勞妄想，我應該做

些什麼，做些什麼，其實是以為自己在這上面的體悟，然後以菩提心為它的基礎，產生

了很多幻覺，於是就開始做了一些所謂他認為的善事。 

可是在這善事一開始執行的時候，誒！又有境了，這個境界又來了，喔！好多所謂

孤魂野鬼，這個所謂的遠近靈祇，這個神這些等等，等一下都來跟他請法，跟他說哪裡

發生了什麼事情，或是怎麼樣，於是他就很忙，日夜操勞。日夜操勞知道吧？白天要去

運作他所謂的心中想的為眾生利益的事情，那夜間呢？這些神鬼又來跟他討教一番，於

是真是忙碌忙碌啊！那感受上覺得，唉呀！原來徹見本性開悟，是如此如此之忙碌也。

很忙碌就對了，其實這個很多是魔考，邪魔歪道，他不是很多事情看得明白。 

那話說他又把日夜拿來結合，白天處理不完的事，晚上就跟這些鬼魅這些神等等來

對談，某一件事某一件事，你有什麼意見呢，就把白天沒辦法處理世間事，晚上拿來對

談，那對談又有答案，自以為唉呀！這就見性，同學說，這是不是啊？這開始已經入了

魔，而且你還在鬼通呢，這還不是真通，這是鬼通。忙了好久好久，精神都快崩潰，然

後遠方，你還沒有說什麼，那件事情我早三天四天，我早就知道。結果如何？也不如他

所說，也不如他所講的這般又那般。 

所以我們修行人要知道，「自性本無一法可得」，下一句，自性之中本來就沒有一法

可以永遠掌握的，而且你還有有什麼有所得，一切其實他在所有一切裡面，因緣現因緣

滅，每一個都當下當下，無法去體悟絕對無二無分別的真理，那個就是你有所得。那你

有所謂你執取，所以你會分別有跟無，一跟異，一樣跟不一樣，是跟非，所以你要取捨

它，你就是沒有辦法真正去體悟，絕對平等無二無分別的真理，這個叫有所得。 

如果你白天看所有你該做的事，知道緣起緣滅，因緣中，實相中，什麼道理就該怎

麼做；夜間如果有這個土地公，哪裡的鬼，哪裡，哪個塔旁邊，這些諸鬼神來的時候，

也知道諸法一切是空。縱使這個中陰身，這個意識身，亦可為他說空慧，空之法，而不

是在這些現象之餘自詡，自己以為啊？自己見性了，有如此如此一般的證，就是證悟這

個力量，其實錯了方向。真正見性，他在處理所有一切裡面，就是一一現況當中，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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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六塵的接觸當中，不起妄見；而在這裡面無所得，不執境，這樣子能夠真實的去圓滿

它，這個就叫見性。並不是一個揣測的空間，憂慮於明天，或是想要有一個怎麼樣偉大

的呈現，或是在這個所謂法界當中，其他他道的眾生，跟自己的接觸點裡面，自以為自

己在這上面的所謂的能力。 

如果果真是佛菩薩，祂是不是十法界的眾生，皆是為他說法？皆是告訴他如何見自

本性，而並不是來相討於相討於這件事你有什麼辦法，你們幫幫我，這樣你不是在求鬼

嗎？是不是？求鬼神這些來幫你完成你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那個才是恐怖。 

所以自性清淨，他本來就沒有失去，也沒有所謂再得回來。那你所有的一切，有情

眾生的所有一切，也沒有一種是可以完全掌握的。如果說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掌握什麼東

西，那是一種錯誤的。修行哪有這些可讓你以這樣的一個定論，有一種定論，以為自己

有什麼樣的功能，然後在這裡可以掌握世界。 

那世界可以被一人所掌握嗎？如果果真是可以掌握，當時跟著世尊落髮的，無非就

是皇宮裡面的這些眷屬們，堂兄弟，所謂耶輸陀羅，這個羅睺羅，自己唯一的兒子，還

有大愛道比丘尼，當然還包括剃頭師優婆離，以及祂本來的這個車乘車匿，就是幫祂駕

車的這個車匿，這些人都跟著世尊落髮之後，這裡面是不是在要想要落髮修行的心，當

下是那樣的飽滿？所以要皈依世尊，要求道，要修行。可是中間呢？世尊真的能掌握任

何一個人嗎？不行的。 

譬如提婆達多，是不是他有不一樣的心思？於是在僧團裡面，也造成了好多的衝突

跟是非，還有這個車伕叫車匿，這個車匿實在在僧團裡，一天到晚就很粗魯的說了很多

不好聽的話，做了很多違反紀律的事情，讓僧團混亂，那難道世尊一個得證菩提，無上

正等正覺的世尊，能掌握每一個人嗎？不行的。 

所以修行裡面，有些時候我們會對人性過分的期待跟要求，有些時候又會對某一些 

你心中以為的人，你不討好，不看好，討厭對立的人過分的失望，其實這哪門子對。所

有一切是無自性的，你能夠去掌握那個眾生的契機嗎？你能夠以為很多事情可以被你好

好的掌握好嗎？真正修行人，會懂得自己，會懂得自己的因緣果報，卻不能夠說別人的

福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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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修行裡面如果有所錯誤的話，「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有的

人在修行裡面會有體會，那體會裡面，就看到別人，就會妄說福禍，啊！你這慘了！慘

了！慘了！保證你不到三天，你一定會碰到什麼事情、什麼事情，鐵口直斷，那叫胡半

仙，半仙不等佛。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我們果真看得到福禍，那是他的定業，可是定業之中呢？是不是就要

知道一切無自性？所以定業之中要去看到，他可以藉由這個來體悟清淨自性，所以在福

禍中 不以定論斷福禍；而是要讓眾生在福與禍裡面，有一個自己的省思，而看得懂自

己的因緣果，而放下自己的執著跟無明。所以在福與禍當中，就不是你妄說別人福禍。

有的人說因禍得福，在相狀是禍，那內心的體悟因此而轉折過去，所以是福是禍，福禍

皆契機，它是無自性的。 

如果我們在有所體會之後，然後就說著福禍福禍的事情，那跟世間法有什麼兩樣？

因為世間，有為世間出來的就是果報，就福與禍的果報。那如果你真的有一法可得，那

你口說你見性，還在福禍福禍裡，那怎麼叫見性？這一段就是在講這個。口說見性，但

是你是迷昧的人，於境上其實還產了很多念，還一直妄說，啊！我慘了，這下子我的災

難來了；有些時候說 這就是我的福報，如果還會說，這是我的福報 這是我的災難，這

個人豈是見性之人？他在這上面應該是平靜一如，知道因緣果而不論福禍。這樣瞭解？ 

所以有些人說修行修到某一個程度，你看我今年流年如何？我犯小人呢？如果你還

這樣的話，你口說見性，你要學這個自性清淨，覺性的這個法門，然後一天到晚還來算，

我今年會怎樣，今年會怎樣，我兒子會怎樣，我孫子會怎樣，這個真是塵勞邪見。是不

是塵勞邪見？那修行人你真正要修行的話，這裡面所有一切平靜，而沒有這些。 

如果你心中還有所謂的福禍，自己的以福跟禍來解讀，你的心就永遠是有一個期待， 

跟有一個分辨，這就是一個分別。如果你知道過去的因緣到現在，那果就是契機，就是

圓滿。如果現在是緣起，那麼就是智慧觀照，也就是你圓滿體悟的當下，圓成實性。那

如果你內心還有這就是我的災厄，這就是我的災難，那你的心就是有念、有相、有分別

跟計較。這樣可以瞭解？所以這個還是在所謂的塵勞跟邪見裡面。 

所謂的塵就是外在的色聲香味觸法，那這裡面的勞就是勞頓，會疲憊，就像剛剛給

大家唸的《楞嚴經》的一段。我們如果眼睛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個定點，某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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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久了是不是會視力模糊？一樣的道理，你說你最喜歡的音樂，你重複的不斷的聽它，

開始很喜歡，愈來沈浸在裡面，享受品味它，一直不休息的就這樣聽，到之後你會覺得

怎麼樣？很吵雜，是不是？一樣的道理，所以這個就是住。 

你今天喜歡吃哪一個食物，叫你每天就吃這個食物，一直吃一直吃，你到最後看到

它就怕。但修行人他就是不會有這種執著，所以他這裡面是自然的，自然的，那也內心

不會有這個喜歡跟抗拒之心。所以像這些塵勞，就是外在的跟這些疲憊，基本上都是因

為自己產生了邪見，心生攀緣心，就是心生出了攀緣，你要取捨，久久之後就會如此一

般，產生那種塵勞邪見。所以這個法門，立無念為宗，基本上無住、無念、離相。接下

來的一段經文。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

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

性，所以起念。」 

這個地方要講善知識！我們在講無住、無念、離相，那所謂無是什麼意思？無者無

何事？是什麼意思呢？那念者又念何物？其實前面都講過，這還是重複再重複釐清。所

謂的無，就是無二相，也就是沒有對立，兩種不同，無諸塵勞之心。「無者」就是無二

相，無諸塵勞之心，沒有一切妄見、勞碌的心。 

同學在世間生活累不累？累不累？那你有塵勞邪見，你說明明就累，為什麼要喊不

累？累只是機體上，那我們眾生之所以會痛苦，就是你本身心裡，心念裡面有住著某種

見。有的人不是很好命，大家都看他很好命，可能你也不用上班，家裡也一切頂好的，

你就覺得你很累，你很辛苦，勞得要死。是不是這樣子？問他哪裡勞？心勞，操心叫做

心勞。那有的人做得要死，他說，真的是很累，為什麼會累？就怨，如果沒怨就不會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