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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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46》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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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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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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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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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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與人比較沒怨，你是不是就不會累？ 

其實就在你心，那個心怎麼解讀它？說要解讀就是有正向的意義跟反向的意義。就

有人來作義工，來這裡眉開眼笑，做到流汗，歡喜、法喜充滿，回家叫他搬個桌子，他

如果煮一餐他就說，你又叫我給你搬椅子，給你煮飯，這意思是說我的位置是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我們到道場去供養十方的時候，都覺得法喜充滿，很開心，回去就覺得累。

他說奇怪？你在外面像天堂，回家像地獄。在外面作牛作馬你都開心，回來一點點什麼

事，都好像折煞了。其實這就是分別見，問題就出在這個心，誰值得你做，跟誰不值得

你做。你沒有辦法裡外，內外一切平等，所以有二相。這是不是有二相？真的有二相。

對不對？ 

那佛法要講的是什麼？這裡面有一點，這個是經文裡面的：「佛法無二相，唯在身

意淨，法處無猗著，不住度無極。」這是《菩薩瓔珞經》卷七裡面的。「佛法無二相，

唯在身意淨」，我們身口意裡面一切是清淨，「法處無猗著」，你在所謂你認識的任何法

的概念的時候，無猗著，就是沒有特別要讚揚要依附的那種執著，所以「不住度無極」，

是因為你無住生心，才能度無極。 

那如果你有二相，那你就有菩提道跟業道之分，你若以眾生生命的每一個角落，你

跟他講，這就是我的業，業到五點半，趕緊去聽經，那就是我的菩提道，在家裡這就是

我的業道，這就叫做有二相，這個就是有塵勞之心，你絕對累，因為他是在拉，他就是

在拉。如果你可以瞭解所謂頓禪的話，它在在處處裡面無二相，你在所有一切裡面，每

一個起心動念，清淨的這樣來做一切，是福、是業或是什麼樣的概念，你通通放下，因

為這就是你的因緣。那你在所有起心動念，你的因緣和合，你自然會去做該做的事。 

有些時候時間到了，綁在家裡你就是不舒服。有些因緣沒有圓滿的時候，你出去你

就出不去，大家心裡有數，是不是這樣？那你放得下多少，你的心就有多寬。你無住的

時候，所有的一切任遨遊，說任遨遊，就自由自在的；那如果你心中有某一種分別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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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其實那是痛苦的，你又覺得某個大，某個清淨，某個好，某個不好。那這樣子，業

海中，就沈到業海裡；在道場中，那就淨土，殊不知其實你已經有時此岸，有時彼岸，

兩邊跑，叫落兩邊。對不對？我們都知道，這兩邊。 

《深密解脫經》裡面講：「若證無漏界，平等無二相，成就佛諸義，彼人離煩惱。」

這個《深密解脫經》裡面世尊說，如果你證得無漏界，你要知道，這所有一切是平等的，

你內心沒有產生煩惱、念頭，平等無二相，看一切就平等。 

其實你今天在救助某一個所謂孤兒，社會上需要救助的貧病的人來講，他也是因緣

果，他也是眾生。是不是？你在家裡有沒有一個孤兒？有沒有一個貧病的家眷？如果有

的話，是不是也是因緣果？也是眾生？那關係法裡面，外面的人稱呼你為菩薩，家裡的

人稱呼你為娘或為媳婦，或為子或為什麼，它只是一個代號不同，關係法不同。如果你

能夠這樣平等心去對待，這就是真的平等無二相。「成就諸佛義」，你自然能夠成就，能

夠體達，「彼人離煩惱」，就沒有煩惱了。 

所以世尊叫我們要對待所有的眾生，如自己唯一的兒子。當然如果你對待自己的兒

子，如所有的眾生一般，一樣，我們這樣反過來，那你可能用哪一種態度對他？冷漠無

情，那這表示你沒有菩提心，善根沒發。你如果對於外界的人，如同自己的兒子，這樣

要求他、罵他，或是過度的殷切的去愛護他，那就表示世俗心。所以世尊叫我們對待所

有眾生，如自己唯一的兒子，是哪一種心？是慈悲、不對抗、永遠有意願幫助他的心。

另外呢？看待眾生跟我的關係，似是有那麼濃厚，而又在因緣中是空相。在這裡面當然

有很多，我們自己可以從中，從一句話裡面慢慢去體會，這個都是在講無二。 

那大家知道，你對於所有的人，跟對自己的兒子可能一樣嗎？是不是在學習中？是

不是在學習中？別人，別的小孩跌倒的時候，你會不會心疼？自己的小孩跌倒的時候，

會不會驚慌？別人心疼，會覺得他很痛；自己的小孩驚慌，是怕他得腦震盪，程度上有

所差異。是不是這樣？那這個差異為什麼？因為有二相。是不是因為有二相？這個就是

空間，這個就是塵勞之心，你擔憂他會腦震盪，他會不會真的腦震盪？會不會？這叫塵

勞之心。他是不是真的會？不知道。別的小孩跌倒，他會不會腦震盪？也不會因為你的

擔憂而腦震盪，不擔憂而不腦震盪，其實差異是他腦震盪，於你，沒有你需要去服務，

你必須要去照顧他，只是在那個因緣結構上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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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這個因緣結構上的差異，如果腦震盪，你需照顧他，這是你兒子，所以你

感覺到這是禍。因為我們基礎上就是愛自己，為了保護自己，所以要自己得清閒，不浪

費錢，不浪費勞力，說來說去其實人就是因為，自己有以為有可以掌握的自性可得，以

為有什麼東西是一種標準。 

為什麼世尊示現出家，然後證解脫。那我們眾生在學佛的過程裡面，最難的就是這

一點，出離，最難最難的就是出離，所以以居士修行反向而說，你不用出離，在在處處

以平等心即可。身出家容易，那是出所謂我們世俗之家，而出三界之家，那才難。 

那在這裡面，我們為什麼一直有二相？其實每個人自己好好心中去看，我內心的那

個平等在不在？我內心的那個平等，你能不能視所有的一切，內心的那個溫柔一樣，內

心的那個意願一致，而不是憂慮。內心的那個帶引，跟他靠近沒有差別，而不是退縮或

是干預，這個就能夠達到無二相。並不一定說，他一定住在你家裡，跟不住在你家裡。

而是看到你這個清淨，清淨的這個意願，跟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一致？這就可以瞭解這個

道理。 

所以「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所謂的真如，其實講的清淨真如，就

是眾生的本體，一切萬有之根源。「真」就是真實不虛的意思，「如」是不變其性的意思。

大乘佛教主張，所有一切的存在本性，就是人、法二無我，所以如果你能夠超越所有的

差別相，就叫做真如，如來法身之自性即是。所以如來的法身自性，意思就是精神上面，

其實這所有裡面是清淨的。 

所以真如乃一切現象諸法之實性，其相雖有種種差別，其體則一味，與一切法不一

不異，非言說思考之所及。那為什麼名字叫真如？其實這是假名，從遠離所有錯誤，虛

偽之觀點而言，假名真如。所以真如並不是一個東西，它並不是一個東西，那也不是說 

抽象的 你不可以瞭解，它也不是心思口議的。 

那所謂的念者，就是念真如本性，就是眾生清淨的，這個萬有的根源，清淨的本體。

真如就是覺性，也就是佛性，所以真如即是念之體。念的根本從哪裡來？從清淨真如。

念即真如之用，正念也就是我們覺性所覺悟出來的所有一切這些，就是真如的用，也就

是覺性發展作用出來，就是叫念，這個就是正念，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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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這個地方講一切的念，

其實就是真如自性起的念頭，就是正覺，就覺性。所以我們覺性發生作用的時候，是不

是就自然？實相看得很明白，這個看得很明白，很清楚，這所有一切叫正念。它不是說

跑出來一個念，不是！我們眾生會有一個念，這已經叫妄念了。所以真如自性起念，是

說清淨的覺性當中，作用出來的正念，實相看得很明白，這個不是眼耳鼻舌身自己起的

念。 

我們眼耳鼻舌身是不是自己能起念？是不是自己能起念？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眼睛當看到一個物的時候，其實它沒有是非，它是沒有是非的，這個就是根。這根看所

有一切的時候，它當時它是沒有是非的。如果這個沒是非，一切因緣中你看得很明白，

它無是非的狀態，而是覺，這就等於覺。用根不用識是不是就能覺？這個覺，我們就不

用意識形態去覺，其實意識這兩個字也是假名。諸佛為了讓我們，佛為了讓我們去瞭解

我們人的門戶，內心結構出來的東西，與自己的俱生我執有關係，所以我們就說它叫識，

而是我們動念結構出來的東西，所以叫意識。是為了解析讓我們知道，這裡面的結構，

化為語詞，化為分析法。 

如果你給它匯歸回來，其實就是清淨覺性。每個人的覺性發生作用的時候，當下很

明白，很清楚，即直接，就是實相。即直接，不用再講透過意識不意識，那個是一個了

別的功能，那是一個覺悟。每個覺悟當下，和合，悟，顯隱當中，隱跟顯當中。所以這

個覺性就是念之體。你這個正念從哪裡來？是不是從覺性而來？而這個正念呢？不是虛

妄的，意識層次的雜思雜念，所以它不是眼耳鼻舌能自己起念。其實不是眼耳鼻舌產生

的念，是人創造無限，是人創造無限的念。 

這裡舉個例給同學聽，話說這個雪峰跟巖頭兩個人，這一起，一起要去參訪，到鼇

山的地方就下雪，下雪兩個就無法前進，兩個就是同參道友，同門師兄弟。這個巖頭，

每天就該睡的時候就去睡，就好好睡，因為在等著雪停，才可以繼續前進。這個雪峰，

這個都還沒有叫禪師，當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這個雪峰就一路很精進，一直坐禪，一

直坐禪，這個巖頭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就說：「噇眠去！」去睡啦！這樣的意思。 

「每日床上，恰似七村裡土地相似。」你每天在床上，好像土地公就坐在那裡，這

樣的意思。因為他很精進，就一直禪修，一直禪修。這個巖頭就跟他說，你去睡覺，去

啦！去啦！去啦！在等著下雪停嘛！「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意思說你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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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總是那些行徑不對，而且你這樣子，一直好像很用功，其實小心著魔。 

這個雪峰，他就比這裡，他就比這裡，自點胸云：「某甲這裡未穩在，不敢自謾。」

他說我這心不平靜，我不敢欺騙別人，我這個心就是不老實，還不平靜。這個巖頭，巖

頭就說：「唉！我將謂爾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他

的意思是說，我以為以後你到哪個孤峰頂上，哪個地方自建一個道場，然後就要弘揚這

個頓教法門這個大教，唉喲！原來你現在還在說這種話，你的心裡不平靜。他以為你有

某一些的見道。 

峰云，這個其實也不能騙自己，雪峰就說：「某甲實未穩在。」我這個心確實還在

動，我這個心確實還在動，唉！沒辦法了，要睡不睡就對了。這個巖頭他就跟他說：「爾

若實如此，據爾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爾證明；不是處，與爾鏟卻。」他說如果

你的心，這個地方真的不安寧，那好吧，你真的是這樣，你把你所見的，你心中想的所

有的東西，一個一個說出來，那如果是對的，我跟你證明，跟你認可；如果不對的，我

幫你鏟卻，我幫你把它釐清釐清。 

這個雪峰就說，唉呀！哪一天哪個誰，我看了什麼事，我心裡怎麼想，哪天在哪裡

參哪一個禪師，他說了什麼事，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反正說來說去，一直說來說去，

說來說去，說很多很多。 

這個巖頭就一直盯著他看，一直聽，聽很久，聽很久。聽完之後，他就大聲的破斥

他：「爾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你難道沒有聽說過，從外面聽來的，從你所有

什麼樣的法門，尋機而這樣子要進入的，那個就不是你本來的家珍，那就不是你本來的

面目。因為你只是在外面，在參這個東西，在想這個東西，在覺的這個東西，想要瞭解

這個東西，而沒有回來看到這些東西，知見瞭解完，全部是丟掉的。 

峰云，這個雪峰他就說：「他後如何即是？」唉呀！我懂了，那以後怎麼辦呢？那

以後怎麼辦？意思說唉喲！我原來瞭解，不要從所謂這些法門，所有這些思惟，所有這

些道法，你做功夫做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要丟。他說「他後如何即是？」那以後怎麼帶

引人呢？以後怎麼辦？我懂了難道就消失無形嗎？ 

頭云，這個巖頭就說：「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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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地去。」他說，這個巖頭就講，他日，他日如果你要弘揚這個大法的時候，所有接引

眾生任何的話語，一一都是從自己的胸襟自然流出。佛法就是這樣，它不是學來的，它

是自然這樣流出，這樣來帶引眾生，而且是頂天立地，就這樣走下去，沒有第二個念頭，

沒有第二個話，也沒有第二個情境。 

因為我們眾生在情境中，在思考中，在覺受中，在參的當中，那些功夫是開頭要做，

最後不是在抓這個法門。常常就講，有的把法門當畢竟，法門就是門，要讓你入，不是

要讓你抓。入即所有一切空也。「峰於言下大悟，便禮拜。」這個雪峰終於悟開了。 

有的人就是在這個門上面，抓這個，抓那個，看這個，比那個。所以其實真正在與

眾生交流所有一切，就是從清淨真如的當中，從心流出；就是這個清淨的覺性，在這所

有一切裡面，直心，這樣自然體現，自然流出。同學！以後真不真？一絲虛偽即不是。

因為彎彎曲曲，那個就是內心，內心有東西，尚有懸念。這樣知道？意思說你在清淨當

中，所有一切自然流出。好，接下來。 

「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 

這個地方就講，真如如果它沒有作用，沒有覺性，那麼眼耳聲色也不能夠發展出作

用。也就是如果我們人沒有這個覺性，那我們這眼睛、鼻子、嘴巴，也就不能夠產生作

用。清淨的真如的覺性，所以你的眼耳鼻舌這些東西才能產生大機大用。那我們眾生不

懂，那眾生不懂，卻把眼耳鼻舌拿來產生混雜的雜染之用，而不是所謂清淨的大機大用。

這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他說：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 

善知識！我們這個清淨的覺性，自然能夠覺悟而起實相的正念，這個就是自性。我

們說見自本性，定慧等持，就是在講這個自性起正念，而這個念，即是覺悟，就是悟的

內容。所以這個覺性呢？這個覺性發展出大機大用，也就是佛的意思。 

那我們覺，就是一直覺錯，我們就是一直覺錯，所以叫不覺，那覺錯得離譜，所以

叫迷昧，是叫迷昧、迷悶的眾生。所以真如覺性它自然能夠覺悟一切，裡面發生大機大

用，有正念。那反應在我們身上，我們的這個門戶，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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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根它在發生作用，是不是叫見聞覺知？這不用再解釋了，太熟了，講太多了。所以

有見聞覺知的功能，然而不會被萬境，外界的所有一切現象所染汙，這個就是講真如性，

也就是永遠常安處自在，這樣的就是徹見自性。它本身的真如大機大用，不受外境而染。 

永嘉大師講：「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那很多的詩詞裡面還講：「百

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其實講的就是這個。那我們眾生呢？什麼，看見什麼，就黏

縛什麼，所以我們把六根就當六賊來防。前面是不是在講要抓賊？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

還沒有讀到這裡，我們要先抓賊，現在我們要定慧等持了，這一品是定慧等持。 

定慧等持，當你悟境，達到這個程度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見聞覺知當中去起大機用？

所以所謂凡夫在見聞覺知中，那佛也在見聞覺知中，這個見聞覺知跟那個見聞覺知，它

略略有所不同。我們說修行，道不離見聞覺知，對不對？你今天如何聽經聞法，是不是

見聞覺知？你如何在世間好好的世間覺？是不是也是不離見聞覺知？但不是雜染的見

聞覺知。 

《華嚴經》裡面講：「猶如蓮華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也就是講這個空，就

所有一切的真實道理，佛法說空，但是不執著空，才是如來的境界。那這個空呢？其實

又是妙有。見聞覺知說空、說有都可以，其實是都可以。是空有一如、空有無礙、空有

不二，這個才是真的空。那我們不懂，我們不懂，總是想要把六根綁死，讓它不產生作

用。修行的時候，因為原來它是賊，原來你的心一直外放，就是因為這個六根這個門戶

上面，這不斷的流出。不斷的在這個裡面追逐而去，所以要跟你講，把那個賊抓住。但

是當你不在這上面有染，被汙染的時候，那這就是真性常自在，那你六根的見聞覺知就

是大機大用。 

《楞嚴經》裡面講：「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我們知就是覺悟的心，見聞覺知的

這個知，就是覺性，這是絕對的智慧心，這個智慧始終都不會滅失。這般若實智是每個

人都有的，六根歸一，就是六根其實它是一致的，明察秋毫就是菩薩的境界。那我們眾

生在六根裡，起心動念，攀緣附會，所以一個人有時候是天堂，有時候是地獄；有時候

是在享樂，有時候是在受苦，是因為我們的六根撕裂的。所以把見是見，聞是聞，覺是

覺，知是知，眾生把見聞覺知拆開來。但是覺悟的人，修行的人，他知道見聞覺知都一

樣，都清楚而明白。所以呢？背塵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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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六根是不是對六塵？那我們不在這上面受外境所染，心中沒有雜染，是不是背

塵而合覺？所以這六根是不是互用？六根得自在，大機大用。那如果不是，而是在六根

門上一直攀緣附會、雜染，就叫背覺合塵；不把覺性放在中間，離開了你的覺性，而在

這個外塵上面做文章，這個就叫背覺合塵。 

所以我們修行是要達到最終，就是為了得自在。那得自在呢？大家讀經文這麼久，

《楞嚴經》裡面也講，所有眾生修行，就是從這個地方下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上面下

手。六根不染萬境，淨化見聞覺知，那這個就能產生大機大用，也就是佛之境界。 

如果大家能瞭解，成佛作祖，或是流轉，輪迴不已，都一樣是在這個六根上面所轉

出來的。那你就好好的去懂得自己怎麼修，好好去懂得自己怎麼修。這個覺性是常自在，

你不要在這個上面一直是覺得，我為什麼不能開悟？我為什麼不能覺一切？當你當下，

每一個真心，六根清淨，在一切裡運作，所有一切不犯無明，自然就體得，看得很明白，

真心不違逆、不抗拒、不假設，不隨便分別知見，這個一切就是安住、離相、自在。後

面一段。 

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所以經上就說了，如果能夠善巧的分別諸法相，於真諦，真諦就是第一義，而不動，

那就對了。 

說有一個古靈禪師，他去參百丈禪師，然後有悟道。這個古靈禪師，其實他在他師

父的座下很多年，可是就是一直沒有辦法有所突破，他就禮謝師父，要去參訪。他到百

丈禪師那一邊，喔！悟道了。又想到唉呀！我這個師父，年齡那麼大了，又那麼精進，

但是都一直不開悟，於是他又再回去。再回去他師父就問他：「你這一次出去參訪，有

得到什麼嗎？」他說：「沒有得到什麼。」就是無所得。 

然後他師父有一天沐浴洗澡的時候，老了嘛！就叫這個古靈禪師幫他擦背，後面洗

不到，幫他擦背。這個古靈禪師就幫師父的背擦一擦，然後突然就拍拍他師父的背：「好

所佛殿，而佛不聖。」好一尊佛殿，但是可惜這個佛不靈，這樣的意思。 

這個師父一聽，你在說什麼？這不曉你在說什麼？回頭看看他。然後這個古靈禪

師，剛剛不是幫他師父擦背嗎？他繼續說：「佛雖不聖，且能放光。」這個佛殿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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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靈，但是還是能夠放光的。這個師父一聽，這個孩子你去參禪回來，怎麼都說一些話

我聽不懂，就不知所云，他就很奇怪。他很奇怪，還是看看他，這心裡想說：「奇怪？

這孩子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古靈禪師看他師父也沒懂，想說一定要報師恩，

無奈師父不開悟。 

有一天就看師父在讀書，讀經，那有一隻蒼蠅在窗子上那邊撞啊撞啊撞，常常發生

這種事嘛！撞撞撞要出去，出不去。這個古靈禪師他靈機一動，他就說：「世界如許廣

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世界這麼大，你不去飛，你就硬要鑽那個故紙，

因為他師父在讀經，那叫故紙，驢年出得？你到什麼時候你才能悟開。因為你就是專注

在經論裡面，不肯跳開語言文字，經論告訴你的是辦法，你要回來修，不是很會讀很會

讀，很會背，很會講，那個都沒有用。 

我們以前不是讀了個夾山嗎？還有一個德山嗎？不是揹了去，老婆子跟他說你買哪

個心？是不是？這個師父就問他：「孩子啊！你到底這一路碰到了什麼？你到底是怎麼

了？」他就一五一十的說他在百丈禪師座下，怎麼點撥他，他開悟了。這師父很開心，

就請他上座為大眾說法。所以他就說了這個偈。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接下來，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這個地方我們就得瞭解一

下，所謂善分別是什麼意思。那我們眾生呢？都是可以了別，也都有分別的功能。但是

在分別是基礎於所謂自我意識造作，無明起惑，惑之後的主觀現前的分別，就是所謂的

分別見，就是眾生的我見；還是如佛一樣的後得智，也叫分別智，這上面的差異就很大

了。 

所以我們先瞭解所謂分別的意思是什麼，所謂的分別，就是我們能夠推量、思惟，

也就是眾生每一個人都有清淨的覺性，每六根對六塵一對上的時候，就能夠推量，然後

能思惟它，這個就是所謂心王；所推量出來的這個東西，就叫心所。所以心王及心所，

對六根對六塵出來這個境，有它的作用，取它的相，而思惟度量之意，這個就叫分別。 

那分別，我們以凡夫來講，這個是以我們凡夫的分別功能，產生出來的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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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第六意識最厲害的地方。人之所以有這麼偉大的作用，就是在於這個分別。你

分別對了，就是正智，就是佛的後得智。我們是從覺性裡面，能夠了別實相，也就是當

體即空，也就是所有的因緣結構等等全面的，這個如佛一般。但如果分別是在屬於造作

的這個部分，那麼就成立了所謂見，所以我們善分別這個地方，講的是眾生的這個功用。 

那什麼叫分別？在經論裡面，《俱舍論》裡面，它有談到有三種分別，我們自己來

檢覈看看。 

第一種叫自性分別，或尋或伺之心所為體，直接認識對境之直覺作用。譬如：有個

物品，隨便，這裡有個物品，當大眾眼根對這個物，馬上能夠了別。這個相，這個東西

的東西，這個東西的樣子，馬上認知而知道這是一個打火機，它是一個打火機。這打火

機是假名，但認識這個打火機，是沒有什麼對跟錯。對不對？這是沒有什麼對跟錯。所

以當你眼根對外的這個東西，把這個相，這個相，長這個樣子的打火機，了別這個功能

即放下。那裡有一個打火機，這樣很簡單，這樣子直接對境，有直覺作用，知道，那就

可以。 

那過去的打火機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圖騰？好多圖案？當你去想到那個打火機遠遠

的看不清楚，上面有沒有很清涼的那一種？聽懂嗎？當你心中開始連結，上面是不是很

清涼？唉喲！這是佛堂，用那個清涼的來點火，這樣香會香嗎？如果你在這個上面，是

不是有了一個連結？剛剛的那個自性分別，那個分別，都是在指當下，都指現在。我們

現在有這種了別的功能，這叫自性分別，它沒有是非，它沒有是非，眼耳鼻舌身都有這

個功能。 

當我們跟過去的東西，把它結合，過去的打火機上面的清涼圖騰，那這個時候就隨

念分別，隨你起的這個相，之後是不是又起念？上次我們有用黑板講解，你先執取這個

相，然後跟過去的經驗，再結合起來，是不是有念？這個念呢？就跟過去的意識相應，

所以以念心所，這個念已經成就了，然後與自己的意識，所有的累積起來，以前的這些

種子，這些資料庫，用資料庫，資料庫為它的基準，所以對於過去的事，有一個追想跟

記憶，這種隨念分別，是針對於過去，所以人有沒有這種功用？有。 

如果過去的這個功用，它是無是非，那麼你就知道這個打火機，這個打火機它的作

用是什麼，就是可以點燃，就是這樣，它可以產生火焰，產生熱度，然後可以燃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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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也是屬過去的經驗？這一區塊是不是沒有是非？所以如果你以過去無是非的這些

經驗，跟現在的打火機連結，知道打火機的功能，這是沒有是非的，這是沒有是非。 

那剛剛我們前提講的 A 狀況，這是 B 狀況，叫清淨的嘛！所以過去的這些，是不

是就是智慧？過去說打火機的功用為何？產生熱度，可以燃燒，可以點燃，譬如我們有

上香，所以這是無是非，是不是就叫智？是不是就叫智？那如果我的隨念分別是在想到

打火機上面的清涼圖騰，那麼是不是記過去的追想，記憶的作用？那麼那個就屬雜染，

這樣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