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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1》 

             印可法師宣講          

有一天，這個趙州當時還是個小沙彌，他就問南泉，他就問南泉說：「如何是道？」

到底要怎麼樣我才可以契入清淨的佛性？南泉就回答他：「平常心是道。」這個趙州禪

師，這個小沙彌，總是平常心是道，是很難去理解而契入的。我平常吃飯，我也每天吃，

穿衣我也每天穿，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而這麼平常的裡面，

真的有道義嗎？它的契機又是如何？如果果真大家懂得平常心是道，那我們早就得悟

了，怎麼平常到現在還是很平常。 

這個時候他就問：「還可趣向否？」還有其他的路徑，可達到轉迷成悟嗎？還有任

何的辦法，除了平常心以外呢？這個時候南泉就回答他：「擬向即乖。」如果你心中有

一個擬定的某種想法、方法，這個就是與道，就是背道而馳，這個就不對，你不可能契

入的，因為這是意識，你心中有一個思，有一個想。 

這個時候小沙彌，還是無法真實的懂得如何在平常中能夠契入。所以他講：「不擬

時，如何知是道？」如果我沒有用這樣思想認知去學習，知道我自己應該怎麼辦，我又

怎麼知道道在哪裡？以我們一般凡夫來講，沒有聆聽佛法之前，不知道世尊開示悟入，

披露出宇宙人生的真理之前，什麼叫道？總是活著活著，想著想著，要著要著，愛著愛

著。每天照著自己的習氣，過了好久又好久，所以認為至情至性，或是能夠好好的讓自

己舒舒服服的，這個就是所謂人間應該走的道。可是事實上佛開示悟入告訴我們修行

裡，還真的是在你所處的每一個當下，去看到它的道，而去悟得的。但是呢？不知者是

不知。 

這個南泉就回答：「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

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他就說了，這個道它不是所謂你用意識作用而認

知的見聞覺知的這個知，它是無相，所以它不是你所認知的。所有知，所有的山河大地， 

所有的眾生，都是我們心中認知解釋出來，所以我們以知來認同於山河大地。所以當你

知，有所意見，自我主觀的利益出來的時候，這個就不是道。但道呢？也不是什麼都不

知道，而它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但是不是語言，也不是文字，言語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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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用知，我知道，我了別，我瞭解，我有意見，我心中有一個想法，這個

是頭上安頭，所以這是妄覺。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那麼也是無記，如水、如木、如

石，無情不能起妙用。所以如果你能夠平常心，在平常的一切裡面，真達到不疑之道，

所有一切都明明白白，而心中沒有波瀾，沒有意見，沒有對立，那麼就猶如太虛廓然，

在所有一切裡面，明明白白，沒有障礙，所以這不可以說什麼是是，什麼是非。 

那這時候的小沙彌，趙州禪師，他姓郝，上次有介紹。唉呀！他當下更是契入了這

個佛法的道理，但沒有講他大徹大悟。所以我們在未瞭解佛法之前，真的是渾渾噩噩。

瞭解了它的道理之後，哪裡是入門之處呢？就是平常心。而這個所有一切裡面，是平等

的，它並不是我們在心中的一些揣測想像。所以趙州他在南泉的指示下，他瞭解了這個

禪理。那我們是學佛修禪的人，也知道以這個理來明這個心，而這個心瞭解這個理，還

要實證，能夠契入佛性，所以明心見性。 

當我們時常日常生活中，要平常心來應萬緣。對不對？所以一切是不是緣起緣滅，

緣起緣滅？如果你可以時時處處平等、清淨、平常心、覺，在這裡面覺，就知道道就在

其中，道就在其中，它沒有一個另外的一個途徑，也沒有什麼勝境可取；悟，是從我們

過去的雜染，不瞭解而明白了，它並不是有一個東西取得了，所以道是在悟，在那個悟。

而悟後呢？不執取這個勝境，那才是真的自在，裡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這個是在

〈坐禪第五品〉給大家再次的，再次的解釋。 

「念念中，要自見本性清淨，要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而這個就在你每一個當下

當中。那我們總是會有很多不是很正確的想法，因為人是有身體的心色二法，所以修行

常常會有一些轉折之處，身體還好好的正常的狀態之下，這個道心在這個體性上，佛性

上面，倒是好像這麼的可以在這裡體會。但如果身體一有了狀況，微恙的時候，馬上所

有的心思又轉到身體這一塊。這個道在哪裡呢？所有的一切感覺又回來了。 

這個再補充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呂岩真人呂洞賓的故事。這個呂洞賓，他是唐

朝人，他在唐末還是很用功的這個文人，三次去參加國家考試，這樣講，可是三次就不

中，所以三舉不第。那總是會抑鬱寡歡，以前的文人總是要借酒澆愁啊！或是一杯黃湯

下肚，也可抒發抒發自己不能高中的委屈。 

有一天他就去長安的酒館喝酒，就碰到了鍾離權，這個鍾離權他是複姓，鍾離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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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六祖壇經 5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的姓，權是他的名，字寂道，外號叫雲房子，燕京人。這個鍾離權其實也略有所謂一些

修養，他對於世間的所有一切看得很淡，也不會著重在這些上面，所以很狂傲的自稱「天

下都散漢，鍾離權」。天下之間所有一切的東西，都綁不住我，就是鍾離權。 

這個呂洞賓他就去喝酒，在酒館裡碰到這個鍾離權，鍾離權就教他延命之術，延命

之術。後來這個呂洞賓就好好的，所謂好好的修身，這樣講，所以叫做呂純陽，就真人，

他是八仙之一，這道教的八仙之一，號稱正陽真人。這個呂洞賓，當然大家也都知道嘛！

他能飛天，他能飛天，他就四處的能夠隨自己的心意，四處遊玩，因為他有修，他也有

坐禪。但這裡就是要做個分野了，他有坐禪，所以他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得到了禪定裡面的某一種神通，身體上面的，所以可以白日飛升，人家就稱他如天仙地

仙一般。 

那這個呂洞賓，還是有點狂妄的，之後大家就不能夠知道他的行蹤，因為他很自由。

有一天他就在一個樓壁，一個樓的牆壁上寫：「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

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聽起來好像很有悟境。「丹田有寶休尋道」，這個道

不道，他認為道就是長命百歲，長生不死，他心中想著，反正我已經煉了這個不死之術。 

就沒多久之後，有一天他就從空中飛過，看到這個黃龍山，黃龍山有紫色的雲，紫

雲成蓋，就是那邊有這個道人，他心裡就想這個地方，還有修為相當不錯的，我要去探

探看，他就要去那邊探。他去的時候呢？剛好這個黃龍禪師擊鼓陞堂，就是要開大座，

就是要講經說法。那這個呂洞賓當然他氣宇非凡，這個裝扮裝束上面，也跟常人略有不

同，這個黃龍一看到知道，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天仙地仙這個呂純陽，他就知道。他有

意，有意要度他，因為其實他在身體上面已經修為了，但是沒有超過身體，心中也有修

為了，身心，這是達到一個平和的極致，但沒有超越境界。所以這個黃龍禪師知道，這

應該就是呂公也。所以他也就是安安靜靜坐在那邊聽。 

這時候的黃龍禪師，他就故意很嚴厲的說：「座旁有竊法者」。坐在裡面的人，有一

個是來盜法的，是來偷聽，偷聽看我有什麼料，他就這樣講。這呂洞賓一聽，心裡很不

爽。我是一個得道仙人，我已經有我的道行，我今天是來看看，你是說什麼東西，我幹

麼跟你偷，我自己就有了。其實人家一說這個，其實他還對號入座，馬上就對到了。你

都不出聲，人家也不會說是你，所以這知見是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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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這個呂洞賓就站出來了，他馬上提問，他想說我提問，看你有沒有辦法回答我？他

說：「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他就問這黃龍禪師，一粒

粟中藏世界，這不用解釋，體會體會一下。半升鐺內，鐺就是一個大鍋，煮食物的器皿，

煮山川，山川我都可以煮，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你懂不懂？這個黃龍禪師就指著他：

「這守屍鬼。」你這守屍鬼，因為你修得的道行，只是在身體，可以飛天，那又如何？

自在嗎？一句座旁有竊法者，你就衝出來了。你就不服了嘛！對不對？所以他說：「你

就守屍鬼。」 

喔！這呂洞賓什麼叫守屍鬼？他就回答：「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嘿！你沒辦法得

到，可是我的囊中，我有不死仙丹，我有不死藥，也是先自誇一下就對了。這個黃龍禪

師就回答：「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好啦！你有不死藥，你就活到八萬劫吧，終

究你還是空跟亡，你還是會死的，終究還是沒有的。 

這個呂洞賓一聽，有點驚嚇，因為你只享受，以為在你自己身體愉悅，你認為長生

不老的境界中，可是你心中的自在，你真的不死嗎？這個呂洞賓有一點驚訝，也有一點

生氣，「飛劍脅之」，就把劍拔出來射過去，這叫「飛劍斬黃龍」，這如果武俠的就可以

演了，飛劍斬黃龍，就劍這樣拔起來就射過去，這個劍，黃龍禪師他就不動。 

另外一個公案是講說，黃龍禪師就用他的袈裟，就用他的袈裟，把整個人包起來就

坐著，這個劍射過來的時候，傷不了他。這是天地所共護，這是一個得道高僧，他也不

在乎地水火風，於是他這個劍射過來，進不去，這個劍就繞著黃龍禪師轉，劍不能入，

不管他有沒有蓋頭這個袈裟，這是兩則藏經裡面的記錄。 

這個黃龍禪師呢？就手一指，這個劍，噔！就落地。唉呀！這個呂洞賓這個時候略

為驚訝，我的道行又輸你這個老賊了。對不對？你本來還是汙衊的，這個時候「遂再拜」，

於是他就拜下去了，真的，這個黃龍禪師非常人也，因為天上有紫雲，紫雲成蓋。「求

指歸」，他就請黃龍禪師給他點撥點撥，我到底哪裡錯了？我有什麼要修行的地方？ 

這個時候黃龍禪師就根據他剛剛問他的那個偈子，他說：「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

問」，你剛剛在講這個半升，升是水的意思，半升鐺內煮山川，我不問這個什麼。「如何

是一粒粟中藏世界？」那什麼是一粒粟中藏世界？這個呂洞賓一聽之後，當下頓悟。如

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這是一個比擬，你認為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夠納這個一粒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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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粟是一種食物，一種穀物，也就是你在看所有的一切，都能夠隨心所欲，隨你所有

的一切而展現，而你能夠看破、看懂、操控，甚至於所有一切你都明白，了然於心。但

是他要問的是，黃龍禪師你懂嗎？ 

黃龍禪師反問他：「那麼什麼是一粒粟中藏世界？」你現在的惶恐，你現在自認你

的道行不夠，你現在向我求指歸，那麼什麼又是你剛剛的「一粒粟中藏世界」？什麼又

是你本心這個一粒粟中的世界？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想像，你都在以為，也在自己的體

悟。這個時候才破除了他的意識，所以呂洞賓言下頓契，大徹大悟。因為其實他是已經

有修行，只是能、所皆在，那這一句呢？讓他迴光返照，打破這個窠臼。所以他就作了

一個偈，他說：「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因為他就是煉那個長生不死之

藥「仙丹」，以前的仙丹都是用水銀下去提煉的，就是汞，汞中金。 

「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所以同學，這個就是要佐證跟大家提攜，

坐禪不是為了成仙，不是為了長壽，而是明心見性，而是最終呢？超越色，超越心，超

越能所，生命才是真的自由自在。所以這個呂洞賓棄卻瓢囊，當然知道了他的這些家當，

這一些所謂琴棋書畫，人間的遊樂這一些，這一些都是虛假的。求得汞中金，長生不老

藥，也不過是維持你這個色身的某一種，某一種好的狀態，所以他真的徹悟之後才知道，

始覺從前用錯心。 

修行不是在身體上修，如果只是想要讓身體健康，延年益壽，返老還童，那這個終

究還是一死的，還在輪迴路上。那你說身體會不會障礙修行？會啊！所以下一品就教我

們怎麼懺悔了，是不是？所以真正參禪是要悟道，還是要契悟佛法，那才是真正具足圓

滿、開發，這個就是我們〈坐禪第五〉補充的一點教材。 

〈懺悔品第六〉 

接下來我們當然就要進入〈懺悔第六〉，就是《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的第六品，因

為我們總共十品，就表示這部經我們已經瞭解一半了，參禪參一半了。參禪參一半，都

在理上用功夫。同學！有沒有回去「平常心是道」？當然也想平常平常，但是找不到道。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從後半段來知道，總是要進入，聽，總是要實用，要不然光你怎麼聽，

這是大德的，是佛陀的，是六祖的，不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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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懺悔第六〉的這一品裡面，它有分幾個小章節，總共有五個小章節，就是五

個大主題。第一個就在講「自性五分法身」，第二個在講「無相懺悔」，第三要講「自心

四弘誓願」，第四個主題講的是「自性的三寶歸戒」，第五講的是「自性一體三身佛」，

就是自性三寶，那個是〈懺悔第六〉的主題。 

那為什麼六祖惠能大師他叫我們要在心地裡下功夫？可是講啊講，不是我們只要念

念之中，自見本性清淨，就能夠成佛？那我如果平常心，為什麼還需要懺悔？為什麼還

需要懺悔？如果我一悟入空性，契入空性，那還有什麼好懺悔的嗎？還有什麼好懺悔？

這個就涉及到罪性跟罪相。 

那我們看很多古德，還有現今的很多修行的大德，他也是悟境很高，但有沒有業？

有業啊！世尊在成佛之後，還有九難，也就是祂還有一些過去的造作，而到成佛之後還

有餘報。但是這些報呢？在祂法身上面，不成為任何的影響，也不會產生煩惱相。但在

因緣裡會不會呈現？會，而這個呈現呢？剛好也成為示現、教化。 

這裡面我們就要瞭解為什麼要懺悔？那有什麼樣的懺悔？我們人是心色二法，你過

去的結構，當然你知與不知，懂跟不懂。懂得懺，你以後就不會犯；你不懂得懺，習氣！

你根本都不知道是錯。那懺悔在經論裡面講：「懺悔，梵云懺摩，此云悔過。」也就是

我們對於自己過去所做錯的事情，知道它是一個過患，以後會有果報，所以過程呢？我

們要知道過去錯什麼，可是過去不能改的，同學！過去能改嗎？改變嗎？不可能。科幻

電影看太多，還要回到過去，去截止父母親的相愛，那你就不用出生，似乎這個也是一

種理想。 

懺悔有多品，在經論裡面有介紹：「理懺、事懺、無生懺、取相懺」，還要取這個相

懺，「作法懺」，像作法懺的話，就是你要禮請一個懺悔主，以懺法來講，禮請一個懺悔

主，所以我們一般禮請的懺悔主都是普賢菩薩，這是懺悔主，所有的懺法裡面，都是普

賢菩薩，因為祂是我們修行人法界導師，就是讓我們能夠契入清淨，得進入根本慧。所

以取相懺、作法懺，還有一個叫大懺悔、莊嚴懺悔、還有無相懺悔，那這個這一品就是

講無相懺悔。無相懺悔其實就是實相懺悔，就是實相，在所有一切是畢竟空，但不是沒

有，是實相，我們慢慢瞭解。 

那這個懺悔，以我們過去的結構，一直這個業力，業力牽引，我們是凡夫，還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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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當中，所以我們會知道過去我們確實有一些過患。那在事相上面呢？因為無明，跟眾

生已經結構了，你這一方呢？你知道無明是虛幻，那你看到罪從心起將心懺，你知道過

去就是因為無明，所以結構了，當時是不是個心起？所以呢？我就得從這個心來懺，你

從哪裡跌倒，就得從哪裡站起來。 

那所謂的事懺，就是根據我們過去所造，跟眾生的結構裡面，結構出來的東西，因

為他是有因緣，也結構了你對他的傷害，我們現在講懺悔，就表示我們有錯。對不對？

這個就譬喻，這個譬喻說我們有一個器皿，上面沾惹了髒東西，我們用一分的力量去擦

它，它就會潔淨一分；那你用十分的力量，用心的去擦它，這個器皿上面的汙垢，你慢

慢就可以完全的去除，它就恢復了明亮清淨，這個就講事懺。就事而言，它組織起來的，

是不是就可以透過你的懺悔，你的意願？你慢慢的清楚清楚。你一定懺悔以後會做贖

罪，會做發願，會做迴向，這個事情呢？以後再遇到的時候，你就能平常心了，結構平

常心嘛！你就能平常心，你能接受。 

但是只有事懺，如果還不知道我們有清淨的佛性、覺性，那麼沒有達到理懺，會不

會無明一犯的時候又結構？等於這器皿上面，又給它結構汙穢。對不對？所以經論裡面

有講：「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此則是名真懺悔。」那

我們真的懺悔在事相上，如果你不知道那是錯，你還是一個錯亂的身口意。請問我們有

錯亂的佛嗎？我們沒有錯亂的佛。所以它這個過程呢？是身口意三業清淨而圓滿。 

那我們對於行為上面的，我們要瞭解我們這個罪、業，業就是已經造成的，我們現

在是不是所謂有業力牽引？那我們這個業力，我們這個罪業，是由於當時，過去是不是

妄心？虛妄無明。所以過去的妄心我已經知道，真正的懺悔其實從哪裡懺？從此刻懺。

雖然它的歷史是過去，它所成就的是不是都是過去的行為？但是你真正的懺悔，是不是

此刻懺？然後爾後沒有造作錯誤，是不是就是截止了過去？是不是就是截止過去？那未

來呢？就是光明的。 

所以如果我能夠在此時此刻妄心不起，妄心不起，那這個心是不是回到清淨當中？

回到清淨當中，自然你就會悟入空境。這妄心不起，我們講「息妄顯真」、「破妄顯真」，

沒有妄心，自然是離妄，它本身即真，也不用顯不顯的問題。所以當下是不是沒有罪的

心？對於所現前的一切，也沒有妄心，是不是就是實相，就是因緣？所以只要這個妄心

一息，這個罪跟過去的業的概念，就如霜露，日照即散。智慧，你的般若智慧現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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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你不會再起煩惱。你只要不起煩惱，它就不叫業；我們之所以有煩惱，才有業的

那種感受。如果你沒有起煩惱心、煩惱相，沒有再起無明，它就不叫業，它只是在因緣

所有一切裡面的相應、隨緣、圓滿。 

所以懺悔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從這個心開始去懺？這個心要如何進入？是要從事

進入。所有的懺悔方法不管它說多少，都是不離事懺跟理懺。那有的利根器的，他說我

知道一切本空，無明是幻相，那麼一切本空，我的心瞭解過去一切是無明，以後我不無

明，但是在現起的時候，當下的這一念，當下的所有情境，一切的變化裡面，能不能平

常心？能不能明白？如果能，那表示你這個是上上根器。 

理懺當中，事須漸修。你事裡面呢？是應這個緣，隨緣而不變，是不是安住清淨中？

那這個理懺就完成了。但我們眾生，事實上在累生累劫，我們過去拉到現在，現在會不

會拉到未來？你不可能當下就完成佛道，因為你有很多很多要圓滿的。所以再繼續走的

時候，不能保證於未來，因為沒有天生的釋迦，你下一輩子馬上又是個悟者，對不起！

是沒有的，經論就這樣講，是沒有的。 

所以你對於過去的事，你此生此世到理懺，這是有不一樣的地方，跟同學講解。你

此生此世達到悟開，理懺，知道空性，悟入空性，你來生來世還是有事。有事的時候，

如果你的理，理懺，你真的瞭解過去是無明，你對於所有一切，平常心平常心在對待，

當事現起的時候，你不會起很多的煩惱，但是會有疑惑，他是還會有無明起惑，但不造

業，但不造業。你能夠達到有無明起惑而不造業，類推回來，還是你此生此世的理懺透

徹了，見自本性。見自本性，但是所謂覺行未圓滿，覺未圓滿，行未圓滿。所以當你覺

行沒圓滿，可是你此生此世所有事相現前的當下，你都不以煩惱心，不以業來讀它，而

是以緣起性空來讀它。所以每一個當下，都這樣去圓滿圓滿，以菩薩道來行它。 

當你這個熏習熏修，本身一直這樣做一直這樣做，來生來世你不會從那個時候，從

此生此世的悟的開始之後，又產生煩惱心，自然這個煩惱心不現，他的覺性是一直在的。

但是有沒有馬上就是釋迦，馬上就是彌勒？沒有，因為你必須進入這個世界中，從零開

始，從一切去瞭解這個環境，認知這個環境，從頭來，但是不迷，是有惑而不迷，他不

會造作。所以我們在講這樣的狀態，這是對於非常非常非常利，而且累世有悟的悟者來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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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51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那我們凡夫沒有啊！所以我們凡夫呢？在理懺還沒有辦法進入空之前，我們就直接

先拿事來懺。利利根器理懺，他能夠瞭解那個事是因緣果，看得明白；凡夫沒有辦法，

就變成要先懺悔業障，從事開始。因為從你此時此刻知道自己所造諸惡業，你從事相上

才知道它真實的道理是什麼，你把這些心裡的罣礙，把這些罣礙都排除之後，你的心就

能自由，就能夠契入空，所以大德就教我們事懺。大德教我們事懺，世尊也教我們從事

懺裡面，它是有一些道理的。 

這個地方給同學舉個例子，說這個事懺有沒有必要。在憨山大師《憨山老人夢遊集》

裡面，憨山大師就講，他說：「佛說一大藏教，備列眾行，總歸修證，以為究竟。」佛

說的一大藏教，很多，八萬四千種法門，不管你是怎麼樣，總歸你就是要修行。那你修

行之後，就是為了得證，得證菩提，開發畢竟成佛，它不是相似覺，它不是相似的，是

究竟覺，所以要修證才能究竟。 

那我們怎麼開始來建立這萬行？是不是「依一心以建立萬行」？是不是依這個一

心？在這所有裡面以清淨，本覺清淨的覺性，在每一個現起的當下，是不是建立清淨的

萬行？而這個「萬行還證一心」，而這個清淨的萬行，都是為了要證悟，證入我們究竟

的佛性。 

所以這裡面呢？我們「眾生良由無明不覺，迷此一心，從迷積迷，造種種業，自取

輪迴生死之苦。」過去是不是這樣？過去就是無明，造了生死之業。所以我們如果要修

證的話，要盡除自心三障。是不是自心的三障一定要清淨？還復自心之本體，所以才能

契入。所以我們要不要修這個心？要。修這個心，我們必須在哪裡開始動作？就在我們

的現況。這個現況呈現出來的東西叫什麼？叫事，我們現況呈現出來的，是不是人事物？

就是事。那你事中有理，看到理，所以你事懺裡面，就是要浮出理，意思是這樣，不是

只懺悔這件事。 

哪一天我們兩個吵架了，然後我打你五拳，你甩我兩個巴掌，最後我們兩個要言好

的時候，我需不需要跟你講？對不起！我打了你五拳。需不需要？那你需不需要跟我

講？你還我兩個嘴巴子？需不需要這樣，看人，其實是看人。是不是？有的是不需要，

有的是需要。所以這個事，是不是看你兩個，相對的這兩個人？ 

修行其實怎麼樣能畢竟解冤釋結？就是這個走上無為，這個也走上無為，他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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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就不來電了。是不是這樣？所以你是不是要度化你的所有冤親債主通通不來電？是

不是這樣？所以冤親債主是不是好好的給他關起來，不要跑出來？對不起！你沒這個權

利，也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大懺悔文》它裡面有講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

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這是懺悔偈，大家都知道。那我們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先知道錯在哪裡。知道錯在哪裡，其實也就是瞭解清淨的覺性。往昔

所造諸惡業，就十惡業，如果我知道過去的錯，我現在會不會讓自己錯？不會，不會讓

自己錯，是不是就是清淨？清淨是不是就是理？所以藉事來顯理。所以事懺的裡面，也

即時能夠理懺；那理懺的同時，是不是就是悟入清淨佛性？所以事懺理懺，其實一體的，

事實上是一體的。 

那我們以現象來說，先以現象來讓自己知道，所以這個十惡業，就是我們業障的根

本，這是無始以來貪瞋癡。那為什麼會貪？贏取之心，就是取、執取，分別、計較、執

著、取，順我意嘛，這貪；瞋呢？憤怒之心，瞋就是違逆，所以產生憤怒；癡呢？迷惑

之心，毒就是害，所以貪瞋癡三毒，破壞出世善心。 

那我們貪一起的時候，意念、意地、意，我們是身口意，是不是這個第六意識？「意

地一念貪愛」，你的身會做什麼事？「身則廣行淫慾，口則妄言綺語」。身跟口是不是馬

上動？所以你有貪出來的時候，你就會去做你想做的事，口則妄言，你就會打妄語，你

就要巴結，因為對我有利。 

「意地一念瞋恚」，如果違逆己意，你的意念裡面有一念瞋恚的時候，身會做什麼

事？「身則廣行殺害，口則惡罵」。是不是惡口？因為我不開心，我不高興，所以要去

之為快，所以身體你就會造作殺害。嘴巴呢？就會惡罵。 

「意地一念愚癡」，意念一念愚癡，身則什麼？「廣行盜竊，口則兩舌」。你不明白，

你看不清楚，所以你就會竊跟盜，強取豪奪，或是不讓人家看見。竊是不被看見的，盜

是當面而行。口則兩舌，不明白就開始這邊那邊。 

「總說，諸不善從一念而結業，所以今當還依一念而解釋」。所有一切，從這個一

念開始結構這個業，所以我們要懺悔的時候，就事、就理，是不是也要這個一念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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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修行它？ 

所以這個修行裡面，《大懺悔文》它教我們要「一念翹勤，五體投地，披陳發露，

求哀懺悔。」裡面有講「若根若枝」，所以是根本的，根本的性罪；若枝，也就是延展

出來的一些遮罪。「若根若枝，如湯潑雪」，就如熱湯，這有一堆的雪，如湯澆在這個雪

上面，「盡淨無餘也」，這個雪就溶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