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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4》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一般分不出來，是非善惡的不思善不思惡，是怎麼個做法。譬如你今天看到兩

個人在吵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定是這樣。你一定還有一番的道理，所以你

加諸了三國演義，本來是兩方對戰，於是你心中又有了另外的一個你的想法，是不是三

方鼎立？那這個過程呢？就是你參與了，就是你心中立起了孰是孰非，這個是匡於這個

事件中，針對於這個事件中的知見，因為你只看現象中的當下，這樣子的表態。如果你

要不思善不思惡，一定要加入因、緣、果、空性。 

你只要把這個因、 緣、果，把這個現場，現場他們吵架的這個事件拉大拉寬，看

到裡面有一個東西，是在這個 A 跟 B，就甲乙雙方各有的一種東西在，那個叫無明。當

你看到把這個時間拉長，前面有因，你不在場；中間有緣，你不在場，現在我們不處理

他們的，現在是處理自己。對不對？前面有因，你不在場；中間緣，你亦不在場，而現

在這個衝突的相狀之下，你必須把前面的因跟緣，理性的、平靜的去接受它有前面的故

事。 

現在的狀況你分善惡是非，其實是你自己成立一國，跟他干預的，他們雙方本身的

衝突，心念裡面會不會彼此有撞擊跟回彈？他們也會共同要達到一個共識或是完成，會

爭取自己的對嘛！在這個過程，他們兩方是不是一直在變異？他們在變異，你沒有變

異，你就停留在是非善惡，所以這是你自己的輪迴。 

你著了相，你取了是非善惡，其實你是把這個境，把現況中，你是不是就給它定格？

是不是暫停？電視、DVD、什麼的，是不是就暫停定格？所以你放了是非善惡，這個是

一個錯的動作。你應該知道它因緣，在現象中它還在變異，把這個變異的可能性，理性

平和的去接受它，他們雙方的衝擊，所有的一切裡面，自然會有它的變化性。而你在這

裡面，唯一可做的什麼事呢？就是不思善不思惡，而就於無明起貪瞋的這個對方，能夠

讓他去看到他，這個乙方，這甲方，這乙方，讓他去看到他自己。不需要強調，讓甲去

看到乙，讓乙看到甲，因為他們只看到他看到的看到；而是要讓這個甲看到他自己，讓

乙看得到他自己裡面，獨裁、範圍狹隘，強調的強調，去看到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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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裡面可能的作用，而不是替他判決是非。 

人之所以會有是非善惡，是因為你在替他們的衝突，判決是非善惡，你在做閻羅王，

所以你才在地獄，因為你要管轄犯人。這是自創的，這是自創的，這就是眾生。那你在

這個看到這些，是不是把這個現場跟因緣果都是放大、放遠？那你的作用，能不能作用

起來？那就不一樣，不一定。如果不能作用起來的時候，也應該保留平等，平等的態度

來祝福這兩位，就是無窮的迴向，那個意願是飽滿的。在這種狀態，就能夠不思善不思

惡，而不受其干擾，這是基礎。 

你內心在這個上面，是不動的，但看得明白。也有可能你根本看不明白，因為前面

的因跟緣你不參與，他們的變異一直在變異下去，你也不會在場，所以這個只是看過的

眾生萬象，你就叫路人，路人甲、路人乙，是不是？是不是自己就是路人？但是在路人

當中呢？藉由這個，藉由這個來開發。前面不會做的人，是不是藉由這個來參加三國演

義？自己又立了一國，三國鼎立。對不對？ 

如果你能夠在裡面產生作用，那麼這個就是你行菩薩道的現場。如果這些都不是，

那麼這個就是你從中得法義，從中能夠體證，示現給你看的眾生萬象。而在眾生萬象當

中，他的結論是什麼？就不可思議，他的前因是什麼？也無從查考。但是他的這些相狀，

會不會重複重複再重複？重複在自己的生命的可能，過去跟未來的某一些狀態，也可能

重複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面的眾生，相處的模式裡都可能。 

在這種狀態之下，你就從中去體悟到眾生的心性，你藉由他們的發展，來知道他心

中的貪瞋癡慢疑，他的痛苦，你瞭解這些痛苦不是你的痛苦，也不應該創造這個痛苦，

所以自然這個眾生是你而非你，因為你也曾經是啊！但是這個眾生也不是跟自己完全不

相干的，那個就是體悟的現場，也就是你練習定學，練習慧學的地方。這樣知道？ 

所以如果你自心不亂，剛剛有講，要怎麼樣讓自己自心不亂，能夠這樣子就是定香，

也就是能成就法身，從世間現象轉為出世間無為智慧，這樣的一個運作。也就是你如果

能夠照這樣的功課去做，一定能夠達到更圓滿，而且能開發智慧的。定的之後，我們馬

上配合五十九頁的第一行下面，不可沈空守寂。你馬上配合這一句。 

你如果在定的當中，剛剛的運作是不是不再攀緣？也不分善惡，不思善不思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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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不可沈空守寂，也就是沒有辦法從這裡起覺觀，沒有辦法從這裡得智慧，如果

你守寂的話。這個世間每天都在發生，那是他家的事，跟我有什麼牽連？當你這樣的話，

就是你跟眾生馬上拉了個彼岸跟此岸，你站在哪一岸？其實通通在此岸。是不是？如果

你能夠在這上面，才不會落入黑洞中，你能夠在這裡面，所有一切裡面覺，這個拿眾生

的一切來覺。不能行，那也能覺。 

如果這眾生的所有一切與你無關，他所有的發生與你無關，那你既不能覺亦不可

行，但千萬也不要以為你絕對可行，而漏了先覺。很多人就是他並不覺，然後馬上就要

以菩薩的身分自許而去要行，而他覺他的時候，其實是用自己的是非在判決。所以這個

地方就是修為，你要真正能在這裡覺悟，那這樣這個定香，這個定就能夠圓滿而完成慧。 

第三呢？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先講到這個是一個內容

的處理，還不講表達於外。我們修行這麼久，聽經聞法這麼久，其實就是要完整的去知

道它細部的發生，還有一些脈絡，也就是眾生因、緣、果，他是如何的起心動念？他是

如何從相狀、名言裡面，就產生了很多有形相的、無形相的，那心中起了見？我們學佛

這麼久，是不是知道這是一個起心動念？無明起惑造業，它的一個次第性。 

所以當你看到別人的這些東西的時候，你馬上可以知道他的次第，你知道他的次

第，而自己不陷入所謂習氣使然的思考模式。那是一個等流習氣，他一下就，就是五蘊，

色受想行識一下就馬上，「啊！不用跟我說，那個人不用理他」，馬上結論就出來。那個

人已經被你批判，貼一個條子下地獄。其實很多人每天都在做這個工作，他只有選擇性

的是非；而選擇性的能力，那這個是有障礙。 

所以自己如果沒有任何障礙，你就是你明白，你明白了你自己，就可以明白眾生。

你明白了思緒，你明白了意識的作用，你明白眾生有什麼樣的情緒，因為你先明白你自

己。當你明白你自己，而真的有要調理自己，你就知道什麼樣的言語、什麼樣的態度眾

生能接受。如果你不願意調理你自己，你所說出來的話，都是別人的話。「佛祖說叫做

愚癡」，這個只是拿世尊打他；「你這是無明」，其實你在喊這個的時候，自己也不清楚。

對不對？知道意思？ 

所以常常學佛多年之後，要不就拿菩薩，要不是拿佛，來替你當鞭子打人，這是沒

有用的，這是完全沒有用。你應該要自心調伏過，你就會知道什麼樣的委屈，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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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扭轉，自己有什麼樣的黏縛情形，而眾生需要一次、兩次、八千次的機會；而你知道

他一點點一點點，你可以靠近了，他在這上面，需要一點喘息的空間，需要一點柔軟的

言詞，需要你和善的態度，需要你的心是那麼溫暖的有意願，那自己無礙，當然就能夠

看眾生的時候就無礙。那這個時候我們自己沒有障礙，什麼東西、什麼事情、什麼煩惱、

什麼糾結，都可以觀照。止觀談過很多嘛！前面定慧〈定慧品〉就談到，所以要自己本

性能夠自主，不造諸惡。 

修行開始，當你戒香，這個戒意願出來，它並不是硬邦邦的，它不是硬邦邦的。當

你知道自己常犯的事情，你就會讓自己緩衝一秒鐘，你就會緩衝。當這個緩衝也就是迴

光返照了，我可不可以不做？你可能要打人，手拿起來，定在這裡，他說做什麼？插國

旗。是真的，你可能要罵人，你，下一句消失於無形，這一些都是修為的一種迴光返照

的現象。這當然是內心的一個迴旋。那你也知道，打了也解決不了問題，這個只是說我

們如何在這個剎那剎那的運作當中，這個智慧是能全盤，這個地方智慧觀照，這個是一

個全面性的東西，修行它並不是單一的點，它一定是愈來愈廣角，全面，一含攝全部。

但是你在全面裡面，卻能夠穿透，這個智慧的東西，它就是能夠穿透，一路這樣明白的

進去。 

有的人就是我想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其實你的心進入他為什麼這樣，那你一直想

要表達你要表達的東西，這兩個東西在對抗，你是沒有辦法有智慧的。因為他為什麼要

這樣，你想要怎麼樣，他已經有兩個東西是你認定而存在，這是虛妄的；所以當我們要

智慧觀照的時候，並不是進入他跟我，這個就是我所假設的我所，應該是要進入這全面

的觀照，這是一個衝突，這是一個意見相左，這是一個所謂眾生不同角度的思惟模式，

這個時候是抽掉批判性的，然後只是實相，讓它這個因緣法所有裡面現前，然後你的智

慧能整理而穿透它，這要多加練習。 

當你這樣穿透它的時候，你還會隨著自己的習氣而造諸惡嗎？不會。因為你這個當

下，是在運用你的覺性。當你的覺性在運作的時候，身口它是停擺的，你不要以為說，

我覺性我正在覺，先打他一巴掌比較贏，不會。當你真的是一個有智慧，你在覺悟中，

你的覺性在運作的時候，你根本忘了有這個身。你沒有這個身，也沒有這張口，這就是

覺性在使用的時候。所以你還會造諸惡嗎？不會。所以重點在哪裡？剛剛講了，它是一

個全面觀，它是你所有學佛的總考核，全部的全部，都在這個剎那裡面，它發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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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當你的定有的話，你這個慧的作用，你這個運作的作用才會現前。你不可能我現在

很浮動，我氣得要死還在覺觀，那是不可能的事，它兩個不同存，它是不同存的。這個

是清淨覺，這是清淨覺，慧香講的是一個清淨的覺，覺照的功夫。那這個是裡面的運作，

是不是這個裡面運作完畢？顯於外呢？當然馬上配合下一句，「不可沉空守寂」，對不

對？所以「雖修眾善，心不執著」，這只是緣起性空，圓成實性，這只是應該圓滿的。

那在一切當中，作「無作之心」，行善是無漏的，那是因緣。 

如果你沒有圓滿它，你這個覺一定覺錯了。你只覺到你的覺，而沒有覺到實相的因

緣，你只覺到這個人在生氣，這個人在犯無明，他愚癡做錯了，他在狡辯，他在指責他，

你只是覺這個事相，而你沒有覺到實相，也沒有啟發，也沒有參與，那麼這個時空中你

就是空過。但我們並不強調說，你一定要馬上行，不覺而要行，這有些時候是搖擺的。 

「雖修眾善，心不執著」，並且能夠瞭解實相中的這個一切，尊敬長上，能夠照顧

而念及到下輩的眾生，「矜恤孤貧」，也就是能夠同情，能夠體恤，願意來幫助那些孤獨

貧苦的眾生。所以這裡面是不是有覺跟行、有圓滿？是不是有慈悲？這些都做完了，這

個智慧了無痕跡。你剛剛把它釐很清，弄很明白，當你跟實相是貼合的，心中根本就不

會留下痕跡。當你有揣測跟一個我，跟一個理想在的時候，你才會有所得心，其實所得

心就是錯了，你有一個假設，你有一個假設是不是就錯？所以有所得心。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走下去，它的可能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因為每個眾生的

因緣，當下的抉擇是他，你不要以為你可以替別人決定任何一件事。你可能你兒子問你：

「我要上臺大或清大？」你可以說：「臺大！沒有臺大不可以，你要上清大，我不給你

學費。」你可能唯一的這個，可是最後的抉擇權在他，他要不要畢業？他心中要不要有

抱怨？他讀得快不快樂？對不對？他的興趣在哪裡？所以這裡面我的意思是說，以為你

可以全面干預，那是暴君，那是魔。但你可以提供，這是供養，你可以提供讓他參考，

引導他，去做他全面的思惟，這才是對的。 

所以對於長上跟下輩的，他本身、你所處的位置，就需要微調，你要懂得這上面如

何去銜接；但這些是完全赤誠，完全赤誠而自然。這是自然的，智慧是自然的，它不是

假裝。喔！他那麼老了，我們總要低聲下氣，要不然人家說我沒修養、沒教養。他這個

小孩子喔！我一定要我的身分來指導他，這樣才有威嚴。這些都假的，這都假假的，這

都假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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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般若智慧，修行人他只是看這個眾生的需要而需要，對於真正的下輩、晚輩，

真的一定要表達你的身分嗎？來！我們問，祖母妳要叫孫子吃飯，妳會怎麼樣？孫子！

嘴巴張開，啊！啊！自己先張開，他才張開。所以妳是不是進入他？是不是這樣？然後

有客人的時候，孫子來吃飯，自己吃，祖母不餵你了，叫他自己自理。是不是這樣？因

為以前妳教他嘴巴張開，已經教過了，這個時候妳可以當祖母，是不是會有所不同？這

些都是自然法。 

如果智慧真正產生出來，你在對待眾生的時候很不自然，那個叫諂曲、虛狂，所以

這所有，法無定法，你展現上面，其實是沒有可以說的，這是不可說的。心中有上有下

嗎？我們說不思善不思惡，不可分上下，可是我們人的組織結構倫常裡面，就明明有尊

卑，有上下，這個尊卑與上下是實相中，相應於我們應該表達的，並不是我心中放著上

跟下的那種，那種叫什麼？不自由。這樣瞭解意思？ 

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些長輩，他就一直下不來，那這個時候梯子給了他，也讓

他在上面高處不勝寒，他會很寒的，這個時候我們只能尊重他，迴向他，但是他不是你

心中的罣礙。有些時候我們看一些晚輩，或是有一些其他的眾生，他畏縮的躲在自己的

象牙塔，這個時候硬拉也沒有效，所以你只能在外面，這個所謂的和風、所謂的陽光、

所謂環境裡面的、悠遊自在於你自己的世界中，然後藉由一些方便善巧，讓他探個頭出

來，用這樣的善巧方便，讓他有意靠近而走出來，只能這樣。強拉、硬打、用責備，都

不是唯一的辦法。對不對？軟硬兼施，這善巧方便，不可說！不可說。所以對於有關係

無關係的眾生，你一定得先安住，要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只有自修，也只有自證

悟。 

這個慧香，把大德的這個解釋補充一下，這個慧香就是指慧身，就是慧品，無學之

正見跟正知，這個是講小乘的。小乘的慧香，就是指空的智慧，這是一切智。而佛所說

的五分法身，這個地方講的慧香，不是這樣解釋，它是說：「如來之真心體明，自性無

闇，觀達法性，稱為慧法身」。也就是根本智，也就是根本慧的意思。它就是真心體明，

它知道一切萬法是畢竟寂然的，無闇，在因緣中呢？能夠緣起而觀達法性，這是在講大

乘。所以五分法身解釋是有一點不一樣，在小乘你只要處理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那剛剛的定身，我好像漏了補充大德的，定身在小乘講的是「無學之空，無願，無

相，三三昧」，就三三解脫。那在大乘呢？大乘裡面，定身也就是定香，講的是「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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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心寂靜，自性不動，遠離一切妄念」。沒有妄念，自性不動。但是剛剛有補上它的

慧，是不是真心體明？所以它是沒有闇的，它能夠觀達，但是它不是死寂的。 

第四、解脫香，解脫香呢？也就是「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

名解脫香。」要進入戒定慧之後，再進入解脫香，這過程就是滌蕩掉法執。也就是你剛

剛戒不用管，那個是一切的你本身的準則，但是是沒有壓力的。定是不是一種狀態？慧

是不是剛剛你智慧觀照，能夠穿破煩惱而一切明白？所謂為什麼會進入解脫呢？也就是

你所有的這一些，沒有我所，沒有心所。當這一些知道，相應於每一個當下，所有這樣

的智慧，有這樣的覺照，有這樣的體得，而這一切呢？也是空。 

所以解脫香，就是自心無所攀緣，連你剛剛所獲證的智慧的這個部分，它亦是空，

你也不會儲存，特別要去擁有它。這個時候不是思量，不是思量法，也不是會做哪一些

殊勝，我懂了，他不懂，眾生可憐，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樣就能進入

解脫。「非心思口議而知，乃是徹知實相畢竟清淨」，就是能夠達到畢竟空，這樣你就能

夠證得解脫，也就是在清淨解脫的狀態中。 

常常修行人，唉呀！自己有一點小小的體悟，狂喜！狂喜之後，總是或許還惻動，

自己長期以來的努力，總是打破了自己一些障礙，這個是一個過程，這就是慧。這個慧

之後呢？你隨即要把它整理，整理了之後就要放下，那畢竟是安住在清淨當中，這個就

能體會到解脫。 

解脫，大德解釋就叫解脫品，在小乘呢？小乘佛教的解釋，即與正見相應之勝解，

這是第一義諦，跟正知見相應的。以大乘佛法它講的這個解脫，解脫身，是講如來的自

體無累，它沒有一點束縛，解脫一切繫縛，稱為解脫法身。 

我們凡夫在解脫中，就是怕緣起了，小乘的話它就是怕緣起，就盡量沒事情，沒有

任何的發生。但是如來呢？祂安住在真正的解脫當中，所有的一切因緣中，祂不干預，

祂可幫助眾生成就，沒有是非，沒有拖累，沒有起心動念。這樣是不是有差？所以進入

到解脫境界當中，有的人會住很久，有的人會住很久，這上面，所有的語言文字都丟掉，

在那個剎那，那個時段裡面，話說不出來，記憶帶空白，能認知，而所有物品的假名，

我們是不是安立假名？所有的假名、文字、語言相，全部不見了，所有的聲音進來的時

候，它既不入也不出，那樣子的短暫時間。之後呢？當你重新回法界，解脫知見才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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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所以以小乘來講，以正見相應。那佛呢？是無累，自體無累的，解脫繫縛，而且

自由自在，祂自由自在，祂也不會進入到某一種狀態。 

第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自己心中既然沒有攀

附在任何的善行或惡行，等等的這些念頭或做法。進入解脫的人，就不會再攀緣了，可

是有些時候會住在解脫裡，住在解脫裡就是沈空守寂，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消息，都寧靜

下來了，所以會沉默。但如果你住在境界中，就會死守著空境，保持在寂然之中，那真

的是所謂的寂滅樂，是寂滅樂。 

那這個時候呢？即須廣學多聞，重新來過吧！這個時候就應該要博學多聞。這個博

學多聞，今天有講到，跟開始的知見建立完全不一樣，這時候的博學多聞是印證的，是

來印證自己的覺，跟啟動自己的行，這是真修，這是真修。每一個現況中，識自本心，

達諸佛理，明明白白認識自己的本心，明明白白知道這所有一切，如皓日當空，所有的

一切能夠現前，而如明鏡一般，通達各種清淨解脫的佛理，也就是世尊所說的三藏十二

部，這個時候都全部是融會貫通的。不管祂說有，不管祂說無，這裡面是一個文字跟一

個表達的切面，這是安立出來的語言文字相，但它實相中又代表什麼道理，是明白的。

所以和光接物，謙和的待人接物，這裡面無自我的念頭，就是無我相，就是無我、我所，

也不做人跟我、眾生跟我對立分別的想法。 

所以這個時候看眾生就是看自己過去，如果你曾經有貪瞋癡，你看眾生的一切，你

就知道他這貪瞋癡，因為你以前貪瞋癡過。你看到他的煩惱，你知道他在煩惱，他的煩

惱是在什麼樣的狀態跟釐不清跟需求，你就看得明白。所以眾生也不是眾生，也不是我，

我也沒有我要標榜的東西，也沒有誰走得快，誰走得慢，其實都一樣，迷悟一念間，「直

至證得菩提」，直到圓滿所有的一切。生命不用假設你什麼時候圓滿，因為每一個現前

每一個現前，都是菩提，所以這個真如的自性，它不會變異，這個就叫解脫知見香，這

個就是由解脫之後出來的後得智。 

這裡在小乘裡面解釋解脫，它是這樣說的。它說：「解脫知見，即無學之盡智，無

生智，其中解脫身與解脫知見身，合稱解知見。」這是無生的智慧，無生滅，它知道無

生滅。那佛法呢？在講大乘佛法，解脫知見是講：「證知自體本來無染，已實解脫」，真

正的無染著，在這裡面，所有的一切都明白，實相，所有的一切，它的因、緣、果，它

所有的狀況明明白白，這叫解脫知見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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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是不是知道這個無生滅？就是無生滅，可是它的因緣的細部知不知道？不知

道，它只知道總說。而這個佛的解脫知見身，是總說畢竟空，一切空，但細部的所有因

緣結構等等，包括它的處理方式都清楚，這樣。 

五分法身，在《纓珞經》裡面講五分法身，黑板上有給同學做參考。它說：「戒香

攝身」，是不是戒香攝身？是不是其實也有，身口意都有？「定香攝意」，是不是意不波

動？「慧香攝亂」，其實你如果把它想說定香攝亂，也是通的。「解慧攝倒見」，如果你

有解脫知見，解脫就是根本慧，根本就不會顛倒，你知道那是畢竟空的。「度知攝無明」，

度知就是解脫知見，解脫知見香，是不是攝無明？就不再無明，一切很明白，所以是五

分香纓珞其身，這是《纓珞經》裡面講的。 

另外有大德，給同學做參考，有大德他說：「前三從因而顯德，後二就果以彰能。」

前三就是戒定慧，前三樣是不是我們在因地時候的修？所以我們是不是從這個戒定慧的

修持，而顯我們清淨法身的德？所以這個因就是戒定慧。那進入呢？它的果就是解脫，

解脫知見就是你成就了這個果之後，再彰顯你的功能，所以後二就果以彰能。這裡面是

「盡智正習俱斷，名解脫身；無生智了了覺照，名曰知見。」就是後得智。所以解脫是

不是進入根本慧？後得智就是解脫知見。 

我們雖然聽這個，這樣解釋下來，好像它有次第，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好像有次第，這是開始在修，因地修；到果成的時候，他所有的一切，是在戒，是在定，

是在慧，是在解脫，圓滿它的時候，是解脫知見的宣揚。所以當果成的時候，這五分法

身其實就是佛的三身，是不是所有一切，是不是就成就法身？是不是報得自在？解脫知

見，覺行圓滿，在行的時候是不是應化？是不是就是三身？雖然我們講五分法身，第一

碰觸到的是法身，因為以因地而講，是不是成就佛法？就是成就這佛性。以果成之後，

一樣是在這個五分法身中，而示現三身。 

所以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名體，這是《攝大乘論抄》裡面的，唸給同學做參考。「五

分法身，名體。戒身，防非為戒；定身，止亂為定；慧身，照察為慧。」這是觀照體察。

「此三，從用為名」。是不是我們要這樣使用它？「解脫，從離過受名」，離了你的所有

的過失、過患。「知見身，可境生心名知，明白名見，從義用受名」。知見身就是可境生

心名知，就是對於現前的所有的境，你都知道，了了明白。然後呢？明白名見，也就這

裡面它並不是所謂心思口議的知見，這個才是佛的清淨正見，所以是從它的義理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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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它的名字，叫做解脫知見，這是《攝大乘論抄》裡面講的。 

總說，通說，五分法身以無分別智為體，五分法身，要成就五分法身，是不是要以

無分別智為體？你在戒的時候是不是要清淨？是不是無分別？定的時候，是不是在所有

外界裡面無分別？慧的時候，是不是在所有裡面無分別？解脫的時候，當你心中有高低、 

上下、大小、對立，心中必有一物，怎麼入解脫？所以是不是無分別？到最後解脫知見，

當然就是成就了無分別智。 

在講到解脫香，就是眾生如果你透過戒定慧三無漏學，依照世尊所教導，而慢慢的

修習，自然能證得解脫。而這解脫之後，若能夠「勿沈空守寂」，則能夠「後得智能證

得如佛之實智」。那為什麼會談到解脫跟解脫知見當中，不可沈空守寂？因為我們從戒

定慧開始願意修行，是站在凡夫。而凡夫所看的世界，是一個生滅的世界，所以我們從

四諦「苦集滅道」開始修行，建立知見，瞭解它的因緣果，比照眾生過去所造的種種，

現況中所有緣境現前，內心無明躁動，起惑而造業，甚至於很多心性上面的貪、瞋、癡、

慢、疑、嫉妒等等的想法，自恃的，就是自我意識的貢高我慢，憍誑等等的這一些，色

受想行識，所有的情緒都來了。 

所以當我們知道，應該要在這上面做個打理之後，一切知道緣起是性空，當你慢慢

從這個空的正見，再觀察自己起心動念的一切，而在心色二法上慢慢放下、放下、放下，

自然能夠證入空寂之理體。但在修行中，難免在這個時候會有所感觸。而這個感觸呢？ 

也就是一種法喜，體解了，原來解脫是如此之不可思議。所以眾生在修行中，何謂所謂

菩薩？何謂所謂佛？其實都是個別，個別心中的一番以為。 

諸佛示現，這個時候有發心，發菩提心度化眾生。而眾生以為如果我進入了解脫境

界之中，也就是證入如佛一般的境界，但是從來沒有去比對，自己身心跟自己對於宇宙

人生，所有的一切真理上面，有多少的智慧。因為這個智慧也不可說，不可說，所以難

免會有沈空守寂的那段時間。 

大乘菩薩如果祂透過世尊的帶引發菩提心，後面會講四弘誓願、六度萬行這些，再

慢慢看到所謂有緣的眾生的苦厄，於是也會有發心的情形。在行菩薩道的第二阿僧祇劫

之中，要進入第三阿僧祇劫之前，會在第七地，菩薩七地的時候要修無相觀。當修無相

觀呢？就上不見菩提可求，上無佛果可證，下不見眾生可度，因為安住於空寂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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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時會「沈於一切空寂之理」，不能夠超六度之事，而行六度萬行，這個就是菩薩沈

空之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