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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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6》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繼續解釋，就是無相懺悔的第二個小段。弟子某某，就是弟子等，是不是又

在講念？「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

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這個力道有多強！這個力道有多強，你就能持守。我們自己

檢覈這個段生，有沒有憍？難免有啦！有沒有誑？不一定有，欺詐，有的人是比較老實，

他不欺詐別人，但憍都有，因為憍就是俱生我執展現的一種相狀。 

這個憍解釋一下，這個憍不用跟他人比較，就是自己就產生出來的，僅對自己，就

是自己結構出來的東西，就是自我肯定，其實憍就是過度自我肯定。這裡面如果分它的

屬性，有的人是對於自己的種性，「色」也就是自己的這個結構，「力」產生出來的作用

力，「財位」：經濟結構、社會地位，「智才」：智慧、智能等，有所染著，一定會自我肯

定，這個就是人。 

當你一直否認他、否認他、否認他，他就會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可是

當他有一點點任何的一個機會，他能思能想，他在自我內心的一個想法裡，他會茁壯，

自己認為我才不要，或是我有我好的東西，這個是屬於自我產生出來，自我肯定。那有

一種狀況是一直被否認否認，否認、否認之後，他因為卑、自卑，所以產生對於他人的

嫉妒、壓榨，這是另外一種展現。但基本上對於自己存在的認同，都曾經會有，不是物

質上的認同，就是精神上的自我認同，那是俱生我執。 

當這個憍產生的時候，你這個心，使心高舉，這是精神作用，也就是你會肯定自己。

在佛經裡面講，這個就是對於自己的長處，產生傲慢自大的心理，人都會選擇去看到自

己的長處，而這個長處都是自己認定自己的長處，其實一山還比一山高，但是人就是這

樣，就是會比，然後給自己這個長處的肯定。那如果是對他人，對他人有比較之下，有

比較之下，產生高低差，這叫慢。但憍與他人無關，就是自己內心產生的，他不用比較，

他就自己會產生。 

佛經講憍有八種，你看我們多厲害，這八種幾乎全部具足，當然有的人一兩樣沒有。

第一叫盛壯憍，元氣盛才有的，因元氣盛而具。人總是從出生一直到老邁，中間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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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經過青少年的發育？然後壯年時期，是不是？做不膩，做不累，我就是有力氣，擔

五斤、十斤都不要緊，反正會有那個元氣盛的時段，那個就是盛壯憍。 

第二個叫性憍，血統尊貴而產生的，因血統尊貴而具。譬如在過去的年代，這個王

公貴族，以前有奴役制度，所以你可能會因為自己的血統尊貴，而感受到自己很尊貴，

這個上面值得憍傲的，自詡這個存在。那你出生在什麼姓氏，以前不是有陳林滿天下？

陳林滿天下，有的人說，哼！我就是世間最大那個姓。那是你是中國人，那是小小的區

域，這麼一點丁的地方，陳林滿天下，那個就叫做血統尊貴，自以為。我跟總統同姓，

怎樣？不怎麼樣，知道？ 

第三種憍叫富憍，因財物豐盈而具。就是因為有財物，所以走路都有風，我是有錢

人。什麼叫做有錢？什麼叫做有錢？我不用向人家索求，這內心就是這個細微的東西叫

憍，但是這是自我認定的。有的人說，我沒錢，但是我清廉，我有個性，這也可以憍，

人就是有這個東西。所以為什麼他這個憍跟誑，拿出來這麼重點的去看它？ 

他說，你修行你就雜念嘛，你看我多自在，這叫自在憍。有的人會自誇，因行為自

由而具，有的人說因緣果報啊！你就業報都被人綁死死的，你看我就不用了，沒有人敢

管我。沒有人敢管你，管你不住，也是你真的自在，這是一個解釋。 

第五個叫壽命憍，因己命長壽而具，因為這壽命長。啊！你們這些年輕人，不用說！

不用說！當你活到我這個年紀再來說。就是這樣，會有沒有這種性命憍？壽命憍？有。

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長。是不是這樣？我看

的世界，啊！你不用比了。這個其實不用比，自己內心就會產生出來，這種就是憍。 

還有一個聰明憍，因世智辯聰而具。有的人什麼事情能想能通，讀書讀得好，學識

高，理解性高，有的記憶力強，是不是會有聰明憍？在座！聰不聰明？耳聰目明叫聰明， 

是不是？就是會有一個內心的，什麼人都有憍，你如果沒有讀書，以前的人都沒讀書的

人，他種田，對不對？種田，他也有憍。「不用說，你們讀書人，你難道不用吃我種的

稻米？你們的米從哪裡來？你有辦法像我這樣嗎？一大早就出門。」是不是？這個上

面，都會有一個自我認定，這就是人性，他裡面一定要定位，他不能如浮萍，他一定會

把自己設定某一種根，讓他能夠穩住，讓他生命覺得有價值與意義。那你這些價值意義，

其實建構在世間法，聽來聽去是不是都這樣？第六叫聰明憍，剛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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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叫行善憍，因利人善行而具。像我都在做鋪橋造路，我都在幫助眾生，你就辦

不到。你看！這個就是憍，這自我認同。當然我們以佛法來講，自利利他嘛！對不對？

但是什麼叫做行善？什麼叫做行善？當你有憍慢的時候，只講憍就好，這個我是大大的

放著，是不是大大的放著？這個叫行善憍。 

第八叫色憍，因容貌端莊而具。至少我長得人模人樣，難道你鬼形鬼相嗎？有的人

會因為自己的容貌而憍，那有的人會因為什麼而卑，那另外一部分是憍，是不是都是在

這樣過與不及當中？但自我肯定，人都是要自我肯定。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懺悔這個？因為眾生佛性是一致的。如果你尊重所有眾生的佛

性，你憍到哪裡去？誰沒有一樣？誰都有，你只是自我肯定。有的人是妄自菲薄，也就

是不敢當下承擔，去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清淨真如，他會在世間法裡面，還是去肯定了自

己某一個部分。這個憍，還不講誑，先講到憍，這個憍得修啊！憍得修啊！我們常常有

一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還是要多少比一比，為了要肯定自己的存在。 

當你修行，它有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這過程呢？你見山是山，就是從

自己的憍；見山不是山的時候，去把這個所有你立論出來的東西，知道那是空性，所以

會自我否認一次。要肯定，再自我否認一次。然後信心從飽滿的，就要打掉，沒有信心，

再重來一次，信心不是信心，它是平等的。所有一切的眾生不是都跟我一樣嗎？那只是

一個路徑而已，那只是個路徑。 

所以為什麼會有憍？意識、跟我，那就是一個我的存在、跟意識的存在，一種認同。

沒有這個認同也麻煩，但是這個認同過度，那就落在世間相。所以為什麼佛法裡面，要

講這一切是空是幻，這個憍認識了。所以我們剛剛懺這個憍，要不要懺？要讀過去憍誑，

「我也不很憍，我也不很誑」，唉喲！憍到自己都不知道，那個憍是自己不知道。 

而誑呢？一定是有貪，因為你有想跟癡，你也有一些愚昧不知道的，可是你心中有

某種要掩飾，展現出來的那種更什麼樣的樣子，虛偽的，那種假設性的，假設性的一個

東西存在，所以你才會欺詐，你才會誑騙他人。誑騙他人，自己有如此如此一般的好，

優異的、上等的。這個上面其實是不是我相的另外一種表態？所以念念不要被這些憍跟

誑給汙染了。你要從自性裡面，自心裡面去發展出來，它本來就是一塵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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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尊重所有眾生的佛性，跟自己是一致的，你就不用憍了；如果你知道所有

的一切實相，所有的一切本來就這樣，你不用去虛偽裝飾它，那你就不要誑。那有什麼

好誑的？這樣知道怎麼辦嗎？能不能尊重？能不能尊重眾生？要學會。如果憍跟誑，那

放不下自己，怎麼解脫？永遠心中有一個自我的存在，否認、對立，你總會碰到一山一

山高，你總會碰到更強的敵手。修行裡面這個憍誑，就會產生一種叫做辯論、辯證，這

種辯證都是憍。 

辯證，為什麼？「啊！我們師父比較厲害。」你師父，你師父的事情，但是呢？自

己沒立場，就會拿什麼東西來墊、來秤。「或說唉喲！我這個法門比較怎樣」，這是憍，

世尊都沒有說 我哪個法門最好。祂每一次講什麼法門都說，這個聽的大眾，你一定要

知道，這個叫第一，就是在你修行的排行榜，第一個你先修這個，這樣的意思。然後再

講另外一個法門，有一群人，祂又跟你講，這個就是最殊勝，因為現在這個契合於你，

就是殊勝，就是這樣。 

好！那你都契入了，祂就跟你講，法門無量誓願學。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開始跟你

講「法門無量誓願學」？可是剛開始跟你講，這個就是唯一的唯一。所以凡夫都在講唯

一，說我這個最好。你要看眾生，眾生的佛性都是一致的，眾生終究都會看到他自己，

他只是時間長短，眾生終究都會發現的，畢竟會成佛的。所以你要把這個時空所有的條

件，還給每一個人，要還給每一個人，這樣子，在這個憍誑。 

「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過失，悉皆懺悔。」同學！現在有沒有懺悔？有沒有懺悔？

好！你懺悔的力量大不大？大！當你的懺悔的力量大，你要讓自己清淨的力量就大，你

不染，不染的那個如如不動，結構就紮實了；他就是會發現，最後就成就無作戒體，就

是這樣，就成就無作戒體，這個每一個都是這樣，他是自然省察。你今天這個自我誓願， 

自我制約，這個慚愧心，對於所有一切過去明白，就是這樣，真的明白！自然會產生這

一股力量，而我自我誓約，永不復起。永不復起，你就辦得到，最後產生無作戒體，一

有這樣的展現，馬上就知道錯，知道錯，比知道對容易。 

我們一般都是先感覺對，凡夫都先感覺對嘛！對不對？凡夫是不是先感覺對，每天 

他就是這樣，都以為自己對，這件事我想要這樣，因為我對。凡夫是看到對比較多，修

行人是看到錯比較多。當你開始進入修、修，修到一個穩定的狀態，他就不思善不思惡

了，因為你已經不錯了。不錯，也不會去找對，如果對，就是有我相跟法相、我執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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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執。你不找我相法相的時候，是不是就在裡面去瞭解當下？那這樣慢慢的，這修行就在

前進間。 

但在什麼時候又會發現錯？就看到這個事與願違，或是在一切裡面有一些不是很圓

滿的展現。當這些不圓滿的展現的時候，就會自己去追溯，前面自己在這上面漏失了什

麼，而不一定是惡。修行你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你再回頭看，其實只看到漏失，不

一定叫錯。是不是這樣？就覺得當時我是不圓滿的，當時我的智能，我的所有的能力，

環境的因素等等， 我看不懂，我沒有辦法圓滿把它做好。所以是不是看到漏失的部分？

漏失的部分之後， 是不是就願？就會又提起正念的願力，所有爾後你再走下去，雷同

的不圓滿情形，你一定會盡量去圓滿它，那個力量是不是更飽滿？是不是這樣？ 

你會一天到晚都看到自己對嗎？對，根本就不會去找。因為當你修行到某一個程

度，那個就是本來應該。是不是這樣？是不是要常常看到自己錯？很合理啊！這一點要

勇敢，有沒有常常看到自己錯？常，有時候不常，就看自己。那慢慢呢？你在修行，現

在有沒有看到自己很多遺漏的部分，缺失，就是不圓滿的部分，有沒有這樣？有沒有這

樣？有，恭喜你！你沒有沈空守寂。沈空守寂的人看不到遺漏，看不到遺漏，他沒有動

念，什麼是可以更好的，沒有全面，這樣。所以這裡面呢？如果我們懂得自己的憍誑是

俱生我執，那要懺悔，願此罪過一時都銷滅，永不復起。這永不復起，一定要重重大聲

的肯定，永不復起！ 

我記得我小時候，說了一次謊話、謊言，自己震撼到不行，我這一輩子不要說謊話，

就是永不復起。因為說了謊話之後，自己會發抖，「不是那個樣子，我怎麼說這樣的話？」

保護自我，這個好像講過，再講一次，這丟臉的事重複太多次了。 

小時候，我是給別人家當童養媳。後來呢？因為受虐、受虐兒，是個受虐兒，被發

現了帶回家裡來，我就一心要維護，我可以存活在這個家裡面，可是又憂傷過度，受虐

的時候會哭泣。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弟弟，所有的姐姐們大家都去上學去了，哥哥姐姐

都去忙，我跟我弟弟還睡在榻榻米上面，以前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照排的，一張

床，全家睡。 

我起床的時候，然後我就往前走，媽媽剛好進來，那介於我跟我弟弟中間，有一灘

水。有一灘水，我也沒察覺，媽媽剛好進來。媽媽說：「來來來來來！屁股我摸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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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我褲子有沒有溼了？這一灘水是我尿的吧？她只是要問號？來來來！屁股我

摸摸看。我沒有往前走，我就往後退，退退退退，退到牆壁，榻榻米後面牆壁，手摸著

我自己的褲子，那不是我尿的，那是弟弟，我不假思索，馬上摀著，那不是我尿的，那

是弟弟尿的。 

這個謊言，當我說完之後，我一直抖，我不知道那個腦筋產生了很多的變化，說那

一句話。當我現在長大我懂了，那句話有裡面多少東西，我害怕被打，我怕我被送出去，

我怕我的家人討厭我，媽媽再度不要我了。那一句話，我發現謊言。我媽媽說：「妳就

來啦！」我已經忘了我的褲子是乾的還溼的？其實也沒有人再證明，那泡尿到底是誰灑

的？但我的心中，從小時候的那個時候到現在，我都會謹記那個謊言帶給我的震撼，而

我是不真實的。我現在說，實在是很真實喔！記得第一個謊言，就沒有後面的了；如果

你不記得，你所有的一個錯，你不知道，你會無限的編排它，因為它得到好處，是不被

處罰，這就是誑，所以內心永不復起。 

我相信那泡尿應該是我灑的，我相信，當然我已經忘記，後面的情節全部忘記，只

記得我說謊言，到現在五十幾年了，五十年都記得。但意是空，也知道是空，但是它卻

很有教育意義，是自我教育，是自我教育。同學！你必須真的自我教育了，你必須真的。 

好！第三個小段，弟子某某，就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是不是都在講念？

念念不被嫉妬染，嫉妒一定有比較，看到有一個的存在。這個嫉：「指對他人之善、美， 

就是好的，起不悅之精神作用」，不開心，看到別人好，你自己不好，「此心所」，這個

就是心所，「能引起某種特定的染汙心」，這是隨煩惱之一。這個嫉妒一定得修，你必須

去懂一個事，當你心中只住著自己的好壞，你這個心，你這個人的心很窄。 

如果你可以放著所有人的好壞，同等接受他，你對於他的好，你要懂得隨喜，這是

《普賢行願品》裡面「隨喜」，我們不是隨喜功德嗎？如果你能夠學會隨喜，這生命裡

只有愉悅，真的只有愉悅，你能隨喜他的一點點好，有漏的、無漏的。有漏，隨喜他的

好；他的無漏的善根，跟無漏的功德，讚歎，隨喜以外還要加讚歎，因為他的佛性完整

的展現出來了。 

有的人是見不得別人好，那種心胸是痛苦的，那個心是很窄很痛苦，所有一切就會

嫉妒，什麼都要比，只要嫉妒的人，他心中一定有無限、無限、無限的眾生在跟他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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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一切好，你都沒有辦法接受，你都會抗爭，他怎麼可以比我好？或是心中那個

嫉妒，嫉妒就會產生你內心的一種汙穢，然後如果你沒有辦法說服，你自己真的比他強，

你就會懷疑他，你就懷疑。嫉妒跟懷疑常常是左右鄰居，嫉妒是內心產生那種強烈的，

他不應該如此，你真的不懂自己，也不懂眾生，才會嫉妒。 

有的人嫉妒別人有爸媽，自己沒爸媽，有的人嫉妒別人有錢，有莊嚴的色相，就是

外表，嫉妒別人的環境，嫉妒所有的一切。嫉妒人比較痛苦，還是被嫉妒比較痛苦？嫉

妒人痛苦吧？被嫉妒痛不痛苦？大概你沒有被嫉妒過，被嫉妒就是無為心，你就不斷迴

向就好了，你就不斷迴向就好了，千萬不要在意，你在意馬上就憍。被嫉妒不用在意，

知道嗎？他把你想像的好了，他看到的所有一切，所以嫉妒人是痛苦的，大家都知道。 

以前有一個女眾，她從來就嫉妒別人的丈夫，真辛苦。她說：「我的丈夫為什麼長

得不夠高？為什麼不夠帥？」她眼睛都在看別人的丈夫，那多辛苦啊！天下所有人，我

都覺得比我丈夫好。那個女人到很老的時候，我問她：「妳們夫妻情感為什麼不好？」「我

覺得他比不上別人」。他比不上別人，所以所有的丈夫都比妳丈夫好，你說這個女人能

安住嗎？可憐，真正可憐。 

有的女人是嫉妒女人，有的女人是嫉妒女人的，她不嫉妒男人，她認為男人本來就

強，他強歸他強。有的女人是嫉妒女人，什麼東西她都可以嫉妒。有的人還這樣。喔！

她那個人有夠窮，又有夠醜，又有夠粗魯，奇怪！又有人愛她，竟然沒人愛我，這種也

要嫉妒。嫉妒，什麼名堂、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嫉妒，都可以拿來嫉妒，因為他沒有辦

法隨喜，他沒有辦法去接受。同學！這樣嫉妒知道怎麼辦嗎？被嫉妒，就迴向吧！無漏

清淨的心，讓他轉凡為聖，千萬不要憍。 

如果你嫉妒人的話怎麼辦？如果你嫉妒了別人怎麼辦？第一、先看到我嫉妒的虛

妄，這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東西，這是虛妄的，我想要一個自己的境界跟自己的樣子，那

個是塑造自己的另外一個虛幻的相，當你看到這些，都是虛幻而不實的。你要隨喜讚歎

於別人的好，別人的成就，所有的一切，那這樣子，你這個嫉妒就能放下。這些呢？都

要懺悔，願這個過失，這個罪過，一時都銷滅，永不復起。 

同學！這三個主重點，這個無相懺悔的主重點都很清楚，是不是我們生命很根本的

那種雜染？對不對？我們問一下，男人會不會嫉妒？男人會較量的，他較量是我要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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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要強一點。那別人比我強的時候，有一點不服氣，倒不如女人那樣子的痛苦，他

就不能同時存在，同時存在的時候會有壓力，會較量的壓力。那女人是這個嫉妒她是比

較尖銳的，男人的較量是比較，那種壓力是比較分散的，可是有沒有較量心？有，所以

它這裡用嫉妒，同等，男人也受用嘛！對不對？ 

迴向，當你看得懂這個，修行就好修，所有的都可以是同參道友，當你有這個的時

候，他就只好一小圈一小圈，偏黨，叫偏黨，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跟你，我跟你，就

是這樣來的。 

同學！永不復起，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永不復起？這一段我們一起讀一次，那你要

用你生命裡那個完整的覺性，讓自己至心的發出來，從五十九頁倒數第四行，請合十！

一起念，我們就不用分別，開始。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

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

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

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 

同學！發了光明的這種光明的力量了嗎？一定要讓自己這個力量光明、飽足，接下

來當然就是做一個結語。「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以上我們所發起的，從至心

裡面，自性裡面發起的這個清淨的無作戒體，這樣的清淨無雜染的佛性、覺性，這個就

叫無相懺悔。 

那要解釋懺悔，六祖惠能大師說：「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

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

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

為悔，故稱懺悔。」 

這一段，其實同學自己念，力量就出來了，就解釋完畢。這只是一個時間，就是斷

相續心。其實這一段，善知識！以上就是無相懺悔。什麼叫懺？什麼叫悔？「懺者：懺

其前愆；」過去所有的過失，所有造作過的惡業，內容不管了，是愚迷、憍誑、嫉妬等

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到此為止，到此為止。這是不是過去拉到現在？然後從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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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呢？緣起性空，就是緣起性空，所有現前的所有一切，畢竟空性，我當下圓滿，這

個叫但正無三障裡面的「業障」，就是處理，所有一切接受處理，接受處理，接受處理。

所以過去拉到現在，惡業是不是有果報？以現在，是不是過去拉到現在叫業障？那我就

接受，該處理它，不再起愚迷、憍誑、嫉妒，因為到此為止。 

你要真的懂斷相續心，要斷相續心，勢必得用法門，念佛！念佛很有效，斷相續心

很有效。念佛、拜佛、誦經、禪坐、持咒，這些很有效，都能斷相續心，但它不是所謂

壓的，它是你真正進入這個法門。你進入念佛中，念佛是一種狀態，對不對？進入，我

們前面講圓滿的念佛，對不對？進入念佛，進入拜佛，進入持咒，都是進入法門中，就

能斷相續心。所以這個懺呢？是對於過去所有的惡業，悉皆盡懺。就是所有一切無量無

邊，其實怎麼算得清楚呢？你過去生過去世有幾個壞念頭，做過多少惡事，此生此世都

記不得了，更何況過去生過去世，有無量無邊，不知幾阿僧祇劫的輪迴，所以所有的一

切，通通都是到此為止。 

但是那些果報現前的時候，平常心是道，那你在發起緣起性空，是不是對於所有現

前？是不是所有現前？記得！在這個所有現前的一切裡面，還要具足無漏善、菩提心，

利益一切眾生。當所有的現前是個逆境的時候，以眾生為考量，不以自己為考量；我們

凡夫就是所有一切逆境現前的時候，以自己為考量，不以眾生為考量。 

那你現在要知道，所有現前的所有逆境中，圓滿它，接受、圓滿，以眾生為考量，

但不是強迫的壓抑掉自己，而是你自然這樣練習就懂。你如果不願意練習，永遠也不會

懂。因為你會自我意識，把自己就頂出來對打，為了保護自己，所以你的言詞行為裡面，

就會先打擊對方。像這種處理法，就是所有一切的時候，聽，聽話，聽人家在闡述一件

什麼，是有所謂對自己是有指責的或是教導的，這個先接受，你就接受，接受它的內容，

接受它的內容，這是第一個動作，這叫法忍。而接受這個人他所說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用般若智慧去觀照，然後把它處理完，不是為了保護自己，沒有用保護自己的這種態度

去做這件事，那就對了。 

悔呢？悔其後過，就是以後的過失不會再有，這是要自覺，這一定是自覺產生出來

的力量。所以從今以後，所有的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同學！覺悟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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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主要六祖惠能大師是教大家要如何至心的無相懺悔，那在講到這個懺悔呢？如

果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非常嚴肅跟痛苦的自我折磨，或是有的人會把它認定成為一種贖

罪的方式，那麼懺悔就只讀一半。這懺悔裡面，最主要是要我們看到自己過去的無明，

重要是在看到自己清淨的佛性，佛性在當下可以體察到，所以如果懺悔只陷入所謂個別

的，對於過去所造諸惡業，一種深深的自責而走不出來，那麼這個意識心就會自我折磨

好久，這個就是所謂不能見得空性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