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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57》 

             印可法師宣講          

很多人都有此生此世，我們還不談過去生過去世，都有此生此世的一些所謂包袱

吧！如果我們今天問年紀七十歲以上的，有結過婚的男女，他一定會有懺某一條，如果

他能生育的話，他一定會懺到所謂墮胎，而這個包袱是很多女眾，她難以從中抽拔出來

的那種痛苦經驗。一樣的道理，在懺悔裡面，不管你是什麼身分，你只要是六、七十歲

以上，你還是會感受到自己為了求生存，在生活面裡面，小時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多少無法算計的殺戮，曾經自己在無知的時候，就這樣直接去造作，有沒有？有。 

所以懺悔並不是我們要否認掉過去所做的，而是知道在過去所做的，在當時的因緣

環境之下，無明，所以當在造作那一些的時候，心中的念，心中的念是什麼。如果說你

心中的念，是為了讓自己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或是為了防護自己所謂一些利益的想

法，是這樣的狀態，那麼我們要懺哪一樣？我們除了要懺自己殺戮，造成眾生真正痛苦

的那種感受以外，還要真的懺悔自己那個動念，那個念的素質。如果那個素質你沒有懺，

你只懺單方，我殺戮，所以我要還他一命，那這個懺悔是不完整的。 

很多學佛多年，很多人就說，我永遠懺不乾淨，我不可能懺乾淨的，我曾經造作什

麼什麼、什麼什麼，所以他罪性不能空。他把所謂造作的這件事情，看成是一個絕對，

然後內心空性有覺性佛性的這一塊，完全看不見。真正的懺悔一定要達到清淨的覺性看

到了，而佛性可以現前，勇敢的接受過去所造，如果它因緣，所有的因緣現前現前的時

候，你不以痛苦的角度去讀它，而是以所有的因緣法裡面，隨這個緣，隨這個現前的一

切，去救度眾生，去幫助，去圓滿，那麼爾後所做的一切，就不叫贖罪，就是菩薩道。 

但很多人這一塊沒有辦法，這個概念沒有辦法把它延展出來，所以懺悔變成是一種

形式，是一種生命的對待關係，而是一種有無的回饋，這樣佛性永遠摸不到，自己那個

覺性，永遠會被自己這些生出來的，再出來的這一念，掉舉，這就是掉舉，而深陷在裡

面，這個跟大家提攜一下。 

所以在講說什麼叫真懺悔？經文六十一頁的下一句，這是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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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

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這個是在講只是在相狀上重複重複，不斷在習氣，等流習氣在造作的眾生。所以這

個凡夫呢？他愚癡迷昧，只知道要懺悔過去所做的過失，而不知道重要的是悔其後過，

也就是要把未來可能發生的所有的那種習氣，相續心切斷。因為他不懂，所以不知道什

麼叫悔，所以縱使前面的罪是懂得懺，但是因為他延續，所以並沒有真實的消滅；後來  

又在每一個環境因緣之下，又再造作了一樣的過失。所以呢？沒有斷絕造作，這種情形，

前愆既不滅，前面所做罪過其實並沒有滅失，後來的過失又再度的產生，這怎麼稱之為

懺悔呢？ 

這個意思是說我們身口意，有的人懺悔是在一念間，這一念我好懺悔，好慚愧，可

是無奈啊無奈，又縱容自己這種無奈，在現況當中，沒有產生那樣強大的意願，自我制

約沒有發生。這個時候當現前的時候，又縱容自己，啊！就是凡夫，不然怎麼辦？像這

種情形呢？持續再持續，這樣是不可能成就的，這個懺悔就完全是沒有意義。 

那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慚愧懺悔，除了事相上，事相上我們必須勇於承擔，在未來。

那意識層次上面呢？我們知道過去是無明，所以所造；那我現在知道，清淨覺性，這個

人，這本來無一物的。這些清淨呢？所以這些東西緣起性空，當時不知道是空性，那我

知道在盡未來際，在什麼時候現前現前當中，也了不可得。意思是說你對於時間、空間、

人物、相狀，所有一切的東西你不可掌握，它可能有，那個是罪相；那我們在佛所教導

的這樣的因果論裡面，明白有過去的因就有其果，但最好把握的是每一個現在的緣。 

如果我們在這個果未現之前，懂得修持，懂得在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當下去看到所

有應該用清淨中去圓滿，圓滿一切，那麼這個上面不用苦受、罪惡、福業來讀它，這樣

子一路的修持下去，也就是基於菩提心、菩提志願、菩薩行，在每一個當下，圓滿現前

的這個緣，最後的那個果會改變的，所以要把握每一個當下。 

那在這裡跟大家補充一下，這個大德在解釋真懺悔。《華嚴經要解》裡面寫著：「一

切諸業，雖能出生善惡果報，無去來處；若如是知，是真懺悔。一切罪惡，悉皆清淨。

意明本覺妙明，物不能染，由倒心妄染之也。故倒心永滅，則一切清淨。」這是在講我

們唯一能掌握的，就是這個清淨的每一個當下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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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所造諸惡業，有沒有業？有。那我們說同學你現在能吃飯，你現在用清淨心吃

這一頓飯，是不是叫業？如果清淨心就當下的因緣，借假修真來吃這一頓飯，這叫什麼

業？這叫淨業。是不是？那淨業是不是就是成就菩提所有顯隱顯隱當中，應該圓滿的因

緣？是不是就是因緣法？因緣法裡面，如果你沒有起造作之心，是不是畢竟空？是不是

當下亦是空？所以亦是業，亦是空，亦是菩提，看你怎麼去解釋它。 

那你說現前的，再來講，現前在座如果有妻室，那在座這個有家眷。在這些家眷， 

這些關係法裡面，是業嗎？以時間跟關係法，畫在這一塊裡面，而大家組合起來，你以

定業來讀它，是不是業？就是時間跟空間把彼此的關係結在這一塊裡面，是不是叫定

業？那定業可轉嗎？定業可轉嗎？如果這個定業只是在彼此受報，是不是生出善惡果

報？如果你用受報來讀它，是不是過去的業現在捆綁？是妻、是兒、是女、是父母兄弟

等等，是不是就叫善惡果報？ 

好！那我們再來用另外一個角度讀，你這個定業為什麼叫定？時間空間的存續，有

某一種不可馬上改變，不好改變的相狀，所以叫定，這是以這一塊而言。但是你心中讀

這個業，菩提道、業道是同一道，菩提道跟業道是不是同一道？同一個時間空間裡。所

以你在讀這個業的狀態之下，能不能轉為菩提？ 

若你能把煩惱跟所謂的關係法，用清淨心，用緣起性空，每一個當下，不起造作之

心來讀它的時候，你會修的人，所有的逆境就是成就忍辱；不會修的人，所有的逆境就

是果報。會修的人，所有一切現前該做的事，當下去圓滿它，就叫精進。不會修的人，

當下就想把這個切割掉，於是就老死不相往來，他跨不過來，你過不去。所以他過來的

東西，你在自我的解讀裡面，都覺得是苦，放出去的東西，都覺得是勉強，這個就是被

生活、被定業概念綁住的這種業果概念。那你這樣來讀它，是因為什麼？因為苦的覺受，

是因為你的心意識用苦的覺受來讀這個，因為你有一個理想，你有一個理想。 

勸同學，你明白的去看清楚，放下你的想法，用清淨的過日子，你會發現緣起，緣

起是眾生修行的因，性起是以清淨真如，自然而相應而行的，這種稱性而行的，果上面

的行為。那眾生在緣起的時候，也就是因；在緣起應該圓滿，你稱性而行之，當下既是

緣起，又是性起，緣起與性起是因，亦是該圓滿的果的時候，它中間就不二。 

我們綁死所有業相，理想於不再現前，要求一個永滅。在世尊《大般涅槃經》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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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經論裡面談到，這是住在生滅，這是住在生滅當中。當你有生，即需要去滅它；當

你悟無生，這個就是一個緣起性空，即不需滅它，圓滿、圓滿、圓滿，亦是空，亦是菩

提，亦是覺。這樣看這些諸業，是不是來得輕鬆一點？ 

那我們說，你過去所造，喔！你慘了，你慘了，你以後就有果報。很多人為了要免

除自己內心的壓力，就會反，就是為了要反它，會出現一個抗爭的念頭，那是他欠我的，

我今天會跟他這樣，他吃虧了，是以前他欠我，你告訴我以後有果，我不想承受它，所

以這個果是沒有的，現在就是果，就是他以前欠我，所以現在是我要結束的時候；所以

這個就是會進入所謂邪思邪想、斷滅因果的人。 

所以因果論要真正讀懂它，其實不容易。同學！你懂得因、懂得緣跟懂得果嗎？在

座！當你生了一個小孩，你會怎麼讀他？生了一個好孩子，會說什麼？我的福報，我的

好因緣；生了一個壞小孩會說什麼？這是我的惡果。對不對？是不是這樣？這是一般性

的讀法。當你生了一個好小孩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我生了一個佛菩薩？當我生了一

個壞小孩，所謂的好壞就是你感受的，當我生了一個壞小孩的時候，你有沒有去想過，

這就是我圓滿菩提要修行的時候到了？如果你懂得去轉念，你不知道什麼叫因、什麼叫

緣、什麼叫果，把每一個當下的緣起看明白，它沒有去來處。 

你如果生了一個好小孩，你對於未來怎麼想？不求回報之下，是不是學佛了？希望

他就是佛菩薩，以後可以救度眾生。那如果他是個壞小孩的話，你希望他能夠轉迷成悟，

心開意解，以後可以轉成修行人，成為佛菩薩。對不對？好！這路都很遙遠。你把自己

放在哪裡？把自己放在哪裡？你會想，我也是佛菩薩，他也是佛菩薩，以後我們都一起

度化眾生嗎？有盡未來際的想法嗎？ 

很多人生了一個不好，這是不好關係的壞小孩，這主觀的，這心裡想，這輩子趕快

跟他結束最好。有沒有去想過，盡虛空遍法界，他就是眾生？我跟他的關係，這是定業，

從定業打開。本來用定業來讀就是這一段，現在我們丟掉定業的概念，盡未來際所有一

切，他是眾生，我是眾生；他有佛性，我亦有佛性。盡未來際所有的一切中，我們讓所

有的一切都成就吧！而去無去處，來亦無來處；不追蹤過去，也不幻想未來。那這樣子，

你這個定業的概念就能夠提昇，很多人都是在定業裡懺不出來。同學！這樣聽懂意思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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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懺悔，如果果真你懂，一切罪惡悉皆清淨，你不要用無明來過日子，你用緣起

性空、清淨佛性，在所有一切裡面過日子。你就會發現，那不是罪惡的問題，也不是福、

業的問題，那根本就沒有問題。但你要想這是一個理想，你練習著看看，當你這樣轉你

的這種業果關係法的意念，你會發現你人處在哪裡，都是本覺妙明，並不一定你要到法

堂才能覺，也不一定在淨土才能覺，也不一定在娑婆不能覺。在這種狀態之下，所有一

切皆不能染，而皆圓滿。 

眾生之所以痛苦，就是顛倒心，所以「倒心妄染之也」，顛倒心、虛妄，染濁了自

己的清淨真如。所以如果你能反轉，你意識裡面的這些讀法，倒心永滅，則一切清淨。

人就是在生滅的現象中，有一個自我的解讀，然後在清淨的這種佛性的真如當中，理，

那個畢竟空的理看不到，這個時候就掉到現象中。現象中看善惡果報，而在理上呢？只

能忘懷，然後只能抽拔出來，之後再看到這個理。 

可是現前的現象，現象的住，住現象，現象現前住在現象中，就看不到理；看到理

的時候，就哀嘆於現象，它存在那種實質的感受，那是因為你有我跟我所。你不瞭解這

些我所就是心所，這些就是虛幻的，就是無明產生出來的東西。而這個我呢？這個我的

存在的肯定，這是虛妄的。哪一個是真的你？所以真懺悔，就是不要再有這個顛倒的心，

對於福、對於業、對於我跟我所等等的這些，通通放下，就會知道，所有眾生跟我是一

樣的。這所有的一切，他沒發現，祝福他發現，可是你要安住本覺妙明當中。你自己安

住，你就發現你看得明白，不被其攪動，然後你的智慧會現前，你在圓滿的時候同時轉

它。 

我們現在大眾痛苦的地方，是因為現前的因緣、現況、現象中，你進入這個裡面，

被對方的要求跟你的理想兩個結構起來，結構起來不能轉，不隨順因緣，不隨順實相，

而是逆轉，是候著它，就是要把握住，達成你的理想，他要他的理想，兩個對打，所以

都通通掉在現況中，這是現象。如果有一個，對方不管他是怎麼著在事相上，不斷的要

求，不斷的謾罵，這個時候你知道，這一切是他的心意識；但是你的心意識，你不結構

這些，你知道這是染，這是他的要求，於是你的般若現前，你清淨當中，自然智慧現前，

就知道如何去運作而轉。順，隨順實相、因緣，順這個，然後順轉，也就是圓滿它，也

就是轉法輪，就能轉。所以每一個當下是不是就是也在慚愧懺悔中，也在圓滿因緣果報

中，也在菩提道中，也在轉法輪中？這樣不是都具足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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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剛剛講的，也在慚愧懺悔中，就是你接受，你必須接受所有一切現前。過去有

因緣，好！是無明；現在所現前的，我已經瞭解它的空義，你現在圓滿的時候，它就沒

有後續了。是不是也就是圓滿，也就是空？大家在這裡很痛苦，其實你每一個現前、每

一個現前、每一個現前，就是這樣去圓滿，去圓滿。相續心，沒有那個相續心，跟解讀

的對立，對待關係，不結構心所。其實這上面，所有一切，當下緣起，當下緣滅，當下

生而無生，滅而無滅。這個時候所有的萬法，皆是緣起，所有該圓滿的皆現前，那生命

就在每一個當下，每個當下、每個當下，就不來也不去。這樣能夠瞭解嗎？懺悔是要到

這樣。 

那固然大家不懂，所以大德也都是一直在強調。蕅益大師在《宗論》裡面講：「須

知一念之性，本豎窮橫遍，一切事理性相，從不在現前一念之外。」對不對？是不是在

現前一念的時候，你有你的事理，事跟理，跟這所有的一切的性質，呈現的相狀是不是

都清楚？那這一切呢？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所謂真心、佛性、覺性，現前的這一念裡面，  

概括全部展現出來。「故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悟，輪轉頓息。」是不是這樣？ 

中間還有一些讀給大家聽，我是沒寫在黑板。「試思平日，起惑造業，畢竟是誰？」

如果你知道這個我，眾生就執四大為我，五蘊為我，如果你知道這個五蘊是幻、是無明，

這個我是虛假不真，這是假名，以這樣的一個完成，這樣子叫做我，這是假立為我。那

如果你知道起惑造業，為什麼會起惑造業？是無明。無明其實是虛幻，那麼這個畢竟是

誰在造作？「今書經懺悔，又畢竟是誰？」今天我要寫這麼多經論，我要來懺悔我自己，  

又是誰在懺悔？是虛假的我在懺悔，虛假的過去的造作，一定要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好，我的虛假的所有一切，我真的慚愧懺悔，勇於承擔，但我的意願發射出來，

願力發射出來，勇氣發射出來，盡未來際所有的一切，發生的一切，我知道畢竟是空。

當這些完整的願力發射出來，你就會知道，當你這些完成的時候，就具足了菩提心。那

這裡面呢？你就輕鬆了，而且知道悟無生了。 

「此造業懺悔之念，在內、在外、在中間耶？青黃赤白、長短方圓耶？過去、現在、

未來耶？果覓之，了不可得；則罪福無主，名真懺悔。」 

這一段蕅益大師的這個論述，他不是說否認，而是知道、接受，現前的每一個當下，

用清淨心，不來遮障自己的清淨真如。你知道、接受，是不是平靜的？當一切是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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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五蘊的，所以這是清淨，在清淨當中，智慧觀照，就處理它。處理它是安住在空

當中，安住在清淨、無念、無住當中。所謂這個念也是正念，也是觀照的清淨、現象、

真理。那在所有的一切，用無作之心，無作四諦，無作之心圓滿它，這個時候罪福無主，

名真懺悔。達到這樣，也就是體悟佛性，也就是在每一個當下，都是圓滿圓滿，圓滿菩

提道；也不再造作，真不造作，這是無作，這才名真懺悔。 

同學！這樣有很清楚？懺悔就是要達這樣體證空性。而這個體證空性，不是所謂否

認一切不存在的空，而是中間，空即妙有，而空了不可得，妙有，無形、無相、無狀，

那這個就是所謂如來之因地，也就是你在所有的當下，是體證，是圓滿，這個是真懺悔。 

懺悔，對於過去來講，好像把所有無量無邊的過去拉到此刻。懺悔的真實義，是所

有過去的東西拉到此刻，而體悟空性。從此刻開始的每一個當下現前的時候，是緣起性

空，是不是每一個緣起性空？而每一個緣起性空、緣起性空裡面，妙有。對不對？空而

不空，妙有，於是就是真懺悔，也就是因地法行，也就是因地法行。 

所以達真懺悔，就是罪性是空了。所有的罪相呢？就是緣起法，是不是就是緣起法？

所以過去拉到現在，真懺悔的話，是不是體悟空？發起菩提心，覺性、般若智慧現前，

所有再走下去的，是不是因地法行？是不是畢竟空？是不是得證菩提？是不是要得後得

智的每一個當下？而是不是緣起？每一個都是緣起，每一個也都是緣，每一個也都是應

該圓滿的果，這樣就是真懺悔。聽起來好難！慢慢瞭解，那這個就是真懺悔。 

那凡夫有沒有辦法這樣？沒辦法，沒辦法的。所以這個時候呢？六祖惠能大師他知

道，要到這樣的根器，不容易。所以中間有我們有生滅的想法，因為你既有罪、你有苦

受，就是有生，你有生起苦受，生起解讀罪、福、業等等的這些東西，你每一個當下都

在生，於是你就每一個現前的時候就想滅，全部住在生滅法，空不掉，所以使用了下一

段辦法，來引導如何破除生滅法。這一段經文讀一段。 

「善知識！ 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這個地方六祖惠

能大師在呼喚大家，既然我們都懺悔了，已經也發露了，這個願力也發起了，那現在呢？ 

我就授與諸位善知識，一起來發四弘誓願。因為你有意願，你改變自己所有的惡業、嫉

妒，這個愚迷、憍誑等等的這些。但最主要的方向，要怎麼去讓自己遍一切處呢？不是

局限在某一些事相上面，而要遍一切處，所以要發四弘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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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再瞭解所謂四弘誓願，是一切菩薩於因位時，所應發起的四種廣大之願，又

稱總願。所以發了四弘誓願才是菩薩。我們學著說，唉呀！菩薩道！菩薩道！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沒有建立起概念？有沒有建立起意願？有。可是如果

沒有開始懂得四弘誓願，布施不達波羅蜜，因為布施有對象的、有範圍的、有層次的。

如果布施是無盡的、無邊的，那麼布施也就沒有我，也沒有眾生，也沒有時間，也沒有

空間。對不對？才是所謂無我，才真為大，摩訶薩，這才是菩薩。 

那你說持戒，一樣啊！如果持戒沒有加上四弘誓願，那只是持自己的戒。所以菩薩

戒裡面，三聚淨戒，對不對？三聚淨戒裡面，一定無量無邊。那這個眾生相，持戒的時

候是有相的，持戒的時候有沒有相？有啊！持戒是有相的狀態之下，那這個戒就不能消

融到無作戒體了，它變成戒有戒相。那持戒要達持戒波羅蜜，戒而無戒，這個戒而無戒

的狀態之下，是自己安住在清淨真如當中，而沒有眾生犯戒這一條，並沒有眾生在犯戒

這一條，這個時候才是無量、無邊、無盡。 

一樣的道理，布施、持戒、忍辱，既有忍辱，是不是有眾生跟有我？怎麼達波羅蜜？

一定要加上四弘誓願。這個忍辱，自性清淨，這個無上佛道，這些所有都在修行的過程，

何談忍辱之有？何談有眾生所以我要忍？這才能達忍辱波羅蜜。 

所以六度，一個菩薩六個修行德目，這個四弘誓願的總願，如果沒有開展出來，無

量無邊的話，那麼就一定有個別個別的相狀，布施有布施相，持戒有持戒相，忍辱、忍

辱相，精進、精進相，真正安住清淨當中叫精進，不是那個相狀，不是那個相狀。喔！

趕快去，不然我會遲到，你緊張成這樣，實在不精進。你在這裡面呢？安住清淨當中，

做該做的事，這樣就叫精進。這裡面是不是要有四弘誓願？這裡面包括什麼？該做的事

都要做，每一個當下，每一個法門，每一個圓滿都應該，全部含攝，這才是真精進。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什麼叫禪定？什麼叫禪定？當然這裡面有定慧等

持，前面有讀過。你制心一處，安住於清淨，無住於所有一切現象當中，現前所有一切

圓滿它，定無定相，那是真自在。 

佛是定慧等持，那小乘的話，當然有多定少慧，多慧少定，這個看修行的過程。那

定慧等持，這個時候一定是般若在裡面，才能定慧等持。這裡面是不是四弘誓願也全部

圓滿？你沒有眾生相，沒有法門相，沒有佛道相，當然沒有煩惱相。是不是四弘誓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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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它是一體的。一個是現於外的相，一個是內心的意願，而這個意願到無量無邊的

時候，已經沒有所謂意願不意願的東西了。你今天會談到 我有意願這樣做，就表示你

平常沒意願。是不是？當然我們在鼓勵上面都會說，你要有意願這樣做，你要有意願這

樣做。 

我記得有一個小朋友，他這個應該是修行人再來，他很小，幼稚園的時候，他就跟

他媽媽說：「我為什麼叫做 X X X？」他的名字。我為什麼叫做 X X X 呢？「我覺得我

在做一個 X X X 的夢，可是我又夢不進去，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巨人

喔！」小孩子童言童語，可是他說的是真理。他說我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巨人，我為

什麼要來演這個 X X X 的這個，我為什麼要來當 X X X 這個人呢？叫李小明好了，X X X

聽起來怪怪的，我覺得我要演一個李小明的這一生。那她媽媽問他說：「你為什麼要來

演李小明這一生？」 

他說：「我告訴妳，在沒有辦法說的，沒有辦法說的沒有辦法說」，小孩子不會說，

他就看不到邊，看不到什麼，「結果就是這樣，有一條線這樣，噔！拉了，然後我就蹬

了，我就動了，我就變成李小明。」這小孩在說什麼？他在說一個緣起，然後他相應。

他說：「我怎麼住進了妳的肚子裡？我就當了李小明，我很想醒過來，回到我那個巨人

當中，我不要演李小明的夢。」他說我不想演李小明的夢。他媽媽回答他：「你回去吧！

那你回去。」他說：「我怎麼回去？我討厭，我叫李小明。」這個就是從羅漢的那種對

身體的認知。 

他媽媽就跟他講：「那你忘記李小明，要不然就進入李小明。」一個是你忘記李小

明，那要不然就是你進入李小明，你要選擇什麼？這個小朋友說：「我沒有辦法丟掉李

小明，那我先進入李小明好了，我希望我能夠有一天忘記李小明。」同學！這個例子好

不好聽？你現在在演誰？你現在在演誰？緣起了，你必須進入李小明，然後忘記李小

明，是真的李小明，假立名字而已，也就是無量無邊的那個巨人。是不是？ 

四弘誓願 

我們瞭解四弘誓願，在一般我們在讀四弘誓願，跟《六祖壇經》的四弘誓願，有稍

許一點點的不同，我在這裡唸一下。我們常常就是讀到：「眾生無邊誓願度」，《壇經》

裡面一樣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在《壇經》裡面的語詞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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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在《壇經》裡面的語詞用的是：「法門無盡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壇經》裡面的語詞是：「無上佛道誓願成」。大德是把它統合，所

以我們常常四弘誓願是以：「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

道無上誓願成。」其實它裡面的涵義是一致的，只是語詞上面有做一些修正。 

說到發四弘誓願，剛剛講到跟六度的關係，如果你這個心量能夠擴及到無量無邊，

菩薩的修行，心量也是無量無邊。那所謂誓願，誓就是立志，由自己在心裡深深的下定

決心以及願望，包括自己心裡發誓，發誓，然後在外在顯示出來的時候，自己會約束，

這個就叫誓。那四弘誓願，每個人從內心清淨真如當中發出來的誓願，盡未來際，產生

了一股很大的力量，你在這上面會自己很明白，自己很明白方向是什麼。我們不個別的

講什麼事情的相狀，而是方向清楚，這叫誓。那這裡面為什麼要發四弘誓願？我們眾生

為什麼需要發四弘誓願？是因為看到無明你才會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