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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0》 

             印可法師宣講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指流傳、維持佛教於後世之三寶，講的是佛像、經卷、跟出家比丘等三

寶，這是把它形象化。形象化，大乘佛教認為八相成道為住持佛，講的釋迦牟尼佛，是

不是釋迦牟尼佛為開示悟入，讓眾生能夠瞭解自性三寶，祂先現所謂的佛寶？釋迦牟尼

佛所說益世之一切教法為住持法，被教化而成立的三乘眾，就僧團跟這些修行的眾，叫

住持僧，這三者並稱住持三寶。我們剛剛說，同學！我們有沒有很恭敬？我們有恭敬佛

嗎？認識的認識，恭敬的時候恭敬，這個不普遍，這真的不普遍。 

那你歸依法，恭敬法嗎？其實大家心裡有數，挑那個我聽得進去，挑我懂的，不懂

的還是不懂。有的地方，佛祖有這樣說嗎？是嗎？是嗎？這上面對於佛法的平等性，對

於佛法的恭敬，其實眾生是在自己的擇定間。三藏十二部，八萬四千法門，是不是佛所

說？相應於所有的眾生。但我們會尊重佛所說的所有的法嗎？其實是認定於自己認定的

某個局部，所以才會有現實社會裡面的這種法門對立，山頭彼此遙望，說遙望，不再說

其他的話，才會有這些言詞。 

如果你真的恭敬法，他那個不是正法，我說的才對，或說那個不會成就，這個才對，

這個上面你就沒有恭敬了。你要恭敬佛，修的人他就是佛，他所使用的就是法，而他圓

滿嗎？那個是不是僧寶，由他自己去建構。那我們真的恭敬三寶嗎？我們真的恭敬眾

生？也就是佛，他的佛性，其實不用去比對，不用去比對什麼跟什麼的，真正的完成是

自證的。 

自性三寶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瞭解這個歸依自性三寶，把它詳解一下。禪宗來講，所謂見到

自性三寶，講的就是開悟這麼一件事。但不是在講開悟，我開悟，我成佛了，它是說開

悟之後的全體展現。那一般人呢？就想開悟成道，可是這過程呢？其實必須腳踏實地

吧！如果說我們有雜染心，然後內心覺性沒有辦法發展的時候，那真的再自己檢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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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歸依佛了嗎？歸依佛了嗎？那內心的所有一切，雜染的五蘊、是非這些，就要迴光

返照，歸依法了嗎？自己在生命裡所展現的一切，有這些習氣，我執習氣，就要迴光返

照，我歸依僧了嗎？每天都是真的好好的修行，自然就能見到這個自性三寶。 

我們在說腳踏實地的時候，日常生活要謹遵六和敬，菩薩跟眾生，有六種和同愛敬。

所謂的和敬呢？外同他善，稱為和；內自謙卑，稱為敬。那菩薩與物共事，外則同物行

善，內則常自謙卑，所以稱為和敬。如果我們用六和敬，這不管是精神層次的、體悟的、

還有你展現的所有一切，也就是在修行。這裡面「身和共住，口和無諍，意和同事，戒

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不要把它看成是僧團而已，你在家庭裡面，謹遵六和

敬，團體裡面，謹遵六和敬，你慢慢的這樣的修行，自性三寶一定會現前。 

你給他想，很簡單嘛，身和共住，這個身和共住，就是要修己身，看所有的一切，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跟所有眾生相處的時候，沒有乖諍鬥亂，這上面是不是僧寶？

就是僧寶。口和無諍，講到我們在說話，每個開口說話的每一個當下，能不能住無緣大

慈？這個一樣的同等的大慈大悲裡面，所以說所有的話，都是要使令眾生能夠了悟，而

這裡面沒有乖諍的現象，這個就是口業嘛。 

意和同事，這個意和同事，意思一樣，在修自己內心的清淨的這個覺性，所以也能

夠知道眾生諸根性欲，與眾生樂，給予眾生平安快樂，也是一樣無有乖諍鬥亂，這樣彼

此之間就容易溝通了，所以一切就無是非。它不是每一個人各懷鬼胎，各想各的，那就

在世間的相對。所有你該思考的，都是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平等的慈悲；所有要完

成的，都是一樣在一切裡面，要修自己，與眾生樂，拔苦與樂。 

那戒和同修，就是用方便善巧的戒品，在所有眾生中，用正確的行住坐臥，正確的

身語意，不會有乖諍鬥亂，這個就是戒和同修，前面有談到。再來見和同解，這個地方

就是很重點的，如果我們有任何的知見，要同聖智之見解，要同智慧者，三藏十二部，

智慧者，世尊所說的這些法要裡面，正知正見，這個來成為我們共同的知見，我們要認

定這樣的事實。譬如看一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這個生滅當中，我們就知道這是生滅，

色法上是生滅，在這上面不執著，於是就不會有鬥亂乖諍。 

如果在於眾生的苦厄，內心的點點滴滴，都知道如幻如化，所以所有的知見，要有

正知正見，同聖智一樣的見解，所以看這些的時候，就不會去強調個別。這個問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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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解，這個見和同解，就發生在所有一切的是非當中。因為俱生我執，我有我的見，

你有你的見，我見如須彌山，彼此打架。如果能夠瞭解歸依法，我們三歸依裡面的歸依

法，世尊所說的這個道理，而我能夠認同，我照這樣去思考，照這樣去完成，來作為彼

此的準則，這個見，當然就和，見和同解。 

最後一個利和同均，這個利和同均當然這是慈悲，所有一切是均等的，共享利益，

這樣解釋是最簡單的。如果我們可以照這樣子六和敬，不管你走到哪裡，依憑這樣而生

活，與大眾相處，自性三寶一定是會現前。 

剛剛在談到說這個自性三寶，其實就是這個清淨的現前的這一念，就指這一心。如

果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覺性，那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覺性，你就會提高自己的覺性，覺性

所覺的一切是無是非的，這個能力沒有是非，你自然這些是非的東西，就會瞭解它虛幻

不實，把它放下來，自然就會入清淨當中。那你過程就會寧靜，這個所有一切就看得明

白了，看得明白，自己就能作主，所以這個時候就無念。我們前面也介紹過念，你不住，

不住在自己的產生的一些，五蘊雜染的那些雜染念，所以無念而念，這個覺性就存在。 

這樣子用智慧心不斷的檢討自己，如果說有煩惱了，就知道這是我執，剛剛有講到，

這要息妄、破妄，自然能離妄。所以還是要用這個辦法去照破，照破煩惱，乃至破了法

執，匯歸本覺，這個時候就是悟入實相，這是自性佛寶這個功能。這個功能，覺性，這

自性佛寶。 

那我們在所有的內容，看到中道實相，這個中道實相當中，就是自性法寶。在自性

法寶裡面，其實聲聞、緣覺跟菩薩，其實不大一樣，我們有的大家都講，我歸依三寶，

你要看你歸依三寶的動機，跟你最後以為的答案是什麼。很多人都是因為自己有苦，所

以我想要解除我的煩惱，所以聲聞的自性法寶，講的就是空性，這瞭解這一切是空，這

樣子他就認為這個法寶，這是法。 

那事實上菩薩在修行的時候，他會看到由空出假。聲聞的自性法寶講的是由假入

空，就是得證空性，這個是聲聞認為的法寶；菩薩他所證得的自性法寶，講的是從空出

假，所以他會瞭解，而且會認同所有一切的存在。所以菩薩就會有無量無邊的眾生住在

心裡，會不會這樣？所以眾生無邊誓願度。菩薩這個無邊就是一定要自己心包太虛，這

個時候菩薩其實他自性所證得的法寶是照假。真正瞭解自性三寶的意義，行住坐臥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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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自性的所瞭解的這些，都是要一如，一如，不執著它，然後在行住坐臥之間，還

要超越你剛剛認知的，所謂空性跟認知的萬法。 

我們眾生修行裡面，都要講破三關，第一個是空，第二個是法，就是萬法，萬法在。

當然你這個空性跟萬法，事實上就是真與妄，當你這個真與妄都知道，這是修行的境界，

這是修行的境界，這個都存在，可是這個都是虛假，你還要照見能所一如。剛剛講自性

佛寶就是能，自性法寶，以聲聞跟菩薩就是所，是不是還有能所？還要把這個能所一如，

才看到自性僧寶，成正覺，這個時候是寂照一如、定慧等持。寂照一如、定慧等持，那

這些通通都是，也通通都不是，這個時候叫自性僧寶。 

統歸這個現前介爾一心，就是現前這一念，統歸來說，自性三寶就是自性佛寶、自

性法寶、自性僧寶，就是在講正念。而這個正念呢？非語言文字，這個過程是時時刻刻

明明白白，寂照一如，裡面是很清楚的，外面是很明白的，因緣所有的一切，實相很明

白，而非相，有而非有。所以這個智慧心，這個智慧心是自己，這個空性是所有的真理，

然後自己煩惱漏盡，沒有煩惱，能所一如，能所兩茫茫，這個時候完成一體三寶，又叫

自性三寶。 

所以我們在修行過程，就是要歸依自性三寶，歸依自己，了不可得，而無所對待，

實相無相的自性三寶。那我們在發覺自性三寶，也不得不在相上有一個歸依的這個形

式，所以要歸依常住三寶。剛剛是不是在講住持三寶？其實住持三寶講的就是常住三

寶，意思一樣。我們現在不是在講常住三寶？但這個是開始的方便，那終究要歸依自己

的自性三寶，而這裡面是無相的，這叫無相三歸依，就是六祖惠能大師要授與大家的無

相三歸依戒。 

講到這裡的時候，總是要提攜同學，我們歸依是歸依，但自己心跑掉的時候，就回

不來了，就回不來。所以當你心跑掉的時候，要怎麼辦？我們當心跑掉的時候，前面有

講懺悔嘛，就是識現前，識現前，境取了，所以你的根塵識完成了。識認定了，這個因

緣，見現前，這件事完成，你的境界取在心，這個時候怎麼辦？當然回到我們剛剛所說

的修行的法門。法門在染的時候，在染的時候，它就是叫方便，在染的時候，不管你是

念佛，不管你是拜佛，不管你是禪修，是不是在染的時候就是為了發現什麼？始覺。法

門就是給凡夫，在你整個雜染境界都現前的時候，你法門要用，就是為了始覺，就是為

了始覺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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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始覺的時候呢？這個開始就要去檢覈它的內容了，檢覈內容的時候，第二重還

是要用法門，但這個法門就不是雜染交疊，要轉染為淨，前段功夫。這個時候還是用這

個法門，而這個法門呢？就具足了它的內涵。念佛，在這裡不是介紹過念佛嗎？禪修，

就裡面能夠發展出，從清淨中，觀照法門，絕待止觀，這所有的一切現前，這個是從淨

中發展的。法門第二重在淨中使用，是為了攝用歸體，第二重的使用是攝用歸體。 

這個攝用歸體，就你使用這個法門，它就是在所有一切裡面，從清淨中去看到所有

的一切，這個法門就是幫助你的管道，去看到遍一切的眾生，而眾生非眾生，回歸去看

到自己的本覺。所以剛剛是不是始覺？是法門的初次使用。所以念佛，很多人開始念佛

都雜染心。對不對？然後愈是雜染念佛的時候，愈會哭泣，世尊！我真糟糕，是不是？

禪修的時候，要跟那個妄想雜念，要給它串聯串成串，不理會它，是不是？這個時候是

辦法。當法門的第二重的使用，攝用歸體，就是要找到本覺，發展出本覺的作用，這是

法門的第二重意義。 

再接下來呢？好，當你本覺發展出來所有一切的時候，法門的畢竟使用，畢竟使用，

那就是度化眾生。你念佛在法門的第三重使用，念佛是不是念眾生？這是念眾生，就是

念眾生的一切，眾生的圓滿。你禪定的時候，是不是看到所有一切？定而無定相。你持

咒的話，不管如何，是不是都由清淨的本體當中，把一切流出給眾生？這個法門就不是

自受用的而已了，所以法門的第三重功用力，也就是大機大用的度眾生。 

那我們每個人對於修行的法門，都一定會有他相應的路徑，當你是在第一重，從這

個染中，要去看到始覺的時候的法門，不用跟任何人講，哪個法門好，哪個法門不好，

因為眾生他絕對會試用，這個要試用期，會不會？老實說都會的，都有試用期。試用期

你會換，你可能這個嘗試一下，但法門就會有個主軸，跟一個從旁協助的辦法，這些基

礎上就會幫助你，由這樣來撥開雜染心。這個時候來講，哪一個跟哪一個比較殊勝，其

實都是半桶水的人在講的，菩薩就不會這樣講，因為菩薩是法門無量誓願學。但是菩薩

的法門無量誓願學，是在第幾個階層？第二個階層。 

我們常常是不是有法門上面的對談？以第一段來講，沒有是非善惡，沒有絕對，只

有相應問題，那是每個眾生他各有一個法門。在座我們說，你淨土法門的請舉手，很好；

你禪修法門的請舉手，很好；還有什麼？修密乘的請舉手，好，很好。像這麼多法門，

你覺得哪個法門最好？隨便問，你剛剛有舉手的，你覺得哪個法門最好？相應於我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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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對不對？這在座的，我們就問三個就有三個了，對不對？那你說，我有好多法

門的請舉手，這菩薩，菩薩來了嗎？所以我們在說，我們現在只是在就實際，其實它法

門的使用，到般若，這個般若無知的時候，是在講第三段。 

我們前面是不是有法門要用？因為眾生是怎麼樣？雜染心念念相續如瀑流，所以這

個時候法門要用。這個法門要用，是為了看到什麼？是看到佛寶，覺性嘛，是不是始覺？

第二重你法門在用的時候，是不是開發？是不是開發？是在悟所有的一切，這個就是法

寶。第三重法門在用的時候，你不在於自受用，不在於自受用，而是在展現當中呢？是

不是就是六和敬？在六和敬當中，就是與眾生一起在裡面，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僧寶。這

樣跟法門有結構起來。 

那我們常常會在講，這裡面這法門無盡誓願學，《壇經》是特別這樣講；那我們一

般的就是講，法門無量誓願學，就是在講開發，這是講第二個階層，所以是叫菩薩。對

不對？然後到佛度化眾生的時候呢？無上佛道已成的話，那這個法門是自心中自然流

出，那就八萬四千了。接下來我們還是來瞭解這一段經文。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 

  若修此行，是自歸依。 

這個六祖惠能大師這解釋，他說自心歸依這個覺性，如果你有任何覺不對的，你跑

到外面去了，解釋錯誤的，這個時候回來吧！歸依覺，自然邪見、迷昧，它就自然不存

在，它就不會再揚起來。自然在這裡面，如果你沒有標的，沒有一個標準跑出來，就少

欲知足。這個時候能離財色，自然能夠脫離物質的，還有這個金錢的這種誘惑，這個就

叫兩足尊。是不是自己的覺性安住，叫佛寶？就是兩足尊。這一點同學就有夠頭痛的了，

對不對？ 

離財色，這怎麼好離呢？財也很可愛，色亦不可滅。所以這個上面，世尊並不是要

我們否認物質的存在，跟否認所有一切的作用，而是你在裡面，它沒有產生貪瞋癡，它

沒有三毒，沒有這個屬性，那麼這個財，因緣有；這個色，也是因緣成的。財可共享，

色亦不占有、執著，是不是就少欲知足？如果你的覺性能夠發展出來，你知道這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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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大家都會說，可是就明明就不會給它放下。是不是？我們

都知道總是會有一些災難，對於這個財跟這個色所給予你的安全感，依附在這個財色上

面的這個心，都是不自在的。因為你覺得有它的存在，你的存在才安然，這就是眾生的

想法。對不對？ 

那這個上面要怎麼離財色？所以佛就講六度。布施，凡夫布施，叫隨力隨分；菩薩

布施，叫頭目髓腦。是不是？這中間是不是有差？隨力隨分講的是物質界的，這是外物；

頭目髓腦已經是內財了，身體髮膚了。那到佛的話呢？當然這個所有一切，也沒有一個

特別的假立的名稱，物質也是假名。所以我們要怎麼離財色？這樣如何圓滿這個覺性？

如何在這上面能夠自由自在？知道？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在起心動念，每一個念念起的時候，安住正念當中。

因為沒有邪見的緣故，所以就沒有人我的對立，也自然不會貢高我慢，也不會有貪愛跟

執著，這個叫做離欲尊，也就是你所有的內容。覺性是不是在講我們的那個功能？第二

個，這個上面的法寶，就離欲尊，就是在講整個的內容，你在所有的這個現象現起，現

前一念的這個內容裡面，是不是安住，念而無念？這個在所有一切，是不是沒有人我的

對立？沒有一個貢高我慢的，這些自以為的身分，對於一切也無所執著，也無所求。如

果能夠這樣，是你的內容，是不是就是清淨的法寶，這諸法實相？ 

那對於這一點，好！同學！我們再來參一參怎麼修。我們剛剛在講，所有一切要能

少欲知足，讓自己的覺性發展出來。對於這個內容，其實就是已經是動念了，這念放在

心裡，結構起來的解釋的這些東西，那這些見，這些見，當我們有這個見的時候，怎麼

辦？當我們有這個見的時候，要如何離欲尊？就是先看，先看我心中的這個見，有相嗎？

有相嗎？因為你產生的這個見，一定是有物質跟我的關係，那你會有見，一定是有人的

關係，人成為事，物的話就簡單了，物我的關係，那就只是看到自己能不能少欲知足。

那如果人我的關係的時候，這裡面就看到這個見，看到這個見，你每天就要掃描一下，

你就這個見從哪裡呢？去看到有沒有人在裡面？有沒有相？你記不記得哪個人？記不

記得哪件事？當你有五蘊，當你有一種不是平靜，而是有一個東西在裡面，一杯水，你

加了一點果汁，或是酸、或是甜、或是什麼，就是加了雜質，它不是純然潔淨的，那個

就是有念，就是有五蘊。這個會分吧？ 

下一段呢？「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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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內心有產生出來的那些煩惱，有些時候就是這件事情我好煩，針對於煩的這個，這

個感受，不一定是說這件事情，是因為誰，所以我煩。剛剛是在講內容，是不是講這個

標的？有這個故事，有這件事件跟這個人，那個你就要用法門。最後一個呢？就是我有

這個煩惱，就是我覺得很煩，你問他煩什麼，他說他不知道，反正就很煩。有的人你問

他，他說他很悲哀，你為什麼事而悲哀？反正就很悲哀，一切都很悲哀，這樣的意思，

這樣的意思。所以這種塵勞，就覺得活著是無奈，為什麼事情而無奈？一切都無奈，沒

有一個特殊的，像這種就是自心沒辦法清淨。那對於這種境界，自性皆不染著，清淨自

性裡面，其實是沒有這些的，這些你也不要去執著它，這個就是僧寶，眾中尊。這樣怎

麼修？他這樣說，我們會修嗎？ 

他說：「若修此行」，如果照這樣修行，「是自歸依」，那我們要告訴自己，我本來就

沒有這個，我本來就沒有這個，然後事實上就很煩嘛，一切都煩；很怕嘛，一切都怕；

很無奈嘛，一切都無奈。怎麼辦？這是跟行有關係，這跟行有關係。所以很多人他會說，

我好煩喔！是因為做了還煩，還是沒做才煩？做了之後是覺得好累，做圓滿了就不煩。

對不對？很多人他這是裡面那種素質，就是裡面的內容，我煩躁無奈等等這些東西，你

去給它推回去，再看到它前一步跟後一步，就是沒有圓滿的意思，就是沒有圓滿。你如

果少欲知足，這個物品不是問題，你如果念念清淨都對，法現前，知道應該怎麼做，你

沒有做，你就去把它做完，就好了。你自然佛法僧三寶就圓滿了，如果這樣修行就是自

歸依。 

同學！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因為我們俢行，常常有的人就嘴巴修、心裡修，然後

該做的沒做。於是嘴巴修，說了好多好漂亮的話，叫鸚鵡學語；心裡修，自己的境界很

高，但是毫無功用力，毫無功用力。那你如果真正去懂得，就知道真正的圓滿，是心色

不一不異，覺跟行，剛剛不是兩足尊嗎？兩足尊剛剛有跟同學介紹，權實、戒定、福慧、

解行，是不是福跟慧？是不是有圓滿？慧是不是指內容？福是不是應該完成的相上的東

西？解是不是有行？所以僧寶裡面，有沒有佛寶跟法寶？有；佛寶裡面，是不是要完成

法寶跟僧寶？法寶裡面，是不是佛寶，依然要把這個圓滿？是不是涵蓋僧寶？是不是三

寶其實是成為一體的？後面的這一段經文。 

「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

言却成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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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

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這一段在講，他說，凡夫因為不理解，不能會意，不能領會，所以從白天至深夜，

受三歸戒，雖然形式上曾經有接受三歸依，但是不知道如何修行。「若言歸依佛」，如果

說我們要歸依有一個具相的樣子的佛，請問佛在哪裡？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所謂佛真實

的相狀，憑何所歸？那依憑什麼而來談歸依呢？言却成妄，如此的歸依，如此的歸依佛，

而不知道，也不瞭解真正是要開發覺性，那麼歸依這麼一件事，其實是虛妄的。這文辭

很簡單，這樣消文大家就懂。 

所以大師又講，善知識！應該各自體會，並好好的觀察，不要用錯了心。經文裡面

「分明言，自歸依佛」，經文裡面明明白白的說得這麼清楚，自歸依佛，由自己來歸依

這個佛性。當然佛是已完成的了，我們拿祂來作為一個學習，一個指導的導師，這是開

始的方便。對不對？佛會不會說你歸依我了，我替你悟，我把我的悟分給你？沒有。是

不是你自己要開發？ 

「不言歸依他佛」，沒有說要歸依其他的佛。所以我們歸依釋迦牟尼佛，是歸依諸

佛，這個是前面的方便。由祂所說的法，由祂的展現，開示悟入，我們能夠進入與祂一

致一樣的見聞覺知。那這裡面，祂的內容也就是我的內容，我與佛是一致的。所以藉由

祂是一個榜樣，但慢慢是不是要看到自己？所以沒有說最後你都一直要在找佛。 

「自佛不歸，無所依處」。如果不歸依心中的清淨的佛性，不開發它，那也就是無

處可歸依了，你還要歸到哪裡去？現在呢？「今既自悟」，現在大家都明明白白了，應

該要自覺自悟，所以各須歸依自心三寶，也就是現在要提醒大家，大家要好好的歸依自

心中的自性三寶。 

那這裡面呢？「內調心性，外敬他人」，向內要調養心性，展現於外的話，要恭敬

他人，這個就是自歸依。所以這個在講自歸依，原來就是在講我們自己有清淨的法身，

那我們自己有清淨的覺性，我們也能圓滿所有該圓滿的一切。看到這一點，今天我沒有

這個內容，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所以我藉著歸依常住三寶，來作為一個啟發，來作為一

種這樣的軌範，這樣來學習是必要的，最終是要看到自己的自性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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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修行上，其實每個人歷練過很多法門，善法有沒有用過？有沒有？一定有的。

然後戒法有沒有用？有吧！然後你想到眾生的時候，慈悲喜捨，慈跟悲有沒有用？有。

你想到我這個念頭紛飛的時候，四念處有沒有用？有沒有？三十七道品都有用。你想到

我的生活點點滴滴，這個八正道的生活，八正道的展現，有沒有也拿來參考跟學習？你

用過多少法門？那你有沒有觀照？你有沒有想我這樣對嗎？我這樣錯了，我好像給人家

想錯，這是不是觀照？那你有沒有說？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雜思雜想這是假的，

有沒有用止？所以你用過多少法門？其實佛在說的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在總說這一切都

是。 

那我們常常說，你那個錯了，還是你那個對，還是怎樣，我是哪個法門，那個叫主

軸。那個是主軸，我用這個為主要的方式，而把所有其他佛所說的辦法，是不是側面都

拿來給自己做提攜的作用？迴光返照。我讀經典，有沒有讀經典？有。讀經典，讀一讀

是不是啊！我懂了！你這個就是我的，是這樣子嗎？不是這樣。讀這個經典是不是要印

證，印證說我懂的對不對。第一次可能是讀經典，它變成教導我，是不是它變成教導我？

然後它教導我，我懂了，用這樣，這變成我用這個辦法去學習。對不對？執行它，解而

行，行之後來證明，證明這個經典所說的就是實相。對不對？ 

所以這個經典，你在讀經典裡面，是不是也這三個層次？是不是就三個層次？今天

聽經聞法跟讀經典，其實都在第幾個層次？第幾個？有人是一，對不對？有人是二，有

在行，然後邊聽，有人是三。那如果能夠二跟三，二跟三就是這個聽經聞法產生了作用，

就是思慧。這個聞思，然後修慧。如果只是聞慧的話，那就要進入二跟三。所以很多是

不是都有次第？光三歸依有沒有次第？有，光六度萬行有沒有次第？有。 

這裡面，同學！真正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你要明白，你要明明白白了然於心。有人

在修行裡面，就是這些看不明白，所以聽經聞法跟攝用，攝跟用的時候看不明白，所以

聽經聞法會產生一種亂象，會產生這聽一聽，有趣而已，那個沒有用。要不然就是說，

聽一聽我做不到，所以會有打擊。有些時候會聽一聽，覺得唉喲！法師說的，我就是這

樣，我就是這樣，是不是常常這些三種都會混合在你聽經聞法的現場？對不對？那要怎

麼釐清？當你聽到，這個我不會，這部經論裡面法師介紹出來的東西，唉呀！聞慧；然

後他又說出來的東西，誒！我懂，真的真的，我就是這樣想的，這個是印證，思慧；最

後修慧吧，開悟再修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