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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1》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一段經文。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

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 

這一段就是六祖惠能大師要帶引當時與會的大眾，繼續瞭解一體三身自性佛。經文

他講到各位善知識，既然大家都已經明白了，而且歸依自性清淨的三寶完畢，那麼在現

在呢？各個大眾就專心一意的，來聽我向大家再次說明一體三身自性佛。最主要是要使

令大眾能夠清清楚楚，了然的見到自性的三身，大家一起隨我念道，當然下面就是要開

始來歸依清淨的法身佛，圓滿報身佛，以及化身佛。 

未進入之前呢？我們還是重複瞭解所謂的「一體三身自性佛」。所謂的三身佛，我

們在講這個身是一個譬喻，這個身就是集聚起來的意思，聚集諸法而成身。在經論裡面

會講到這個一體，這個一體事實上就是指我們常住真心之體，就是眾生皆有的清淨自

性。這個一體根本不可能有二相，這個不是一個相別的東西，所以眾生為什麼身心總感

覺到自己有好多好多不一樣的自己，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說又是礙於現況又一回

事；心中想的跟做的跟想要的，總是零零亂亂，好多分出來的，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正

的自己。其實這個都是眾生常住真心清淨真如當中，不守，所以妄想，忽然之間，著在

外界的境界。所以這些境界，當這個客塵放到心中，於是一切頓現，有情眾生就從一真

心妄分為二。所以當然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要明白瞭解，所謂一切的有情無情，一切

的器世界，心中所看的眾生萬象，其實都是自己自心所變現出來的，它並不是實相。 

這個地方我們總是要跟隨著這個經文，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師當時的教導，那我們盡

量，大家也能夠把正念提起來。他說：總隨我道，現在我們也來模擬一下，我們來做這

個一體三身自性佛的歸依。大眾請合十！ 我唸一句，大家唸一句。 

『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

億化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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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於是帶引當時的與會大眾，他說道：於自己父母親所生的這

個身，這個是色身，在這個色身當中呢？要歸依法身如來，也就是清淨的法身佛。所謂

的法身佛，講的是清淨的如來法身，名毗盧遮那，翻譯它的意義是遍一切處。所以雖然

我們已經成就了父母所生的這個身，這個是色身，但是我們要歸依的並不是色身所顯的

這個樣子，而是要歸依看到每個人清淨自心的清淨法身佛。 

再接下來，雖然我有自己父母所生的這個色身，但是於這個色身當中，我還是要歸

依圓滿的報身佛，這個法身佛、報身佛，後面都有解釋。接下來是「於自色身中，要歸

依千百億化身佛」。話雖唸到這裡，但是大家對於法身佛，這是想要再度瞭解六祖惠能

大師的解釋，於是大師馬上接著說。他說：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

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

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剛開始帶引的是「於自色身」，當然他馬上要解釋，諸位善

知識！這個色身其實只是一個外殼，也就是房舍的意思。那我們在歸依的時候，不可以

以為這個色身，它有所謂歸依的實質意義，這個色身是因緣法，終將壞滅的。「向者三

身佛，在自性中」，講到就是前面所言的三身佛，指的是每個人自性之中，所具足有的

清淨自性展現出來的三身，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的，但是不明白。為什麼不明白？

只是因為自心迷昧，就是自心迷，不見內性，所以見不著本有的清淨自性。「外覓三身

如來」，於是乎反而向外要尋覓三身如來，這樣子就看不見自身有三身佛了。 

「汝等聽說」，今天現在大眾請聽我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以

下就要來解釋，好讓大家於每個人自身當中，明明白白的見著了自性中的三身佛。而這

三身佛是從自性生，不是從外面可以獲得的。這一段經文是六祖惠能大師對於色身是舍

宅，馬上加以釐清解說。 

在《大般涅槃經》卷下，世尊要入涅槃之前，祂就告諸比丘。祂說：「汝等當知，

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雖是金剛之體，亦復不免無常所遷。生死之中極為可畏，汝等

宜應勤行精進，速求離此生死火坑，此則是我最後教也，我般涅槃其時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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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世尊就是再度的告訴自己的弟子們，因為大家打從看到世尊的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歸依佛，接受祂的教誨，直到看著世尊成為世間的老者，慢慢的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的老化，如我們一般，是這樣的有生住異滅、成住壞空的色身。所以世尊要提

攜大眾的，不是你看到了我的老邁，就以為佛不見了，就以為你無可依止，而不知如何

修行。佛是要釐清，汝等當知，一切所有的都是無常的。這個釋迦牟尼佛，也是因緣和

合，成就金剛之體，但是祂依然是在生滅當中。所以祂說：「  我今雖是金剛之體」，報

得了這樣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復不免無常所遷」，還是一樣在無常當中。 

「眾生生死之中極為可畏」，這是在講眾生，不是在講如來祂自己。祂說眾生在輪

迴中不自主的，總是因為業力的牽引，所以不斷的輪迴一世再一世，在六道中不斷的展

現了，進入了某一種眾生相狀，所以沒有跳出六道輪迴，是極為可懼可畏怖的。所以你

們，「汝等宜應勤行精進」，要好好的精進，「速求離此生死火坑」，要好好的精進，離開

所有生滅生滅現象，感受了這種苦厄的火坑。「此則是我最後教也」，這是我最後給大家

的指導，我要般涅槃了，時間已經到了。這個是在《大般涅槃經》裡面。 

世尊！當然祂在其餘的經典都講到，來回世間八千次，祂是無量壽。但是在這個色

身示現八相成道，依然是以色身的相狀給我們看的。所以祂告訴大家這是假立，這個色

身是假立。當然在這裡呢？六祖惠能大師已經證得自在解脫的人，知道這個色身是假

立，因緣和合而有，所以這個是房舍，也就是舍宅的意思。不是用這個身體去做歸依， 

能夠得到什麼，而是要看到我們清淨的覺性常住，不管你生死輪迴幾千百世，依然，依

然法身常在。 

《禮懺儀》：今日已過，暮夜難保，但觀此身，念念衰老。百年常期，如何可保？

是故眾等，勤心行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另外再給同學介紹一個《禮懺儀》裡面有一段經文，它說：「今日已過，暮夜難保」，

今天已經過完了，今天晚上依然是在往前走，這一個晚上也難保這個生命還能續存。「但

觀此身，念念衰老，百年常期，如何可保？」觀照大家有的這個色身，念念當中，不斷

遷流，生命就在這樣的所謂雜思雜想的念念當中，去向衰老、死亡。「百年常期，如何

可保？」我們以為生命可以擁有一百年的光景，但是卻如何去保有它、保住它，那是不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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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眾等，勤心行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所以大眾要精勤的，精勤的好好

的修行無上道法。瞭解所有你六根對六塵所見的一切，都是變異的，諸行是無常，是生

滅法，這是生滅生滅的現象。「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而在看到這個生滅生滅，如果

你懂得這個生滅心，從中去看到它背後的法身。那麼寂滅為樂，就不會在世間的諸行無

常裡面有所苦厄。所以我們在物質界，可以看到生滅；但在精神層次，我們可以瞭解為

什麼會有苦痛？是因為我們執著於所有的一切外相。放下這一些吧！自己的清淨覺性，

佛性現前，那是無生無滅的。這裡是給同學再次補充，色身是舍宅。 

這一段經文，我們總是除了剛剛的消文以外，要來感受感受自己修行裡面所謂的歸

依，在六祖惠能大師所說的，並不是歸依於外界現象的一尊佛。今天如果佛在世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會一窩蜂的湧向前去歸依世尊。但是佛祂在所有一切當中，不斷的向我們

宣說著佛法，也在在處處的與我們感應道交。所以我們在看到遍一切處的這個法身，法

身的佛的時候，應該要瞭解，佛不以祂個別存在的一種相狀，要來指導我們，而是告訴

我們清淨的法身，祂有，我們也有。那我們不心外求法，去追求外界的佛，看到自己的

佛性，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那眾生如果不知道呢？只是追求外界的所謂再來的菩薩，或是披上袈裟的僧眾、僧

寶，那以為對外的這些可以找到佛，世尊說不是這樣的。所謂的三身「法身、報身、化

身」，皆是依法身而成就，其實三即一，一而分別說展現為三。那眾生如果不知道，只

在外界心外求法，要覓得三身如來，那麼就會忽略了開發自己清淨的法身。 

六祖惠能大師他這個指導《法寶壇經》，直指眾生本有的清淨佛性。所以他說這三

身佛是從自性而生的，不是從外面的歸依可以獲得的。對於三歸依，我們上一堂課講得

非常的明白，在此就不重述。接下來的一段經文。 

「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

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

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

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

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

淨法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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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經文就是惠能大師解釋什麼叫做清淨法身佛。他講的是每個人，世人，每個

人的佛性本來就具足，而且是清淨的，萬法都是從自性所發生的。也就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們清淨的覺性裡面，所開演出來的。如果眾生可以瞭解，而安住於清淨當中，當

然就沒有所謂思量不思量。因為眾生不知道實相，所以根對塵而取境，所以於緣境當中，

自我解釋，自我解釋產生了自我意識。所以如果你就著一切的外境，思量一切的惡事，

把這個讀錯了，不守清淨真如，這個讀錯了，也就產生了惡思想，行為產生出來，就將

就著你所思考的這樣去做，就產生了惡行；那如果這一念當中，想著所謂的善事，於是

乎就會產生所謂善的這種言行。就是如此一般，所以諸法其實都是在自性之中而變現出

來的。 

我們讀好久了，這已經到〈第六品〉了，都知道染淨同源，一念之間，一念之間染，

就有你自己的是非善惡；一念之間淨，所有的一切就光明，所有實相現前。這個「如天

常清，日月常明」，就如同天恆常是清的，這是在講每個人都有清淨佛性，這個清淨佛

性，就如同天它是清的，那日跟月恆常都在放光明，當然這是譬喻。那我們眾生為什麼

看不到這樣的清朗無遮的日跟月？是由於浮雲覆蓋在上面，而這個浮雲還是自己創造的

呢，你看多冤枉啊！這個浮雲，譬喻空中，那你自己就起了一念的無明，無明也是幻相，

起了一念無明，然後在空中生出了空華，這個看不明白，就如同眼翳，眼睛有毛病，所

以這個浮雲譬喻的我們產生了一些知見，所看的一些想法，那內心結構與自己的關係，

有過去心、現在心與未來心，自己的要求與目的，所以產生了煩惱。而這些浮雲呢？濃

密的、自己產生的，覆蓋了自己的清淨覺性，以至於上明下暗，以至於在雲的上端是明

亮的，而在下方呢？卻看見的都是暗淡的這種烏雲。 

那今天大家知道了，其實這是內心的，自己產生的好多東西。知道辦法了，「忽遇

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忽然之間，迴光返照，忽然之間就看到了好像大風

吹過來，雲消霧散，這個時候上下一致俱是明朗，萬象也就全部顯現出來了，所有的一

切都明明白白。那為什麼世人老是弄不明白這一些呢？因為「世人性常浮游」，世間人

因為習氣使然，這個習性深厚，這個習氣經常讓自己在這個裡面浮浮沈沈，漂來漂去，

游動不停。「如彼天雲」，就如同是清的天被浮雲覆蓋著一般。 

諸位善知識！我們現在先消文，他說：「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我們清淨的覺

性裡面，它使用出來，展現出來的智慧，其實就像日一樣，它的光芒遍一切；慧如月， 

而我們的清淨的覺性，就如同是圓滿的月一般。「智慧常明」，這個智慧恆常永遠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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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世界上的人，今天由於無明的習氣，所以「於外著境」，由於執著了外界的這個

境，只要根對塵一緣，這個緣現的時候，就產生了妄念，這些妄念如浮雲一般，覆蓋了

清淨的自性，所以自性不得明朗。 

今天如果遇到善知識的提攜跟帶引，聽聞到真正的佛法，那聽聞正法，這個地方的

正法，我們當然可以給它多重的瞭解。所謂的正法就是轉迷為悟的辦法，指辦法而言，

轉迷為悟，也可以說是見自本性的法，就是告訴我們，我們自性本清淨，那我們如何迴

光返照？在外界的這些東西，通通先放下。也可以說什麼是正法呢？就是指認眾生本具

足清淨佛性的這個真正的道理。 

其實修行，你再修行一百年、兩百年、三、五世，如果你不知道你有清淨的覺性，

這個訊息你從來不知道，修行就會以為要平衡而已。我今天欠錢，我去追錢；我今天福

報不足，所以我要增福；今天我業障重，所以我要消弭業障。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真正的

訊息，是如來說，世尊說：「眾生與如來，皆同具清淨智慧德相」。如果我們不知道，那

麼修行終究會弄得四不像。 

那我們今天聽聞真正的這個法了，「自除迷妄」，就自己應該明白這個迷昧虛妄，是

應該要除去的，這要靠自己。「內外明徹」，裡跟外自然就明亮起來了，「於清淨自性中，

萬法皆現」，這個地方的萬法，講的就是實相，清淨的諸法，也就全部能顯現出來。「見

性之人」，如果已經是見性的人，就是這樣子的安住在清淨當中，也就是法身開發了，

所有看一切就明白了，「此名清淨法身佛」，這就叫做清淨法身佛。那這個清淨法身佛，

我們把它口語化，就是在講說眾生都有清淨圓滿的覺性，當你這個清淨圓滿的覺性，不

被任何的雲霧給遮掩了，不被任何的善惡雜念，所有任何的這種塵給遮掩了，就是清淨

法身佛。 

這裡面我們當然可以探討，我們眾生其實皆有覺性，那無法發揮清淨圓滿的作用，

這個都是因為結構錯誤了，其實就是結構錯誤，這麼一件事而已。你看得明白，你先不

要起善惡念，也不要起自己資料庫，過去資料庫的殘留印象去解釋它，你用清淨的當下

的這一些，很明白的解讀，不起善惡、把我的這種個別的分別、計較分別的這種分別見

成立，那麼結構就不會錯誤；縱使不明白，也不恐怖，慢慢的它就會浮現出來。當這個

結構錯誤，就是完成了前面所說的這些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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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反向再來，把這個結構出來的東西，還是做保留。這有好幾種做法，如果

我結構出來了是非善惡，那我做保留，我迴光返照，去看到這些非實相，而是我讀出來

的妄相，這就是迷妄，因為裡面已經有情緒，而且有自己以為決定出來的義理，那這些

加上了我執，就有情緒；加上了法執，就有堅持，所以當這個情緒跟你個別以為決定性

的答案的這種堅持，保留。要說同學！放下吧！似乎很難，因為你已經認定了這個答案，

所以這個做法客觀的保留，再用清淨心抽掉情緒，清淨的觀察，看到它真實的因緣法，

看到因緣法，就會瞭解其實它本來在這一切裡面，就是有不一樣的這個很多的結構，這

是諸法實相。 

那如果我剛剛決定，心中的堅持的那個想法跟做法，可能還沒有採取行動，而是想

法先成立，當這一些的時候，先無住，在這個時候呢？用清淨心，這個時候自然會現前。

同學可能這個地方有一點搞不清楚，就想說那如果我這樣是不是暫時停止呼吸，暫時停

止運作？不是，放心，其實眾生本具清淨的覺性，而且這個覺性發展無限的妙用，你只

要保留，你不要用你決定出來的法執，以為堅持它，它就是唯一的辦法。不是！ 

當你剛剛是不是覺照？覺照之後保留，然後在這個跟環境，跟所有一切互動中，它

就會自然一步一步隨順因緣，隨順因緣實相，而慢慢的運轉下去，所以它就不會錯謬，

沒有錯謬就沒有善惡法，它就是在實相中圓滿。 

那這舉例，這舉例，譬如你今天到菜市場去，你看到了好多不一樣的蔬果，聽說颱

風要來了，這個蔬果是不是都漲價了？你帶著我要去搶，我要去搶一些蔬果，來減免於 

過幾天這個蔬果的漲價，你帶著這樣去的時候，你會如何來看菜市場所有的菜？你會看 

哪一個可以保留久一點，哪個店鋪跟我交情頗好，它可以不要漲太多的價錢。內心呢？

盤算著，唉喲！本來一斤三十五元，現在變五十元，唉喲！百分比它漲得多高。像這些，  

你已經帶著預期的答案，而去菜市場為了要搶菜，那在這個所有的一切，其實已經善惡

放心中。 

今天如果你應該去買菜，你本來就應該去買菜，你去買菜知道颱風即將來臨，那颱

風過後可能三天或五天內沒菜，所以我應該多備三到五天的菜，這個時候的心，跟剛剛

想我怕被漲價，所以我要去搶菜，是不是行為都叫去買菜？可是心念卻不一樣。當你本

來就該去買菜，進入菜市場，看到多少錢？本來三十五，現在五十，喔！這個叫做供需

之間的調價，這個需求大於供應，這個時候那你會端詳計算著，三、五天裡面應該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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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量，而買這個菜，它單價乘以你需要的數量，也就這麼著的這個錢，你接受了。你現

在接受，跟你三天後、五天後接受的錢是一樣的。 

我們來算一下，現在譬如你買了是五十元，本來三十五調到五十，於是你需要的是

一斤，你買了一斤半，或是你需要半斤，你買三倍是一斤半，買出來的金額是一百五十

元。如果你心裡想著，唉呀！颱風不一定不會來，也不一定會來，那我現在買這麼多，

先囤積起來，後面會省，事實上你後面會不會省？這是假設說，這是假設說。你可能買

了原來五十元，你只要半斤二十五元，如果你只買一天份、兩天份，不要買五天份，然

後三兩天之後，菜市場還是會有菜出來，只是那個時候菜出來的價錢，非此時可預計。

如果颱風沒有來，菜價不一定飆得高；如果颱風有來，還是有菜，只是它這菜不是你以

為固定所好的蔬果，而你可能轉換為根莖類跟買豆芽菜。所以這只是一個上面的權巧的

變異，但是心中卻不會被這個颱風來影響了菜價，你身心裡面有一個善惡浮動。 

那我們來看眾生，常常有太多的期待、未來心，也常常有過去經驗所累積下來的那

些憂慮跟傷痕，不良的這些記憶，所以漂浮在這所有裡面。有的人說颱風來的時候，他

們家就吃稀飯，配簡便一點的這些料理，或是麵條過活，不一定每天就是要那麼多的蔬

果跟菜，那這個也是一種省錢的方式。但是眾生在颱風來的時候，你一定馬上會產生一

個慨嘆，生意人，蔬果貴啊！老天爺啊！我們多麼的辛苦，然後馬上災難的想法隨即現

前，就讓這個心是不是浮游？就如彼天雲。所以這個地方講，我們眾生在所有的一切外

境裡面，弄得自己身心漂浮，沒有辦法自在。 

如果你能夠隨順接受於所有的變化，環境的也好，自己的順逆境也好，所有的一切

也好，在清淨當中，實相清淨的諸法現前而接受它。颱風來了，菜價上揚；颱風來了， 

風雨交加，危險的時候，大家都躲到屋子裡去了；颱風來了，不上班不工作了；颱風來

了，有的地方會有所謂的土石流，有的地方可能有洪水等等的這一些，像這一些，不是

恐懼可以避免的，也不是你憂慮，這世界上就不會有這個成住壞空，這個因緣變現了。

所以在這裡，你也瞭解了實相而接受了，那麼內心是不是就平靜？不會因為你的憂慮，

而颱風不會顯現這些災難；也不會因為你的平靜，而這些災難就不現前，或是特別的嚴

重。 

所以這個地方講的清淨圓滿的覺性，是能夠覺所有一切，而所有的一切都在因緣

中。我們只要對所有的一切，不以思量法去成就它的惡或成就它的善，基礎上你的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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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就是安住？就是能夠遍一切，就是能夠清淨，這一段所講的是這樣。因為這文辭

實在很簡單，太簡單了，接下來的下一段。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

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

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這個地方先講什麼叫清淨法身佛？現在就講要歸依自己的清淨法身佛，歸依真佛，

那麼如何自理內心的這個東西？所以他說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的清淨法身佛的意

思，自己歸依自心清淨的自性，就是清淨法身佛，也就是歸依真佛。這個地方自歸依的

人，應該要除却發生在自性中裡面產生出來的這些東西。 

哪些東西呢？不善心、嫉妒心，前面講過諂曲心，諂就是諂媚，曲就是不真實、彎

曲的心，這種諂媚心；吾我心就是較量對立，有他人跟我中間的差異；誑妄心，這是不

實的、虛誑的；輕人心，輕慢他人之心；慢他心，這個是所謂的慢，有時候是一種貢高，

這種輕慢他人的心。輕人心跟慢他心，略略有些不大一樣，慢是較量之下，其實自己不

一定足，而認為高過別人；那輕人心是可能他人的能力比於你略低，但是你就是產生了

一種輕視。邪見心跟貢高心，然後在一切時當中不善之行，從心裡才會，這個意，這個

意轉換成行為，它是一個行為的前導，就會有不善之行。事實上這些行就是結構了，結

構了因緣、因果、善惡這樣子。 

所以「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永遠要自己先看到自己的過錯，不要老是不

看到自己的部分，而看到別人的部分，盡說著別人的好壞是非，這樣就叫做自歸依，歸

依什麼？自歸依自己的清淨法身佛。這裡就是在講清淨法身佛的覺性，就是自性的清淨

覺性，根本不會產生這些。如果你有產生這些，你把它放掉，不住、不取它，這樣你的

清淨覺性，就能夠覺得圓滿，覺悟實相。 

那我們眾生痛苦在哪裡？事件還沒有造就完成之前，是不是內心先有了這些味道？

而這些東西其實讓自己痛苦的。其實我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看到自己不正確的東西。

而清淨的覺性上面是一塵不染，只要有塵垢在上面，只要有這麼一點點的灰塵，那種嫉

妒、那種諂曲，你又發現你自己有高高低低、是是非非、來來去去的東西，你會難過的，

就表示這個就是灰塵，這個就是錯，所以你就發現，怎麼無中生有了，這就是覺性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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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中生有，無明，犯無明結構出來的。 

所以要修清淨的法身現前，就是不要先看到外界，你還不產生動作之前，我們是不

是身口意？是意之後才發生，發生這個身跟口。那你當這個意裡面有開始，他在說些什

麼話呀？這內心還沒有回話之前，譬如我們聽人家講話，還沒有回話之前，他在說些什

麼話呀？內心是不是有一個輕，還有一種這個不善，可能還有一些分別、計較。當你內

心已經有這個東西的時候，先不要開口，也先不要行為，「他在說些什麼話」，不要讓這

個味道存著，這個灰塵，這個塵是虛的。這個就是無明結構，已經動了念，那這個東西

呢？應該丟掉。丟掉這個情緒，繼續聽他下一句話，不要回嘴，人就是回得太快，說得

太急，回得太快。這個上面你就會發現清淨，說完，你是不是了然於心？不明白就直接

問，是這樣嗎？就再問，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還原剛剛，他在說些什麼話呀？真是沒道理！然後他繼續說。你說：

「唉呀！你這個錯了錯了，錯了錯了。」你就馬上評估批判於他所說的，其實你還沒有

進入討論，就已經判決，這是所謂的批判對錯，這個上面是不是已經成就見了？已經成

就見，那已經好幾個動作，無明緣行，行緣識，是不是都已經完成了？然後才出了這個

身語，身口的表現於外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修，看到自己的清淨法身，那麼就是讓內心沒有這個東西，所有一

切都發生在根跟塵相對的那個空檔，會修的就是抓這個，根跟塵相對起來的這個空檔。

緣，你如果緣這個境，所緣的這個境，這個境，取讀起是非善惡。那清淨的法身佛，就

是清淨的覺性，就是你在根跟塵馬上接觸的這個觸的時候，依然清淨，無是非的，無是

非，用分別的智慧了別它，這個了別的功能，也就是機用，這上面你一直這樣維持著， 

一直這樣維持，不開悟才怪！不證悟才怪！不可能的，心就沒有汙染。而在這裡面呢？

只是你的行能圓滿到什麼程度，但是能覺嗎？絕對能覺，而不是創造是非善惡在心中，

而是覺悟了然於實相。所以要保持，保持那個清淨心，在根塵相對的每一個當下，那個

沒有時差的，這個心念的啟動沒有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