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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2》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現在講的是對外，對外要恆常謙下己心，對一切人都能夠一樣的，普遍的行恭敬，

如果能夠這樣子，就是見性通達一切，而沒有滯塞障礙，這個就是自歸依清淨法身佛。

一個講的是內心的東西，一個是由清淨的法身展現於外，它這個所有的一切明白，所以

通達無礙。當然這些經文都很嚴肅的，這個也不是所謂有什麼樣的公案可以舉例，就是

要弄明白，這樣弄明白每個人有清淨的法身佛，因為佛性嘛。清淨法身佛，你如何徹見

這個基礎點。 

那眾生其實就是無明起惑，起惑是不是就是剛剛講的內心的這些東西？那你起惑的

時候，不要造業，也不要延展它，那這個惑呢？當下就是照破，就知道這是虛幻的，這

個惑，就是他在講什麼，就加上了味道，你本來就還沒聽完，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那

個人在幹麼？」馬上，其實內心就是有一點抗爭跟指責跟解釋，好多動作一併在裡面運

作。那個行，無明緣行還不現於外，可是這個上面，當你發現你內心已經有一點東西跑

出來，停止吧！他怎麼行，怎麼樣，那就是他這整個實相。你還沒有看明白，先不要一

刀切某一塊，自己讀，一直這樣做，一直這樣做，你就會發現生命清朗之中，一切明白，

就不談輪迴。不談輪迴，就是安住於清淨當中，就是在覺，一直在覺。而這個覺，你能

相呼應而做正確的行，就是覺行能圓滿。圓滿到什麼程度？那就是眾生的根器跟能力問

題，但那沒有絕對是非，它沒有產生是非。 

這上面為什麼會有悟？就是因為你已經偏差了，那今天用辦法再走回頭，才看到我

的錯，所以在染中看到染，那麼這個清淨，好像相比對之中跑出來。那跑出來之後，就

發現我在這個運作的時候，流轉了，或走出去了，流轉再回頭，有一個來去，是有一個

來去了。這個來去呢？還好回來了，如果一直去了呢？如果一直去，就不知要歷時多久，

佛法要告訴我們，最珍貴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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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看到自心的自性的清淨這個東西，所有現前，所有的一切，看到起惑，看到起

惑就知道，我走輪迴路線，不要造業，而這個惑是粗的是細的，這個還不是大問題，迴

光返照就好了，回到原點，就是回到原點，不要產生結構。這個慢慢你就會發現，以後

不會起惑了，練習就有了，因為這是自己的東西，練習就有。你不動而覺性常照，這個

覺性是本來就有的，那你這樣子常照、常明，就是所謂什麼？慧如月，飽滿當中，清涼

當中，這是根本慧，這是圓滿的。然後這個所有裡面呢？如果寂照，這個明白，發展出

來相呼應，而該圓滿的地方，就是智，也就能用，這就是後面講的。後面這一段經文：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己過，不

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

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 

這段經文惠能大師在講，什麼叫做圓滿報身？就好比是點燃了一盞燈，那麼這個燈

的亮度，能除千年的黑闇，而這個燈就是指清淨法身。那你說，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

那個燈放在那裡，跟闇是一起都是闇，那個燈叫物，所以這個是一個譬喻。點燃了這個

燈，就是清淨法身覺性的作用，覺性發展的作用。 

「一智，能滅萬年愚」，現前，因為你的覺性現前，你覺性這是本有的，那你六根

對六塵呢？這個覺性在其中。所以六根對六塵，馬上覺照明白，是不是實相？而這個實

相裡面呢？我應該圓滿什麼，我應該做什麼，這現前的圓滿的智慧，是不是就把握住了？

自然的，這是自然的，不要以為以後還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智慧，智慧不用學。智慧不

用學，那是清淨法身自然現前的，所以這個現前的這個智慧，就能消滅萬年的愚昧。 

「莫思向前己過」，不要一直回想，沉溺思憶著過去的種種種種的過失。但是這裡

的但書前題是，前面已經講過懺悔的了，前面有講過，我們自己過去所造的東西，我們

要有正知正見，我們知道錯是什麼，所以要改往修來，回到空性。對不對？講過。但是

有的人他就是一直一直回想，思憶著過去，所以過去心不可得，可是他那個過去放不掉，

所以他說：「莫思向前己過」，不要一直回想著、追憶著過去的林林總總的那些過失，已

經過往的事情是了不可得。你可能退回去改變過去嗎？不可能，你只有改變現在，你必

須接受，你就是必須接受，這已經是現況了。「不可得，常思於後。」對於爾後如果是

有用未來心，期盼、計畫著，這個亦復了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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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在很多的經本裡面的斷句是不一樣的，斷給同學聽。有的經文是這樣寫的：

「莫思向前，己過不可得，常思於後」，有的經文是這樣斷的，解釋起來不一樣，解釋

給同學聽。他說：「莫思向前」，不要一直追憶著過去，這句一樣，「己過不可得」，自己

所有的過失，這所有的過失已經做了的，也了不可得，這無法改變了，所以你放下就好。

「常思於後」，常常要想到爾後怎麼辦。「念念圓明，自見本性」，所以這個上面，他就

變成有過去跟現在跟未來，但是裡面的解釋，常思於後，就沒有辦法圓滿了，因為未來

心了不可得，應該是要把握的每一個當下。 

那我們使用的是前一個段句，前一個段句，這個是根據大正藏的。所以「莫思向前

己過」，不要一直回想思憶著過去的總總過失，因為過去業的壓力，加總著未來果報的

那種恐懼，就是讓人不得自在。所以在業海中，產生了恐怖顛倒夢想，不能究竟涅槃。

所以我們對於過去的壓力要怎麼辦？過去業的壓力要怎麼辦？在經論裡面，前面講過很

多，過去你無明造作，所謂的善惡，就是在講未來你可能有所謂樂或苦果。但是你拉到

現在，你拉到現在，每一個處理的當下，其實它是沒有善惡跟苦樂的解釋，因為你把自

己的標準定出來了，才有善惡跟苦樂；如果你沒有定出標準，隨順因緣中去圓滿，那麼

就是實相。 

譬如，這譬如，你有一個智能不怎麼齊全的孩子，不管是你生的，還是你帶的，你

有一個智能不怎麼齊全的孩子，然後你跟他的關係，現在你必須幫助他，生活面裡面。

那這個孩子呢？言詞表達有障礙，在行為上面有遲緩，分別的能力不會如同年齡的孩

子。這個時候如果你有一個標準，就是同年齡的孩子動作不會遲緩，講一遍就聽，也不

會這麼不好搞，如果你這個標準已立，那麼這個孩子的出現，就叫什麼？苦果。過去所

造諸惡業，是不是這樣？於是每次在帶引這樣的孩子現前的時候，都是苦海無邊，都是

你的業報。你期待他可以很快的時間裡面，恢復跟別的小孩一樣，可是這是沒有善惡是

非的。 

針對這件事情，如果你沒有價值跟標準，那麼這個孩子的遲緩，遲緩，譬如他三歲，

其實只有一歲的智能，他的行為，也沒有辦法有個這所謂的平衡感等等的這些，你應該

就於他的因緣實相，而去做輔導他、幫助他，應該做的他的程度的事情。如果你在做這

樣子的事情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是非善惡。對不對？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每個人在於自己現況中所處的一切因緣條件，就是用較量分別，設定了某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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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讓自己感受到這是善、這是惡、這是苦、這是樂。如果你在這裡面，隨順所有的

因緣，教導他，他還是會有前進的，他還是會學習的。根據他而來完成，幫助他的所有

課程，這個過程呢？你也就是菩薩道，你也就是在圓滿，這個孩子還是在成長。 

所謂剛剛你認為是善惡、苦樂，你的解釋在前面，你需不需要教導這孩子？需要吧？

還是要。他受到了這些學習的指導，會不會繼續成長？也是會啊！你在做的時候，名字

叫奴隸，前面是不是叫奴隸不叫菩薩？做的時候是不是就很苦？是不是就叫輪迴受苦

報？可是你做的事是不是一樣？是不是都一樣？為什麼它的答案這麼不一樣？就是你

沒有站在清淨的法身，做圓滿的報身，答案就是這樣。 

所以針對於佛性的啟發，每個人的修行，講的是你過去的總總，那是因果，因果是

要讓你接受所有的現在，因果不是為了處罰你，因果論是為了讓我們瞭解所有以前的因

緣，它現在如果是果，就是接受它。而接受它，要知道現在果走到這裡，就是一個緣起

了。這個因緣中，現在根跟塵對起來是不是緣？那麼這個緣起性空，它不是永遠這個樣

子的；前面有因，現在有果，而現在的果的當下，是要圓滿它，圓滿的當下，是不是應

該要圓滿報身？對不對？那這個報身呢？就是由清淨法身所報得所有該做的事。如果你

非以清淨法身，叫做什麼？業報身，是不是就這樣？ 

我們剛剛的舉例，一是業報身，一是圓滿報身，站在哪裡？站在清淨法身當中而做，

是既輕鬆又自在，既學習又覺他。那你說剛剛所謂那個智能略為不齊全，智弱的孩子，

對他來講還需要加以責備嗎？果報是每個人要自負的。對不對？他的果報是弱智，而你

的果報，就是跟他一起成長，跟一起繼續走下去的因緣，你要圓滿的是這個因緣。 

所以這一段，「莫思向前己過，不可得常思於後」。所有現況中不可得，對於爾後你

如果有期盼心，其實亦是了不可得，那只會增加你好多的幻想。而是要每一個當下，「念

念圓明，自見本性」，每一個當下，念念當中，全面的明朗，圓滿而光明，自己能夠很

明白的見著了清淨的本性，其實是安住的意思，安住在自己的清淨本性。 

「善惡雖殊，本性無二」，在所謂的善跟惡，看起來雖然是不一樣，但是它本性是

沒有差異的。那我們看，結構是有前因，後果也是會不一樣。但是因果，因果是就於生

滅法上而說的，佛性不是因果，佛性不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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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舉個例，在燃燈佛之前，還有一尊古佛。這古佛有一天就在一個園林當中，教導

的比丘僧團，這個比丘僧團就圍著世尊旁邊在聽聞佛法。這個城中有一個很殘暴的一個

旃陀羅，他的名字叫可畏，可以的可，恐懼、畏懼的這個畏。這個可畏他常常就很殘忍

的殺生，這個動物等等的，做這個工作。拿了利刀，所以常常鮮血沾滿了血，然後這個

整個人殺氣騰騰。 

有一天這有一頭牛，這一頭牛就綁在旃陀羅的家，等待著他殺。這個旃陀羅可畏， 

就從大老遠的回來，就拿了這個刀，牛刀，殺氣騰騰，常殺人，殺動物的人，你可想而

知。所以這個牛，就遠遠的看到這個可畏回來了，心中就很害怕很害怕，牛是很有力道

的，於是這個牛就狂奔，就把繩子扯斷，看了害怕牠就跑。 

其實古時候是有一句話，有一句話說：「豬知道跑，不知道死；牛知道死，不知道

跑。」牛如果知道死，又知道逃跑，你根本就殺不到牛，你也抓不到。豬呢？知道跑，

不知道死，所以我們如果要殺豬的時候，就要綁住牠。對吧？然後豬就一直嚎叫，養過

豬的人就知道。這裡沒有養過豬的。 

那這個牛，那頭牛看到殺氣騰騰的可畏進來，牠就跑，開始跑，牠就跑跑跑跑，牠

就往那個佛的那個樹林子走了。這跑，這可畏好生氣，你還跑讓我追，你明明是註定要

死的，該死的，你就乖乖的讓我殺，這樣才對。這他的想法，對不對？他就追，這牛跑

跑跑跑跑，中間這個路上這有一個坑，這牛不小心就掉到坑裡去了。這可畏更生氣，就

追追追，你看，你該死就是該死，你掉進坑洞裡面，掉到坑洞裡，於是這可畏就跳到這

個坑洞裡去。 

喔！這個牛已經受傷了，受傷，牠就嗚嗚嗚的哭，在那邊哀號。這個可畏看，這個

牛大概也跑不掉了，動作也不急躁了，就拿起這個刀，就想要從牛身上給剁下去。這個

時候佛一音演說：「眾生各類，隨得其解。」這個時候世尊就在這個林子裡面，就為這

個僧眾講：「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六入」，祂就慢慢講，慢慢講，就把十二因緣講完

了。講完之後祂就說，眾生在無明中而不知無明，在行中不知迴光返照，也不知無明，

所以一路是不是這樣就下去了？ 

我們如果知道無明緣行，我這個行，眾生現在聽經聞法了，無明緣行，如果你要採

取所有的行為，起心動念的時候，你可以發現，你可以發現它是染著的，它是雜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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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行，不要行，把那個缺口，就是迴光返照，可是眾生不知道。所以世尊就在講，無

明緣行，眾生不知道，行的時候不知道無明，所以一念一念之間，造作無邊。 

然後這個可畏拿起刀來，要砍殺這頭牛的時候，就聽到這一句話。聽到這一句話，

他突然之間發現，他剛剛從在家裡，看到這頭牛的奔跑，內心起了極大的瞋恚。而在追

趕當下，再要拿起這個刀要行之，不知道原來前面都是無明。原來自己看不到無明，這

個時候他發現，世尊所說的就是我，他就把這個刀放下了，爬出了這個坑洞，去到世尊

的跟前禮拜，然後說道：「我願意隨世尊出家」，當時的如來答應他，接受他，就說：「善

來比丘」。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這個可畏，他的習氣，他的無明習氣，他造作了多少因，

以後會不會有果？會，可是佛性卻不會被因果所綁。我們一定要瞭解這一點，任何人都

可以悟，任何人都可以迴光返照，去看到自己的這個東西。你以為因果綁你嗎？沒有。

佛性本來具備，本來具足，本來常住，它與因果無關。你如果能夠知道這是習氣，你知

道因果是你造作，你不肯在行的時候，迴光返照，而這裡面呢？受嘛，一定有受。六根

對六塵碰觸點的時候，有受，有解釋，識為體，受以識為體，產生了無明的解讀。如果

你在這個點上，懂得這些是虛幻的，悟得快，這個路就是直接進入的路。 

這個地方呢？為什麼那個時候的世尊，會接受一個惡貫滿盈，殺戮雙手鮮血淋漓的

可畏？為什麼？因為他看到自己的佛性，入了。今天你如何入法？今天你如何徹見自己

的清淨佛性？如果你入了，你納受了，你發現了，所有一切後面的路，根本都不用擔心，

因為你會去完成，你慢慢就知道該怎麼辦。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的大德都是在講：「活人

全在死人中」。聽懂嗎？這前面介紹過很多次。你要打死你那個錯謬的東西，而真正的

佛性你看到了，以後所有的路都不是問題。 

我們再來說這可畏，後面會不會有所謂的苦樂因果？會！因果自負，他一定會去圓

滿的，那沒有對錯問題。你爾後該走的路，所有該補足、該做的路，就只有自己要去圓

滿它。誰會幫你？聽到這裡有沒有更明白？佛性不被你的因果所掩蓋，就在那個缺口的

時候，就在你會了，迴光返照，暫時的這個上面去運作。我們講這麼久的《法寶壇經》，

其實亦是，亦復如是，重複重複再重複，再提攜你如何迴光返照的這個運作。這個就是

念念圓明，「念念圓明，自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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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個例，大家對於所謂很多修行人為什麼他的路很順遂？很多修行人為什麼他

這個災難頻頻？那我們來舉例。阿難！阿難當時是世尊的侍者，阿難是記憶力超強的。

阿難後來在世尊入滅之後，不是證得阿羅漢果嗎？在當時六惡比丘裡面，有一個車匿，

車匿就是世尊以前在皇宮當太子的時候的車夫。這個車匿也曾經發起一念，要追隨世尊

修行的心，所以他也落髮了。可是落髮之後呢？卻不受管束，不聽教化，常常製造非常

多的言語紛爭，所以叫六惡比丘之一，所有的什麼他全部不在意。 

世尊在入涅槃之前，阿難就問了，問說世尊，對於車匿，這麼惡質的就是了，一天

到晚就造是非，戒律都不守，車匿我們怎麼辦？世尊就說：「默擯之！」把他孤立起來，

大家都不要跟他有所來往，這個時候僧團要執行世尊所說的這個辦法，還經過相當的一

番波折。後來這個車匿，真的大家都跟他遠離，不跟他互動，就把他當成空氣人，車匿

後來修行了，也證阿羅漢果。 

那你在想，這個車匿造作萬端，他也證阿羅漢果，阿難也證阿羅漢果，是不是證了

果之後，所有前面煙消雲散？我想大家很明白吧！從你證悟之後，一直到你成佛之前，

所有你過去，這也是實相，你過去在生滅法裡面所造作的一切，依然他會有一個還復的，

圓滿的，這過程阿難會安住自己的清淨法身去圓滿報身。對不對？所示現的是不是就是

千百億化身？車匿是不是亦復如是？是！可是他呈現出來的災厄，就是所謂的順逆，不

要講災厄，他爾後所呈現出來的順逆，是不是會有不同？所以善惡雖殊，其本性無二。

這樣聽懂吧？是因果自負的。 

所以修行不要以為，別人怎麼那麼好占便宜，福報那麼大，而自己這麼辛苦。這是

自己在生滅法上面，以物質上的環境、條件、結構有因果法，但是所有是染淨同源，這

是自己的一念無明所結構的，跟自己的佛性，自己的佛性不會被其汙染，不會。所以車

匿能覺悟，能開悟。對不對？有信心嗎？我們可能二號車匿，累世所造諸惡業，兩舌、

惡口，一切大概也造作不少。 

回到經文，它說：「無二之性，名為實性。」剛剛講沒有差異的這個無二之性，也

就是諸法實相，清淨平等，非有非無，畢竟空寂。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清淨法身，都是有

覺性，可是你就偏偏給它覺那個方向，結構出來的就是善惡相，跟有苦樂果，但事實上

過去拉到現在，你如果圓滿的處理每一個當下，那也是空。在圓滿，它不會繼續往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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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性中，不染善惡」，在清淨的實性當中，也就是佛性當中，因緣當中，實相

當中，什麼都可以，不染善惡，這些善惡其實不會染著法身的。就是看你覺悟用哪個方

向，因為在因緣結構而已，因為眾生的心意識分辨之間，才變得有善惡。如果我們安住

清淨的佛性，圓滿圓滿所有每一個當下該做的事，是不是叫圓滿報身佛？那你說我是在

受業報，就是讀法不一樣。剛剛這個智弱的孩子的故事，應該可以很明白，你是在圓滿，

從清淨法身中，圓滿實相的圓滿報身佛，還是在受苦報的這個業海眾生，那種生死跟自

在解脫，差異就不一樣了，就差很多了。接下來下一段經文。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

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 

剛剛在講由自性清淨當中，如何看到這個善惡，如何看到當下該圓滿的。但眾生呢？

眾生從清淨的覺性當中，如果興起了一念的惡，興起的一念的惡，是不是從寧靜當中， 

你現興起一念惡？那麼這個惡呢？滅萬劫善因，就會消滅萬劫的善因，就當下而言，這

在講眾生。眾生呢？如果你一直是平靜的，這是無漏的，無漏不談善惡，其實無漏當中

不談善惡，它沒有造作，它就是實相中。對不對？ 

但如果你在覺性當中，就是錯謬，錯謬在緣境當中取境，取境而解釋它，意識心起

了一念的惡，那麼過去的所有一切，是不是就不見了？一樣的道理，自性若興起一念的

善，那你現前的這個善，也就會使得如恒河沙數那麼多的惡消滅殆盡。 

這個在講，我們再舉例剛剛的可畏。剛剛的可畏，當他發現他就是無明緣行，當他

發現原來他是無明的，他這個行為，是站在自己無明，這個裡面要去造作它。當他發起

了這個無漏的，無漏的清淨正見的時候，是不是恒沙的惡全部消弭？這是在講念頭裡面

的。那修行就是這樣，這個當然他用的是比對，用善惡。那如果我們真的能夠發起清淨 

無是非，無是非的清淨正念現前，當下就是得證清淨法身，就是證得清淨法身。 

如果我們的行為上面，我們的行為上面，在善惡善惡裡面，善惡交疊，有時善，有

時惡，那如果你惡現前的時候，就一路不知道到哪裡去，又得等那個善起來的時候，那

個惡就好像又遠離了自己。所以凡夫是不是就是這樣？翻來覆去，顛來倒去。所以佛是

全善，而是無漏善。那我們眾生呢？就必須把自己錯誤的這些心思跟行為，從惡中轉善，

然後再不思善不思惡，直至無上菩提。在行為上面呢？如果能夠不思善也不思惡，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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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一直圓滿，到證得圓滿的無上菩提。 

念念當中自覺，也就是自見清淨而不失本念，不失本念 就是不失正念的意思，名

為報身。這個就是指在一切當中，由清淨法身所現於實相中，圓滿一切恒沙功德，這樣

就是報身。所以這個報身，同學！知道什麼意思了？不是說成佛的時候，那這個法身，

就是悟開的時候，這個法身圓滿了，然後再來一步一步圓滿報身，再來一步一步圓滿化

身。它是有一個次第性，可是它時間是緊緊相連的。 

因為所有的現況中你就必須，這個生滅的世界中，你就必須隨即而運作。隨即運作

中，是不是安住清淨法身而圓滿報身？所現前的是不是就化身？所以初地菩薩跟這個佛

之間，都是清淨法身，差異在於它的圓滿度，完成的百分比不一樣。所以我們修行悟後

起修，講的是悟清淨的法身，隨即再圓滿報身。是不是起修？而保任，能夠保任不再輪

迴，直至所有一切都圓滿。那這一段就是在指後面的這個地方，我們接下來下一段經文。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

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

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

此名自性化身佛。」 

這一段就講什麼叫做千百億化身？其實所有人都處在生滅的世界中，既然是人了，

那表示我們迷嘛，那我們因果自負，今天才會有在某一道的，這樣所感得的這個果報體。

那在果報體，我們看到生滅的世界，要去看到自己的覺性，如果你不思惟萬法，自性本

來就如同虛空一樣，一切如實。那我們眾生，它這裡叫大家不思萬法，不是說現前的時

候，你沒有辦法覺照力，而是眾生常常是不是很多妄想？修禪修的人，一坐上蒲團都知

道，原來自己這個妄念如瀑流。是不是不斷不斷的那個習氣在結構？如果你能夠停歇下

來，這好好的大大的歇息一番，這個時候佛性自然現前，就能夠悟開。所以如果沒有這

種妄想煩惱習氣，自性本來就如同虛空，一切如實，這個生滅法如實相，就可以很明白。 

「一念思量，名為變化」。但眾生就是在這個一念一念當中，用自我意識，心意識

在思量著，所以產生了很多很多的變化。所以生滅的萬法，就在自己心中，也好多生滅。 

對不對？如果思量惡事，就變現化現有地獄；如果思量善事，也就化現相應會有天堂。

其實自己是在十法界裡面跑來跑去，沒有辦法跳出六道輪迴、三界，其實都因為這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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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量。 

毒害之心，就化為龍蛇，這在前面講過；慈悲之心，就化為菩薩。這個菩薩，大家

聽經聞法多年都知道，菩提薩埵的略稱，也就是覺悟的有情，大覺有情，道心眾生，就

有發道心的眾生，意即求道、求大覺之人。什麼叫菩薩？他的特色是：「即指以智上求

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就佛果之修行者。亦即自利利他， 

二行圓滿，勇猛求菩提者。」那如果針對於特別，只要求無上菩提的大乘修行者，稱為

摩訶薩埵，也就是摩訶薩來區別。這個大家都懂了，這個講一下就好了。 

如果從清淨的法身當中，能夠用機用而產生智慧，這個智慧就化現有比較高層次的

上界；那如果是闇沌不明，在愚癡當中，那自然感應也就化現有下方，下方當然就是畜

生、餓鬼等等這些。所以一樣大家都有清淨這個覺性，但是從這個自性裡面的變化是不

是很多？自性變化甚多。 

那我們是不是已經在迷了？我們是在迷了，那我們現在知道，原來我們迷跟我們在

六道裡面變來變去，等一下張三，等一下李四，等一下是蛇，等一下是狗，等一下是美

女，等一下是天人，這個就是因為迷昧，不能夠省察覺悟。在過去念念之間，常常的起

惡念，於是就造作惡行，當然就墮於惡道。那這個惡行就是不善之身語意造作，所以感

召苦果苦報的行為，所以會落到惡道。 

那今天知道了，是不是迴一念善？如果能夠迴轉，把錯謬的那一念，興起善念，智

慧即生。這個地方的善，如果說有漏的善來講，我們本來把那件事想壞，把那個人想壞，

現在知道，嗯！不對！自己要省察，這個心意識的造作，成立了惡念。這個不對！興起

我不對我不對，我不應該這樣，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會產生慚愧懺悔的智慧？迴光返照的

智慧，這個即刻現前，這個是在講有漏。那如果無漏呢？剛剛想法、看法、感受、情緒

等等這就是惡，那當這些惡迴轉，知道這些是錯，放下善跟惡，也就是無漏。當這迴這

個無漏，這個時候，清淨法身，這個根本慧即現前。這樣懂意思？ 

那我們如果惡，會讓自己不舒服的。當你有一天發現我好壞，這個是錯的，我不應

該這麼想，我應該如何如何，這個時候心裡是不是平靜了？而且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愉悅、 

法喜，這個就是講智慧。不管你是產生了是世間的智，或是產生出世間無漏的智，都是

叫做變化，這個都是自性化身佛，自性在變化出來的。眾生在變化中，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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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當然如果我們以清淨的法身、圓滿的報身，在現於他人之間、之前，是不是圓

滿它？在於第三者，在於一跟二，也就是你應該圓滿的這個所有的裡面，就是圓滿報身；

在第三者而言，你是不是就是化身？那你對於，這是另外一個解釋，對於自己在六道中， 

一直在變化變化，其實也是自己造作的，也是自己造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