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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3》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

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

即識自性佛。」 

這一段這是前後呼應，他說善知識！重複講一次，法身是人人本來皆具有的，念念

當中即可見自己清淨的自性，這個是不假他人的，是可以自己去悟得的，那你所感召自

己圓滿的這個身，即是報身佛，也就是報身。從報身思量，所以大眾從這個報身的涵義

裡面，我們去思考它，它所顯現出來，你看到它，即是化身佛，其實也就是化身佛。這

是一個主客問題而已。 

所以由自悟，自己覺悟，由自己來修持，開發自性中的所有一切功德，就是真歸依。

這一句就完整了，是不是就是真歸依？重複一次，皮肉，這個皮包著骨跟肉的這個假立

的這個身體，是因緣生滅法，是色身，這個色身只是個舍宅，只是個殼，讓你住而已，

所以對色身是無所謂歸依的。只要是大家懂得，重點在哪裡？悟得自性中的清淨三身，

就是一體三身，也就是前面講的一體三寶，「即識自性佛」，也就是識得自性中的佛。 

這個灌溪和尚他有個偈，我們眾生是不是在五蘊中？五陰，所以他說：「五陰山中

古佛堂，毘盧晝夜放圓光，箇中若了非同異，即是華嚴遍十方。」我們如果這個五陰「色

受想行識」會修，就成就五分法身，轉。「毘盧晝夜放圓光」，其實我們的清淨覺性常住，

不會在你的因果裡面而有所損失。「箇中若了非同異」，我們明明白白知道，它不是所謂

同跟異的問題，而是你清楚、瞭解佛性本具，眾生本住涅槃，在所有一念的覺醒，光明

遍照十方，即是華嚴遍十方。 

受到了這個灌溪和尚的鼓勵了吧？其實修行是有辦法的，同學！我們每一堂課，都

有把辦法說出來，你一定要抓對那個缺口，不要色受想行識就這樣連著一貫，無明緣行

就這樣，啪啪啪的直到造業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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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要瞭解這個無相頌，要進入無相頌之前，我們還是對於一體三身自性佛，

來做一些比較完整的補充。在經論裡面都說，佛有二身，乃至於十身，這個是根據祂開

合多途，所以有不同的開演，但總歸經論大部分都是以三身來概括它。 

譬如《十地經論》，很多的經論裡面講的是「法身、報身跟應化三身」，在《金光明

經》裡面講的是「法身、應化身（應身跟化身）」，所以是法、應、化，大小乘通用，就

是用法身、報身、跟化身三身。這三身其實是一體三身，都是由我們自性清淨的這個法

身來開演，現的時候，是以什麼樣來理解它，所以稱之為哪一種身。 

它的道理，在古德論述裡面它有補充，它說：「一體三身，是理事相成，體用交徹，

不出不在，隱顯同時，皆是一心本宗正義。是以一身多身，皆是法界，所悟一法，即無

礙法界。即事之理全，在多中所現，乃是即理之事。」意思說其實這個法身是無相的，

但是在使用的時候呢？這個理事，它其實是一體而現前的。所以不管是以一身或多身，

其實都一樣是以清淨法身之中所展現的。那眾生在所悟的一法裡面，其實也就等同無礙

法界，一即含攝全部，所以即事之理是完整的，不管在在處處所現，其實即理之事。 

古德論述裡面又談到：「法身冥益十界眾生，報身顯益地上菩薩，化身顯益三乘六

凡，故云普作大饒益。」意思是說在證得的清淨法身，其實它並沒有界別分野，它的這

個所有一切呢？與眾生是一樣的，一致無二的，在這裡面無障無礙。但是因為眾生是有

相別的，眾生在不同的層級裡面，所以諸佛要大饒益眾生，隨他所相應而現其身。所以

報身就是顯益地上菩薩，登地菩薩之後，佛以報身來帶引這些菩薩，次第的慢慢再增上，

那慢慢再瞭解，破除他的障礙，證得清淨真如。對於三乘六凡，那就是現化身，這是一

個比較短暫的帶引。 

「而三身益物，並依平等法性之力，束之以為法身佛寶。圓鏡智品，能顯法身；平

等智品，能示報身；成事智品，能現化身。」這個古德他就特別把這個唯識連結起來。

他說這三身，在饒益十方法界所有眾生，其實都是平等法性之力，其實就是清淨法身所

展現出來的一切相狀，所以法身就是佛寶。我們這個第八意識大圓鏡智這個就是顯法

身；平等智品就是講末那第七識，如果能夠突破第七識的分別，就能是報身；成事智品  

就是前五識，成所作智，能現化身。在這裡也是概略跟同學介紹古大德的一些解釋，那

慢慢體會，後面就會慢慢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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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平等，救護一切世間，報身救護菩薩世間，化身救護三乘六凡世間，所以這個

是一切世間，諸佛所救度的。這個地方我們總是會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對於法身、報

身、應化，有一些難以去想像，那我們眾生總是多讀讀這些開悟的諸山長老、古大德的

論述，幫我們做釐清。 

在《涅槃無名論》裡面，它就有這一段經文。「法身無像，應物以形，般若無知，

對緣而照。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 

它說：「法身無像」，就是眾生其實你所證得的清淨真如，精神層次，在我們還沒有

開悟之前，就是我們的精神狀態。那清淨真如呢？它就是在這裡面，是沒有狀態的，一

切圓滿的，所以法身它並沒有固定的相狀。 

「應物以形」，就是相應於所有現前之一切境況，然後以應該現前結構的因緣而現

其形，這個就是所謂「眾生有求，菩薩有感」，這還是在講菩薩。那諸佛為一大事因緣，

而出現於世間，這講釋迦牟尼佛。這個一大事因緣也是應物，應眾生愚迷，愚昧無知痛

苦，然後希望在這上面，能有一個指導者，所以世尊才在世間八相成道，這就是叫做應

物以形。 

「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這個

是在講般若無知，其實清淨的智慧，它並不是固定有一個儲存的空間，或是有哪一種語

言文字的個別的系統來解釋它，或是存在，其實般若是無知的。一個清淨，證得清淨的

人，他在所有的在在處處裡面，只是清朗而覺照一切。 

那我們眾生一般念念相繼，雜染念就是「這件事怎麼會這樣？」然後心思就一直繞

在這裡，等一下打個踉蹌，譬如說你快跌倒了，唉喲！踢到一顆石頭，這顆石頭怎麼在

這裡？剛剛的這件事情不見了，跑到這顆石頭。其實眾生念念念念當中，其實都是在運

作，不管是現於形上面的語言文字表態，或是內心，其實是有一些所謂環繞的，在裡面

如輪轉一般，在環繞的一些心思。 

這個清淨的般若，清淨的真如，它相應而現，這個覺照當下就智慧現前。該處理的

一切，這個不在所謂刹那分秒間，這是自然現前，而其餘的時間，其實安然清淨無念當

中，就是正念，所以「般若無知，對緣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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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眾生不瞭解，事實上這個就是大德他們悟後的光景。他說：「萬機頓赴，而不撓

其神」，其實他根本不會有一個心思，有一種想法，我要固定保持某一種狀態。所以在

所有的應機，那頓赴，就是應該要往前去圓滿它的時候，他並沒有勞動，感受到這個精

神受到迫害，也沒有所謂去來的動盪之這個心思，所以「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縱

使有很多的逆境，有很多不同的而現前，這些呢？必須他去做一個圓滿等等，也不干其

慮，也不會產生一個思慮上的憂煩跟動盪。 

「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于動靜者乎？既無心於動靜，亦無像於

未來。去來不以像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 

「動若行雲止猶谷」，在這個現前馬上要運作的時候如行雲流水，意思是說刹那之

間順遂；止猶谷，在這個平靜緣滅的時候，又如這個空谷一般，就是沒有任何的迴響，

這一些也不需要了，一切清朗。 

「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于動靜者乎？」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所謂勞心勞力、動神、

精神跟情感，所以沒有心在這上面覺得這件事、那件事，也沒有情感會有波動。那眾生

的五蘊，就是在一種雜染的狀態，因為有我、我所，那有自己的思惟，自己的標準，自

己的所求，所以在這個上面，才會有情繫於某處某件事，某一些的這些有感，這個是色

受想行識的感，所以在證悟者，他是沒有這些的。 

「既無心於動靜，亦無像於未來。去來不以像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

感而不應。」這一段講得很明白，如果你的心並沒有動盪，特別的著相或哪一種標準，

你就沒有所謂來去的生滅。我們一般就是會有，你看這件事情又發生了，有夠煩！這個

就是有生、生相，於是希望它快速的這件事情能消化，消失於無形，所以又有滅相。所

以在生滅生滅裡面，也就有來去，就是有內心的一種有形無形的標準與期待。因為他無

心於動靜，他沒有這些，所以這裡面自由自在。「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他並沒

有一個期待，或有一種相應的感受，但是自然這現前的所有當下一切圓滿。中間還有一

些，這個不再唸了。 

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所以智慧遍一切處，這個智慧沒有可

用不可用的時間。那我們眾生總是有一些所謂時間性，「你現在不要問我，我現在好煩，

什麼，腦筋一片空白，我沒有辦法跟你一起思考。」這個就是我們有心有勞，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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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沒有智慧，我已經太勞累了，我沒有辦法反應，這個就是眾生，但佛菩薩沒有。 

所以佛菩薩呢？你今天中午十二點給祂祈求，祂也是冥熏加被。你半夜十二點不睡

覺，你給祂思惟佛菩薩的法義。清淨現前也是一樣，一念之間相應於十方所有一切諸佛。

所以這個上面呢？祂的遍一切與我的清淨，其實無時不相應。 

眾生之所以有疲倦、勞，或是不能夠智慧現前，有的時候這兩眼昏黑，那這些情形，

都是因為我們有勞倦。總會想有色身的人，總是就會有這種勞倦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

凡夫，我們凡夫需要所謂眠、寐的時候。我們一天要睡多少個小時？沒有睡我們就不行

了，沒有睡無法思考，那身體會出問題。對不對？佛菩薩寐而無寐，祂這是所有一切裡

面是清朗的。我們呢？是寐的時候，就很多意識中間的故事，就會翻出來演練一番；醒

了之後，自己又有一些現況要處理。所以我們有很多跟過去連結的意識種子，我們有很

多對於未來的期待，所以整個人都撕裂的。有時候跳到過去，有時候活在現在，也是用

貪欲來做他的版本來追求，有時候期待於未來。這些呢？佛菩薩是「智周萬物而不勞，

形充八極而無患。」 

這下面還一段，「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則諸佛無身無心，豈有勞慮疲患者乎？」

眾生呢？心為什麼會有哪一種心？是因為有心，你有心，你有痛苦之心，你才想要離苦

得樂。對不對？所以心生由於有心。如果是因為我們今天無這個生滅之心，而是畢竟清

淨，那所生的是什麼心？那就正念，這是無住生心，那個心就是菩提心，就是佛心。 

我們現在所生的心，我好懈怠，我不精進，那是因為有心於你的貪瞋癡，有你的造

作，所以你才會有一個比對的心，我很懈怠。所以我想要如何的精進，就追求了一個精

進相，是不是相出於有相？是不是這樣？那如果諸佛菩薩的話，祂根本就無懈怠，亦不

可談精進。所以無懈怠相，亦不談精進相，在遍一切處裡面，就做該做的事，一切安然

無礙。所以諸佛無心無身，就沒有勞慮疲患。這聽起來是不是相當的叫人讚賞？是嗎？

先放下這個有心嘛，這個心是什麼心？攀緣心、計較心、是非心、等等等等的心，還是

再補充另外一段。補充另外一段，這是《釋氏要覽》裡面，它講到 

清淨法身：「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

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此即自性，亦名法身。唯大功德所依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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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講說：「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就是清淨法身，其實就是平等

法性，就是在所有一切裡面是清淨的，無是非、無對立，一切是寂然的。「離相寂然，

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此即自性，亦名法身。唯大功

德所依止故。」所以所謂的清淨法身，就是平等實性，也就是實相，也就所有一切，無

是非、無因緣的一切理體。那這個沒有辦法怎麼去解釋，大家慢慢你體會的時候就會知

道。當你一念放下，這所有的雜思雜想不現的時候，你這個清淨法身即現前，證得一分

法身。而證得清淨法身呢？卻什麼都沒有，而什麼都具足，什麼都明白，但是這個非心

意識。 

第二、它要解釋圓滿報身的時候，它講，這經論裡面講，這個報身有兩種： 

  一、是自受用身：「諸如來在三無數劫」，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修集無量福德資糧，

所起無邊真實功德，極圓淨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常自受用廣大法樂。」 

這是在講自受用身。這個修行盡未來際，直到成佛之前，眾生不管你是在哪一界，

是以什麼樣的相，你都是在圓滿，修集無量福德資糧。因為我們眾生已經著相了，我們

落在某一種物質的相狀裡面，所以既心中有相，你即會在九法界裡面現相，就看你是相

應於哪一個層次，就顯哪一種相。你今天有所謂動物的這種禽獸的這種習氣，這個等流

習氣這樣串習，這串習，你自然會在那一界現相，就是這樣子。 

你的心思清淨無雜染，你的願力遍一切，這個是在學習，但你的功德尚未圓滿，你

上有佛道可成，下有眾生要化。那當然在這個狀態之下，你對於所謂要度化眾生，你對

於眾生的界別，並沒有一個個別的對立，這個比較的念頭，而是只是看到眾生未成就佛

道，未能悟入清淨覺性。在這種狀態呢？你就自然在九法界裡自由來去，還不至於成佛， 

這個時候就法身大士。意思一樣，當你有哪一種習氣，根本就不用問別人，我下一輩子

會去哪裡，這個很明白吧！以後不要說，喔！我被你害到下三塗苦，沒人害你的，不可

能有人牽引你去哪兒，是你自投羅網，所以這個是自受用身。 

菩薩在未成佛之前，當然有色身，這色身所行所做，不管他如何相續，在現象當中， 

依然是在積集功德。所以自受用，他自受用在圓滿的所有一切裡面，自受用身是莊嚴，

然後裡面呢？法性上面是證得的，所以廣大的法樂自然具足。有的人你看他修行，也不

知道人家的過去生過去世修行如何，但有的人他就是自受用在清淨法樂上面，他不會心

思上面那樣子的紛擾，而讓自己常常產生煩惱，這個惡念紛擾自己。有的人出生開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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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操勞，是不是？有的人就是那個心常常就有壞念頭，讓他自己就無法控制，所以心猿

意馬，這個就是不一樣嘛！這是在清淨上面，過去生過去世所修行，跟此生此世自然自

受用的報身不同。這個報身上面，以諸佛菩薩自己而言的狀態，叫自受用身；以現前來

與眾生相交流的時候，就是他受用身。 

二、是他受用身：「諸如來由平等智，示現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為住，十地菩薩

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眾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合此二種，名曰報身。」 

所以報身的第二個意義，是指在他受用身，讓眾生能夠得其利益。這就是佛菩薩的

報土，祂會建立一個報土，然後自己所受用的境界，所受用的一切，歡迎你到這個佛學

院過來。你只要一念相應，你的願力有，那你也能夠看到你清淨的佛性，好！你要好好

學習，那你過來吧！你過來這個報土上來修學，這個就是現報土。 

這個願力，一定是在菩薩的時候有的願，祂不是成佛的時候才說，唉呀！我要成就

報土。說實在，像我們是不是大家都有願力？各位同學，各位同參道友！我們今天大家

一起研究佛法，你有沒有想說有一天，你也開個班，讓人家來這裡一起跟你討論佛法？

有沒有？有，那個叫小教室，我也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在修行裡面，會不會有要成就報土，度化所有的眾生，在他有形有色的基礎

點上，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佛學院，一個佛國淨土，讓眾生過來。有沒有？有，這個就

是報土的基礎概念。有沒有人說，唉呀！我自己要去那裡，那裡我永遠當過客，不想開

班當主任，這個也是有的，這個叫小乘，這個差異就在這裡。所以他受用身是自然的，

到你突破了那個瓶頸的時候，自然如此，因為眾生與我一致、一樣，那眾生皆我之父母。 

對不對？ 

第三、講這個變化身（應化身）：「諸如來由成事智，變現無量隨類化身，居淨穢土。」

這化身呢？他是居住在淨土，或者是穢土都有的。「為未來登地菩薩及二乘、異生，稱

彼機宜，現通說法，令各得諸利樂事，即隨類變現，形量大小不定。」 

這個在講應化身，也就變化身。這是諸如來呢？如果說我們是在娑婆的眾生，那我

們所有的眼耳鼻舌身，就集中在前面這一塊，那諸佛呢？祂相應到娑婆世間的時候，那

當然眼耳鼻舌身也一樣，集中在前面這個地方。對不對？但是我們的眼耳鼻舌，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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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是佈在全身，這個就叫身。那我們的眼耳鼻舌，每天都在勾結勾結，跟雜染的自

我意識這些貪婪勾結，所以我們這個六根是不淨。那諸佛如來的話，祂一樣是這樣的一

個器官，可是祂六根清淨。所以祂六根清淨呢？是為了來帶引這些眾生，所以祂在這裡，

是不是現集中在前面？哪個世界祂不放在這裡，祂放在中間，那佛到那邊去也會放在中

間。這樣知道意思吧？ 

有的世界他並沒有這些器官，不用語言、不用聲音來作為他的媒介，所以那個地方

是用意念的。這個意念、意念，這個眾生都有意念，隨時發射愛恨情仇，隨時發射他的

訊息，那個世界是以意念為傳導的，於是你所有放射出來的意念，都是清淨的，那就是

一個意念的世界。那個意念的世界，阿彌陀佛就是屬意念的世界，祂就不以語言文字，

所以所有一切呢？你能夠直接體會，用這個清淨的法性去體會它所有的意涵。 

所以每一個佛國淨土，它的這個表達，那個眾生所接收的訊息，相狀不一樣，不是

像我們這裡的聲音。而且我們的聲音的音頻，是介於多少到多少赫茲之間，譬如：多少

到多少千之間的赫茲，就是音律、音韻。那有的地方的這個界別，他的音律跟我們不一

樣，像鬼的話，他就不是這種聲音。對不對？鬼的話，他高頻，高頻、快速，那音頻跟

我們不一樣，所以人家說鬼哭神嚎。是嗎？所以這個諸佛菩薩，如果到哪一界去度化眾

生的時候，一樣「稱彼機宜，現通說法」，示現神通，也變現與他一樣的隨類變形，示

現那個形狀，他才能相應接受，所以形量大小不定，這個叫變化身，就應化身。所以像

這樣我們就瞭解，為什麼諸佛菩薩有千百億化身，變化。 

《莊嚴論》：「應知此三身，攝一切佛身，示現一切自利利他依止故。」所以這三身

就是為了自利利他，圓滿，圓滿所有的一切，度化所有的眾生。聽到這裡，我們先回到

我們的基礎點上，是我們有沒有瞭解諸佛菩薩與我們一樣？有沒有瞭解自己原來也有無

限的能力？瞭解自己是不是有如佛一般的清淨願力？只要我們不勾結這些貪瞋癡，不在

這上面一直做文章，終究是可以完成的。這是六根清淨，自然能現前。這個地方就是在

補述前面的這一段經文。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入無相頌，這個無相頌，我們先唸一小段

經文。 

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真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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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唸到這裡，因為這個是在〈懺悔第六〉懺悔品，所以還是總結前面六祖惠能大師

教眾生的如何清淨的懺悔。那重複一次，這前面的長行，現在化為這個頌偈內容。「迷

人修福不修道」，迷昧的人，其實他誤解了佛法的真實義，而只是知道，只瞭解片面，

只是知道說我們要好好的修福，所以來生來世才會更增上、更好。今天貧窮，是因為過

去慳吝；今天生病，是過去的殺生；今天的所謂言詞不重，不受人尊重，那是過去三業

不清淨，可能是口業太重了，等等的這些呢？在因果論，因果論裡面，想要追求這個果，

所以倒果為因，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來得到那樣子的果報，而不知道真正是要修這個

自性清淨，這個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所以它只重點放在強調修福，所以說我們要存好心做好事，

好好的修福呢？那便是集積資糧成佛之道。其實這樣解釋並沒有錯，這樣迷人修福不修

道，世人應修福亦應修道，事實上是這樣。它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是要否認，否認不要

修福，不要幫助眾生，不要去做應該做的事，而是你應該知道這個上面呢？幫助眾生做

應該做的事，是要沒有目的，沒有所得心，沒有功德相的付出。而在這個裡面呢？還要

瞭解清淨是什麼，然後這所有能夠在這個裡面，覺悟一切實相。這樣的話，就是修福而

非世間福，即是成道。那我們眾生因為聽了因果篇，害怕於自己的現況，所以一心想要

去平衡它，只是要彌補。為了彌補彌補，所以才會在有漏的世間道裡面，在這裡就是不

斷的追求。 

那我們先來定義這個道，這個道的意思，就是「為了要達成佛教終極目的的修行法

則。廣義而言，亦指趣向果之通路」，就是道路，就是辦法的意思，「為至涅槃，須制伏

煩惱，而在斷道中，有有漏道與無漏道兩種。」就是說其實你要證得涅槃，你要成佛，

除了你在相上，因為我們眾生是心色二法，所以色法上面呢？你應該做一個大圓滿，你

應該去圓滿它，在所有身口意不能錯，在所有行住坐臥間應該圓滿，它是不空過的，要

不然你就是結構了某一種因緣。所以在色法上面，你是應該在這個上面，是本來就應該

圓滿的。 

在心法上面，精神層次呢？你要制伏煩惱，你要調伏自己這個煩惱。但在這個精神

層次的這個調伏煩惱的過程裡面，就有分有漏道跟無漏道。所謂的有漏道，也就世俗道。

那世俗道就是你在做這個色法所有的當下，你心中、精神層次，精神層次沒有辦法制伏

煩惱現行。這個時候呢？你這個煩惱好像是壓著，你並沒有清淨的覺性真正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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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舉例，這舉例，譬如你大家都是活著的人，總有你的居家環境、工作場合的所

有種種一切的因緣。當你在居家環境裡面有六親眷屬，當這六親眷屬需要你的服務的時

候，你就心裡想著，喔！有夠累的，肚子餓，每天餓餓餓餓餓，其實也忘了自己餓，都

會煩惱別人餓，或抱怨別人對你的要求。每天就得做做，好了好了好了，不做要怎樣辦？

跟你結緣，總是要結這個緣到最後，這就是我的業，就是你的因緣。這聽起來好像都對，

我好像都沒有說錯話，是不是很多人就這樣講？就只解釋這一塊。好吧！我不煮，你不

飽，我也不飽，共享吧！好！那就這樣，妳快快樂樂的煮飯，快快樂樂的當一個家庭主

婦，六親眷屬裡面都圓滿。然後就心裡想說，這樣我如果沒有煮這一餐，你也煩惱，我

也難過，所以這個上面其實是什麼？其實她並沒有斷真的煩惱，她只是在這裡為了圓滿

世俗的關係法，跟世俗的相狀，所以這個是有漏道。所以我煮飯了，應該做個快樂的家

庭主婦。 

我上班呢？那對得起我的薪水，對得起老闆，對得起我是一個人，我總是自己賺自

己用，總比別人賺給我用好，要欠別人會痛苦。自己摸，自己做，省得別人伺候我，那

個叫做植物人，這又不好。所以在這些解釋之下，你是不是好像你都樂意這麼做？你也

覺得這件事是好的。但是呢？其實沒有斷你煩惱的種子，你這些的想法是不是都還在？

那只是伏，他只是調伏，壓著。 

那你等到哪一天，你所謂立論裡面，啊！我六十歲了，娶了媳婦還要煮給你們吃！

這個時候煩惱又現前了，標準又出來了。我已經到公司的某某某某身分跟職位，我還要

做嗎？我就請你們來就好了，不然我就自己做。像這種就是你在某一個點的時候，它就

會跑出你的價值觀，你並不是真的平靜歡喜，在這裡是覺性遍一切處。你那個是在因緣

跟關係法裡面，找一個對等的理由，而現在願意接受那個理由，願意接受那樣的身分，

那樣的工作內容而去付出。 

我相信在家很多爸爸媽媽或是祖母，都曾經會有這樣的一種狀態，這個叫有漏道。

這個做這些的時候，並沒有辦法畢竟了脫。因為那個清淨的覺性，不是講這個而已，它

是講這一塊你該做的什麼的，你不應該抱著這種平和，找到一個平靜對等的理由，所以

才叫這個無漏道的存在。這個無漏道呢？是要用無漏智斷煩惱，用無漏，就是清淨無是

非，當下呢？知道這是因緣果，這所有裡面呢？那我們就是無住而生心，無世俗雜染心，

無住而生心去圓滿它，同時也覺悟在其間，那這個就是出世間道，也叫無漏道。那沒有

累積起這種意識的種子放著，對於過去跟現在也不做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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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裡面有講：「人天以十善布施為道，而求世間之福樂；二乘以三十七

道品為道，而求涅槃。」這個是偏真涅槃。「菩薩以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為道，而求

佛果。」所以這個道就是一種趣向果的道路、方法的指標。我們眾生呢？如果只言修福

便是道，強調做好事存好心，這是在講開始的時候，我們不要有惡念。那之後，之後是

不是要不思善不思惡？是不是要當下圓滿？是不是無住生心，不著相？那個時候這個道

就轉了，那個道就轉了。所以這一段六祖惠能就說了。 

那我們補充一下，古德有講，古德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念

佛的人這一句都耳熟能詳。對不對？所謂相應的意思，是相應什麼？相應即是相應覺性，  

也就是覺性，也就是空性，也就是實相，實相無相，它不是語言文字，所以這樣就是叫

相應。這個一念相應實相，相應清淨、空性、正見，這一些就是覺性的啟揚，這個是不

是就叫相應念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如果是念念相應的話，你既是安住，是法身常住，又遍一切，又報身圓滿，又應化

於相應的這個時段，跟這一界的眾生，跟這個的眾生相應而示現給他看，是不是在當下 

才是覺跟行都圓滿？這個地方所以要轉，要轉，能夠相應，處處皆佛心，也沒有一處不

具足清淨自性。 

那說：「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如果你只是知道布施供養的話，得福

無邊，福慧兩足尊，所以我們福一定要積得足。你這樣，當你想要福積得足的時候，你

只是看到福，其實你在布施供養的時候，你只要能體會，你自然有福，福是不用嘴巴去

特別講的。很多人他在修行過程裡面，會有一個偏重的情形，這些大小邊不均的情形，

因為他心裡就想：「啊！這不用做了，這世間人，哪裡還用得著我！」那你就掉了一塊。

對不對？我心裡懂了就好，那我都懂，我都懂。懂是懂在你家，這個是一個想法而已。 

這個上面呢？布施就是檀那（ㄋㄨㄛˊ），有的唸檀那（ㄋㄚˋ），那布施有分財施、

法施、無畏施，如果瞭解布施供養，得福無邊，那以後積這個福，好好過日子，總是要

來修行比較容易。其實這個地方就要講，六祖惠能大師的這一段，其實相當的不錯，他

說這福無邊沒有錯，但是心中三惡元來造，但是如果是由心中起的貪瞋癡三毒而做的布

施供養，很抱歉！這還算惡的，相較於畢竟涅槃，這是惡的。先把它消文。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如果你以為好好的修這個福報的話，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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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弭罪業，這個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後世你來生來世得到這個福的果報的時候，你

的罪還是沒有滅。很多人是怎麼樣呢？我修福，我現在很窮，生病得很嚴重，趕快趕快

去布施。這個是什麼？欲以後果滅現果。是不是這樣？生病得很嚴重，趕快趕快，我要

趕快去捐助，讓人有藥吃，捐助一輛救護車，然後幫助很多人，這樣我的病會消除。是

不是欲以後果滅現果？是不是這樣？其實時間也沒有弄清楚。那你說現在生病不可能有

救了，病就讓它病，現在做也沒有效，這樣也是很愚癡。所以一個是愚癡的以為時空可

以錯置因緣果，一個以為錯置因緣果。對不對？那一個以為反正了無生氣，無可救藥，

救人有什麼用？因為那個果是未來的，現在用不到，有的人，就這兩種都是錯誤的，我

們慢慢解釋。 

你現在如果果真有因緣業報，果真有因緣業報你在生病的時候，你要慨嘆過去還慨

嘆未來？回得好，有個同學說：「現在。不用想過去，也不用想未來。」我們要知道他

過去有因有緣，他現在有果。我們又講過很多次，你果你就是要接受它。你接受它，就

不要恐懼顛倒夢想，可是當下該怎麼處理的時候，就是去處理。那現在這個果，會不會

就是很嚴重的，會延展到未來？你不要起太多的未來期待心，那是不是你就安住在現

在？那安住在現在就知道，緣起性空，我現在是執色法，所以執色法即成就心法。所謂

心色二法，這個法就綁住我的五花大綁。對不對？這個大綁嘛！ 

如果說我這個當下放下，知道緣起性空，那知道這個因緣法，因緣法它其實它是過

去的無明所造，那無明是幻相。這個過程裡面，我當下是不是能夠知道它畢竟空？它沒

有一個可以永續這個樣子。當我知道這個緣起性空，畢竟空的當下，是不是就能夠證入

清淨的覺性、空性？不在色法的結構起心法，那起心色二法就五蘊了，色受想行識了，  

就心色二法。所以你在當下的這個才沒有罪性，那你沒有罪性的過程，你會不會如法如

律，隨因緣去處理它。會不會？會呀！哪個人不會，是會的。可是在會裡面，並沒有很

多的這種期待心，預期的心態。 

我們再來舉例前面，前面說我現在生病，這是我過去造作太多的惡業，殺人放火，

殺業太重，我如果沒有這樣好好的迴向，我如果沒有好好去布施救那些人，我這不得了

了，我這個是沒有辦法結束的，這時候你起的心，是不是有心、有念？這個念架構在哪

裡？我要好好的做，我來生來世都不會生病，其實是小貪，這個叫三生冤。這個經典，

大慧普覺禪師他有講三生冤的故事。這樣我以後不得了了，這裡的人，我就要大量的去

幫助人家，那我來生來世，這個平復的動作，總是得到了一些平緩。那跟他這個有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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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想法存在，三惡元來造，有的人布施、供養，其實是因為他某一種道理，跟某一種

自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