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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4》 

             印可法師宣講          

這個三生冤的故事講一下，這個大慧普覺禪師他就開示，他就開示：「第一生，作

癡福，不見性。」上一次所說的那種福，是不是作癡福？愚癡的癡，是不是作癡福？是

不是作福？是，可是夾帶著愚癡，不見性，他沒有在自性上面，把那個清淨現前，他沒

有辦法看得懂因緣法。好啊！我來掃這個狗屎，我知道，這個是環境裡面。所以掃了狗

屎之後，我再來跟里長講，我們開個里民大會好不好，我們來佈達這個衛生的理念，我

們共同來約束一下養狗的人家，那我們如何讓社區更好，全民更好。這個上面是不是就

是無是非？是不是你本身作福？是不是又有覺性，又有辦法，又有教育在裡面？那如果

說你不是，像剛剛講的，是不是叫作癡福，不見性？這第一生。 

第二生的答案呢？「受癡福，無慚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二生，來生來世

的時候，你可能環境很好，都有人主動來你家打掃得很乾淨，四處你可以請好多人來幫

你打掃，你也有福報。那環境裡都很好，這就是我賺的錢，就是要請人來，這個就叫做

互惠，我給予他工作機會，這就不慚愧。知道嗎？然後不做好事。有的人呢？有的人自

己環境好，可以很多人來幫你，這個時候心裡沒感恩，也不知道慚愧，那言詞上面還非

常的苛刻。一向作業，還拿自己的福報來差遣他人，這是造業，這是第二生。如果你不

見性，不知道清淨，這個有所得的狀態，第二生就這樣子。 

第三生呢？「受癡福盡，不做好事。脫卻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好恐怖喔！

他說第三生，你受癡福，福用盡了。當你福用盡的時候，你已經習氣使然，有的人有錢

會仗勢，你知道，會仗著自己有錢有勢，那不做好事，等到這個臭皮囊，因緣結束的時

候，入地獄如箭射，就像射箭一樣，咻！就下去了，這叫三生冤。所以我們說積福，布

施供養福無邊。如果心中有三惡，有三毒來造作它的話，古德云：「人天福報為三世冤」，

就剛剛講的。所以以為修福要來滅罪，你到後世三生冤。福，有，享樂了，罪還是在的。 

「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真懺悔。」所以應當要除卻事相上的那種內心的雜染

想法。有事相上該圓滿就該圓滿，除此以外還須向心內，除去造罪的一切因緣。所以我

們外相上該圓滿，是不是該圓滿？可是你要讀到你的內心有沒有這三惡，有沒有這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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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如果有這三毒產生的時候，你是不是有束縛？你已經結構某一些你個別的認同，

所以這樣才是自性中的真懺悔。這個是跟懺悔的補述。 

同學！聽到這樣要想一想，有時候你會想，我做你家的老奴，當自己對家裡人不滿

的時候，就會跟自己的配偶說，我做你家的奴做了幾十年，就我跟你不是同一家，還做

你家的奴，我和你不同姓，常常聽女眾這樣講。這個男眾說，我娶妳是要做什麼？就好

像覺得娶了妳，妳是要來跟我算帳的。然後對於自己的子嗣兒女，就覺得我就是欠你們

多少，欠到死，你們吃定我這個老媽媽。這個都是某一種狀態之下，把你我的界別分開，

然後就覺得自己無窮無盡的受罪業，嫁到你家來，做你家的老奴，生了兒子，姓你的姓，

很多那個。這樣子就是一個心念，一念瞋，這個滅過去的所有善因緣。是不是？那沒有

功德，還燒光光自己的福，像這些真是冤，真三生冤。 

那真懺悔就是要清朗，這是舉簡單的例，所以每個人的起心動念之間。那我們再講

動機，你做這裡面是不是真的清淨？自性裡發展出來的，而很開心的圓滿的去做它，這

個才是真懺悔。那話說這三生冤，大家想有這麼嚴重嗎？那我們來實況瞭解一下。其實

一般來講，當我們生活是一種小康，就是一般性的，這個一般性的條件之下，你可能還

不會起很高的那種優渥，有的人有強烈的那種優越感。但你看你環境裡面的因緣，事實

上是如此，你如果是這個層級，你所處的環境，物以類聚，這因緣就會差不多是這樣子

的一個環境。但如果說你今天家裡非常的優渥，你的想法會不一樣。 

話說有一個所謂私立，現在有一個私立很有錢的私立高中，這個私立高中裡面， 有

一個小孩，有一個女孩，她是因為公立高中考得不怎麼好，她家裡的家長就想說，給她

送到私立高中裡面，可能比較嚴格，會有某一些計畫性的教學，就給她送去那裡，咬著

牙給她付很高的學費。她去到那裡之後才發現，唉呀！我們家好小家子氣喔！她就這樣

講。 

她說，有一天她有個同學生日，然後她就邀班上的同學去她家玩，她就跟著同學去

她家玩。她去她家玩，她發現她們家像迷宮，好大好大，房間好多好多，草坪好大好大，

她就覺得家裡那麼大，真的有一點大到不得了，這哪裡都是妳一個人，要不然就要有佣

人，這樣子，然後她就覺得很大。 

她就說，那妳住在這大大的屋子裡面，妳不覺得空虛嗎？她說，也不會啦！因為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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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了。然後後來她說妳們家這麼大，這樣子要花好多錢，要請好多人。她說，我們家， 

我們這一間是很小的，我爸爸還買了一個房子，是我們準備要搬過去，是這裡的兩倍，

這樣子。她就想說，不可思議，我們家才她們家的五分之一，全部的人來共享房間，可

是她家竟然是「另外一個家是我現在的兩倍」，車子開進去要走到大門，都還要好幾秒，

不要說好幾分鐘。對不對？ 

然後那個女孩子，她手上有的時候去到學校，她就書包一放，就把書包的東西撈出

來，裡面就有好幾種機，反正就是所謂名牌的東西，然後很多很多東西，反正就是富有。

所以她的心中她就覺得說，妳們怎麼褔報這麼好，這麼有錢？她說，什麼叫福報？她出

生就咬著金湯匙，她根本沒有聽過，她沒有聽過什麼叫福報跟業報，連這個福報跟業報

這兩個字，都不會出現在她耳朵。她只有聽說，今天要去哪裡吃飯，妳需要什麼東西，

就給妳買回來，這樣的意思。那吃飯也不用妳付錢，妳身上這個現金，只是為了要某一

種不方便刷卡的地方，所以才使用現金，而且一定有人替妳付費。 

那妳的環境裡面相處的人，妳有這些訊息嗎？沒有的。而且一煩躁的時候會罵人，

會罵人。這罵人裡面因為唯我獨尊，她哪有覺得她需要去做什麼事。她見過掃把，也不

用摸掃把。是不是？髒，也不用去想到抹布的問題，那你說這是不是第二生？是不是「受

癡福，無慚愧」？ 

現在慢慢的社會已經不談這些人倫跟聖哲，就是聖賢教育，已經不談這個迴光返

照，而只是在談這個社會的不公平，在談說我受的委屈，還是這環境裡面的這種不好的

情形，都學著要去抱怨，如果大人是抱怨的。那你環境裡面，你環境裡面就永遠只是那

個層級的東西。你問她們家的車子有幾輛？她說，什麼算幾輛？妳應該說誰可以開幾部

車？知道意思嗎？雙 B 的、賓士、BMW、保時捷。她說，妳今天到底要，妳要開哪一

輛？是問她說妳今天要開哪一輛？不是妳家有幾部車，問錯問題了。像這樣妳的環境裡

面，會去想要迴光返照那個心法的部分嗎？會去讀因緣果嗎？因緣果不會出現在她生命

的話題裡面了，不會，也不會有所謂什麼租金問題。 

那有的學生說，我們現在貧富懸殊是有的。有的學生這個父母要繳這學費，就很辛

苦去攢，甚至於要做計畫性的儲蓄，才能夠應付下一學期，甚至於他還要什麼補習，上

什麼大學，外面的住宿費等等。有的家境有多好呢？他這個暑假要上什麼樣的課，然後

有家教老師，哪幾課、哪幾課？是禮拜幾禮拜幾是排好的，為了怕家裡干擾他，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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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租一個套房給他用，一個月的房租是幾萬元，那個套房真高級。是不是？你說有沒

有這種環境的小孩？有啊！他有沒有罪？他也沒罪啊！我們老實說，他有沒有罪？他沒

有罪啊！有福報不是不對的事情，是說他能不能啟發，他能不能啟發那個覺性，因為覺

性是遍一切處，大家都一樣是有的。 

但這裡面，如果你只是為了要，回到我們的主題，你只是為了讓你的生活，是可以

高級享受的，那生活過得更好，設定在某一界，那一定能滿足的。我相信你只要因果論

聽了，你就那個因，知道要怎麼做，而想要得那個果，會有，這個是不難的。可是你後

世得福的時候呢？你內心結構了這些東西，你自性無法開啟的這些，等到你福滅的時

候，你罪還在。 

過去的人說：「富不過三代」。對不對？現在不是說三代，現在說不肖子孫，沒有說

一定三代，第二代可能就不肖了。是不是？因為你的價值觀，跟你的唯我獨尊。所以我

們不管如何，總要是聽經聞法，這上面福慧不是為了要修，而是你本身應該去做的，應

該圓滿的，而心中沒有功德想，沒有那樣子的較量，那才是真的清淨，才是真的懺悔。 

你有那樣子的朋友，就會有那樣子的說法跟做法。你今天說，唉呀！我們節省一點，

不要去吃那個，這便宜，他會覺得你好奇怪，你為什麼要這樣苛刻自己？你為什麼要這

樣苛刻自己？有些東西不是他的世界，所以你到某一種環境，就會有那個緣，會讓你看

不到另外一個世界。那你體會到的，可能你偶爾會去體會到某一些精神上的困擾，那可

能是要經過很長期的這個變化之後，環境裡成長之後，可能有婚姻情感上的問題，那或

許有事業上的就是存在的壓力、競爭，所以才會感受得到。可是那個時候，如果只會學

會抱怨，那很恐怖，對不對？那很恐怖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積聚的福報，而不想修這個慧的話，那福享盡的時候，是沒智慧的。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真正你有那個福報，跟有那個智慧，你有那個智慧才能享

福。所謂真正的福，是你內心有滿足，就是你有知足才叫福，不是在講這個物質的擁有

叫福，這樣定義這個福就太淺了。那你只是叫做富，但是是貧。所以真正的福的話，你

要內心是知足的，那你在這是平靜的，這才是福。這裡是沒有把它強調這個，只是在講

世人不瞭解，只想修福而滅這個罪，其實這樣是不夠的。一定要看到你自己內心，還有

攀這個緣，不要造作這個罪的緣。接下來下一段的無相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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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這裡面講，如果你忽然之間體悟到大乘，這才是真懺悔。那你想說，那什麼叫大乘

才叫真懺悔？所以這個突然，忽然之間體悟，因為大乘就是講自度度人。那你要覺悟，

幫助眾生覺悟，這個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這樣的心量，這樣的心行，這是無比的平

等而至善，那當然就滅一切罪了。如果你有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心，根本就沒有敵人。

如果給你逆境的，你覺得那是罪嗎？以大乘佛法來講，那是罪嗎？不，那就叫忍辱跟精

進的現場，那就是應該覺他，就是應該覺他的現場，它就不是叫做業障。 

那你如果自己看不懂，這個上面有痛苦的時候，就發現這就是自覺的時候了。是不

是要上求佛道，開智慧的時候？所以這個所有的逆境跟現況，也就是因緣，讓我去覺悟

的時候，所以這個因緣也就不是業了。過不去都叫業障跟魔考，過得去這叫逆增上，解

釋不同而已。那同學我們是逆增上還是魔考太多？是魔考太多還逆增上太多？過得去就

是逆增上。 

你如果在逆境現前的時候，就知道這就是覺悟的時候，你就這樣修一定會悟的嘛！

因為每一個現前，就是覺悟的時候，你一定會朝覺悟上面去走。如果每一個現前，都是

業障的時候，你當然就是業海無邊，你解釋它就是如此。對不對？就報嘛。所以「忽悟

大乘」，是不是就是真懺悔？ 

大珠慧海和尚，他上堂的時候就有人問，有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

我一心這樣修道，過去的業障能不能消？師曰，這大珠和尚回答：「不見性人，未得消

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他說你沒有見性，哪個性？清淨、空性、實相。他說「未

見性人，未得消滅」，因為那是伏、壓，你東西還在，在那個意識裡面，這個東西還是

悠悠的存在。他說「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徹入佛性，畢竟空，圓滿一體三身，就

好像慧日照虛空，這個霜雪是溶化了。 

他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山，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

他說見性之人，你看到你過去累積的所有的一切猶如積草，就像稻草，積得如須彌山這

麼高，可是你只要智慧一觀照，因為過去無明是無明，無明是幻相，只用一星之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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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點點火，叫智慧的火，智慧的光芒，業障如草，智慧如火，嘩！就燒掉了。所以見

性之人沒有業障，不是他沒有逆境，是他沒有業障之感，他沒有業障之感。 

曰云，他又再說，就有人再問：「何得知業障盡？」那我們怎麼知道業障盡？問得

好，這個大珠和尚回答，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

時。」他說現前這個心念，怎麼知道你業障全消？當你現前的這個心念，前後都看得明

白，前後是不是因、緣、果現前？後面是不是該圓滿？提起正念該圓滿，他應該怎麼走。

所以他說：「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緣起現象，「猶如對見」，就好像對面在我跟前，看

得很明白。「前佛後佛，萬法同時」。在過去的佛，所有的一切諸佛，後面的佛當下，所

有眾生都看到佛性，那這個也沒有時間觀，這個萬法同時，所有一切萬法在當時都明白，

這個叫做業障盡。 

我們眾生痛苦在哪裡？未知，我們就是在那個未知的迷惑中，內心就會產生很多晃

動的揣測。如果一個見性的人，他在看自己的過去明白，看現前明白，也就不考慮未來。

你現前的明白是不是因緣？裡面你該做些什麼事，你不會有未來心。可是那個未來心依

這樣，事實是依這樣，他自然就那樣，他就自然那樣。那我們眾生就是不依現前應該怎

麼樣，期待於未來怎麼樣。所以現前不甘願，未來不滿意。對不對？所以你會惶恐，「我

這樣做未來會這樣嗎？我這樣做未來會這樣嗎？」你都是假設未來，所以想要這樣做。

如果你都不假設未來要怎樣，你現在應該怎樣，就是這樣去做，看得很明白，那未來你

要深觀因緣法，是不是就是自在？ 

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這個大珠和尚講，所以一念，

知一切，知一切法，這個就是你當下修行的道場，當下也就成就一切智。這樣聽起來有

沒有，嗯！原來忽悟大乘是真懺悔？對不對？ 

永嘉大師有講，他說：「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

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一樣，如果我們覺，我們覺悟了，

「覺即了，不施功」，也就是他沒有動念，所謂功德相，所謂福報等等的這些，那一切

有為法就不瞭解，一切有為法，它就是不覺的狀態，覺錯誤了，有造作之心叫有為。所

以住相布施有生天之福，沒有錯，但是終究後世得福，罪還在嘛！所以他講猶如仰箭射

虛空，因為你還是有相，你有相，終有墜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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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以人天報，為什麼有的天界之後，直墮地獄？因為如果你在做某一件善事的

時候，你會唾棄惡人，有的人他那種善惡是很強烈的，善惡心非常的強烈，是非心，老

實說其實就是是非心。這種人可憐，沒幫助他怎麼可以？這有夠可惡！為了他的可惡，

我要完成我的完成，所以我幫助他。所以我做善的時候，是不是內心其實起一個惡？那

你善惡兩個是不是都有？你善報先受完了，是不是你那個一念瞋，跟唾棄惡人，是不是

會讓你下地獄？你還會跟這個人吵架，結構了惡緣。我跟他結了善緣，跟他結了惡緣。

記得！不結善緣，不結惡緣，那才是真法緣。是清淨隨順一切，而要結畢竟成佛的法緣，

不是為了結善緣跟惡緣。善緣跟惡緣是迂迴，那個迂迴，在那心念裡來往而已。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改往修來，除去邪的一切雜思

雜想，這個身口意，然後所有一切行是正確的、無誤的，那也就沒有所謂的罪業。 

那我們就是有過去心，業障的包袱。所謂業障的包袱，從哪裡讀得到過去業障的包

袱？就是現在讀的，都是現在在讀過去的包袱。你如果轉現在這個心，你就知道過去大

家都有包袱，那包袱不用強調，我並不是說沒有包袱，因為大家還沒有成佛。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業障現前？但我們要轉那個念，這個業障是有，沒錯，但是過去不可

更改，所以你現在是不是就要圓滿？你接受它，你從它而覺。 

但是業障的讀法，是就於我們有善惡、好壞、順逆這樣的時候，感受上，所以我們

來講業障。但是這個業障，你現在感受到我過去可能有很多的不對，所以我現在有很多

逆境不順遂，這個我的業。這個時候不要被業卡死，不要被業卡死，那你應該提起清淨

的正念，該圓滿就圓滿，發願，有意願去做所有的事情。這上面，那個罪業的感覺就不

一樣了。 

那現在正在造作，不要用心意識，這很多人現在正在造作的心意識，一直在結構在

結構，解釋它，到未來一定有他的果報，就有那種業的果，就有罪。如果你改往修來，

現在看到過去的不對，那就到此為止，前面所講的，要改往修來。那你每一個當下現前

的時候，清淨圓滿它。 

其實過去的罪業跟現在的造作，很容易分辨，我們有講過，回去自己感受看看。過

去的罪業造到現在的時候，你會有無奈跟痛苦的感受，那個就是過去的業報來的，因為

你現在的果裡面有苦受。那你如果現在緣起之間，隨自己心意識在造作的時候，你沒有

苦受，你就隨自我意識，這個事情就是該這樣子，就很理直氣壯，然後用自以為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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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來決定於所有的一切，一點都沒有就全面觀，他是一個切一塊，切一面，一個面

向自我解釋而已，這個就是造作。這個上面，心中已經有主觀意識，那個法執現前，你

主觀解讀跟主觀意識。所以這樣會分？ 

今天看到一件事我很生氣，那是跟我沒有關係，不過我就是愛管閒事，所以我就說

一定要怎樣怎樣。這種想法跟這種說法，聽起來你是正義之士，你也可能是古道熱腸，

那你也可能是豪傑一個，這個上面的立論跟言行，其實是造作。如果你果真是清淨中，

你今天看到一件事，該怎麼樣你就怎麼樣，該說些什麼，該做些什麼，你就做什麼，這

裡面就沒有結構內心的，內心的這所得，這個就是無罪，你也沒有福罪之想。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所以修學佛道，就是恆常要在清淨的覺性

上面，在所有一切發生的現前，起觀照，這個般若的實智，時時現前，此為菩薩修因，

他所證得的解脫，也就是覺跟行具圓滿，那就是與諸佛同一類。《永嘉證道歌》裡面還

講：「恆沙諸佛體皆同」，這個很多很多的大德都講同一句話，悟了就是悟了，佛跟眾生，

心、佛、眾生是不是都一樣？那我們就是不知道的人，就揣測很多。 

他說：「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我，這六祖惠能大師說，我的師承、

我的傳承、歷代的祖師、歷代的諸祖，就是傳這個頓悟法門。這個頓悟法門呢？就是從

我現前一念自性這個地方起觀照，然後泯除他的所有的雜碎的，所謂的真假善惡。普願

見性同一體，最主要乃是希望這個法門宣揚，弟子們各個能夠懂得如何去觀照，使用這

個法門，各個莫要心外求法，能夠見自本性，也能證得跟十方諸佛同一體性。消文就這

樣，很簡單。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如果你懂得佛之真身，就是指法身，如果

大家想要看到自己的清淨佛性，有一個清淨的法身，那麼就應該照著這個法門裡面這樣

教導，離諸法相，要離諸法，別相雖殊，所有一切就別相是各個不同，但是其性無別，

它其實就是清淨的。所以你心中如果留諸法的各別相狀，自我意識去解釋它的一些情

緒，如果你有所執於心中的話，就應該要滌除掉，就是要照破。「除真除妄，即見佛性」，

這是這一品前面的一句經文，所以你有真跟妄的相對，比對的時候，其實還是在二分法。 

說到這個同一體性，《華嚴經》裡面世尊講，世尊講一段經文，唸給同學聽。世尊

講：「佛子！如來大悲一味之水，無有分別。」如來的大悲心遍一切，這個大悲水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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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的，沒有說我對你悲一點，我對你少一點，沒有的。「以諸眾生欲樂不同，根性

各別，而起種種大智風輪，令諸菩薩成就如來出現之法。」祂說眾生因為他的種性，他

欲求的方向，所有的一切，有諸多不同的相狀，各別嘛，所以如來就起相應，種種的大

智風輪，就是現前的智慧，如風偃草一樣，大風吹過。那這個時候就是相應眾生說出這

樣的法，這個菩薩看到諸佛如來的展現，也學習嘛，所以「令諸菩薩成就如來出現之法」，

也讓菩薩他在學習的時候，因為透過學習，體，這是體，透過學習也能夠自我發現，而

湧現如如來出現的這種萬法。 

「佛子！一切如來，同一體性，大智輪中，出生種種智慧光明。」《華嚴經》裡面

又講，佛子啊！一切如來是同一體性，諸佛無不同，你說釋迦牟尼佛是不是無量壽無量

光？是啊！祂在《法華經》不是這樣講嗎？是不是？然後這個阿彌陀佛是不是無量壽 無

量光？是啊！哪有一尊佛的智慧少一點，祂光芒短一點。當然要介紹給你這尊佛的時

候，就講無量壽無量光，因為你相應。所以「大智輪中，出生種種智慧光明」。 

「佛子！汝等應知，如來於一解脫味，出生不可思議種種功德。」這個佛子應當要

知道，如來就是從這樣的解脫裡面，出生不可思議的種種功德，所以我們跟如來是一樣

的。同學！我們沒有種種的智慧跟種種功德，就是因為我們現前一念，鎖綁在自己的貪

瞋癡跟意識形態，就是這樣而已。放掉這個，就放掉這個，你就會遍虛空，遨遊十方諸

佛淨土，就是這樣。所以這一段很簡單。 

他說：「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這個就是要精勤的，要自悟自證，這

要自己做功夫的。莫悠悠，莫要隨世緣習氣悠悠忽忽，悠悠的意思就是閒暇，安閒自在

的樣子，這個安閒自在是屬於一種自己受自己的思想，自己要營造出來的那種安閒自

在，不是所謂解脫的自在。 

很多人說，喔！我感覺我修行很不錯。我前一陣子還聽一個人說，我都沒出門，我

修行還真不錯。這個聽很多，他真的沒出門，我都沒有攀緣，我覺得我修行很不錯。我

都沒有攀緣，對不對？吃我吃的，睡我睡的，做我想做的，做我自己的功課，你當然是

與你心中的佛相應，這尊佛只專屬於你。如果出去看到這個世界，下一句不好意思講，

叫做反彈。出去看到這個世界，紛擾、是非，慨嘆慨嘆！穢土也，回去在自己的佛國淨

土。你說他修行好嗎？就是住在自己的窩，雞窩狗窩總是窩，就是窩在自己的窩，舒暢，

這叫悠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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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說修行人，你躲在家裡，真的修行好，真的修行好，能度化眾生嗎？能看到

一個眾生嗎？看到那個眾生，心中即起了世界，所謂的地獄天堂之別，凡聖不同居。是

不是？這種對立的想法。後來這個人他說，我以前覺得我修行很好，那我也深入經藏，

我自己讀就覺得這個我都懂，這個我都懂，這個我都懂。讀一讀就覺得自己相似於佛，

這些智慧，我也能思考，這叫相似般若，其實都不是自己的。後來呢？出去了，出去外

面，外面的世界怎麼變得這麼恐怖，就好像他有斷層，世界變得這麼恐怖。 

後來才發現呢？別人的一句言語，只要一接觸的時候，他心中就開始起了這種不一

樣的味道的東西出來。他想說我修行到底哪裡去了？他懷疑，說我修行到底哪裡去了？

這世界真的不能待。到底是我修行哪裡去？還是這世界不能待？哪有在在處處自在解

脫，根本就沒有自在解脫可言，那個是在消費福報而已，假想的世界，化城，住在化城。 

有一天他突然很失望，他說我怎麼了？諸佛菩薩！我都照祢說的，我都照祢所說的

戒這樣持，我都照祢這樣說，做功課、迴向，怎麼？怎麼搞的？人家說些什麼的時候，

我為什麼心不能平靜？我明明知道這是虛幻，可是幻在我的心中卻變成真。那到底什麼

是真？於是他就開始自我懷疑。自我懷疑之後，就想在在處處，原來他在家裡是在在處

處，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自在，出去之後，這個所有一切與我不相容，這個時候才發現

自己有問題。 

終於發現自己有問題，去找了一個法師對談，這個法師看到他，就一下說：「阿彌

陀佛！你住在那裡很久了。」不是說他是阿彌陀佛，意思是說他住在這個虛幻虛擬的淨

土很久，那還是年輕沒生病，還是有所謂祖上有德，有一些財產可供使用，他不用跟世

界交流，住在那裡很久。那法師說，你從頭來過吧！你出去跟大眾一起生活，看你能去

做些什麼事？參加什麼樣的活動？你能夠無我的在所有的一切裡面付出嗎？你能夠內

心沒有設立很多的自以為的身分，而融入在其中去圓滿嗎？你是不是能夠不思善不思

惡，而自己全善而無惡？ 

他就學著出去，走出去看看，滿身傷痕，見真章就是這裡。對不對？所以有的人說

想做義工，可是做一做覺得世界實在是黑暗，那有的人是沒有一個地方覺得是可安然

的，其實就在那個心，就在那個心。眾生總是要計較分別，諸佛不跟你計較，誰贏？那

佛的願力是遍一切處，眾生是有所方向，有區隔、有範圍，誰大？是不是？那我們心中

的數量，有的人心中只能放個個位數字，有人十位，有人百位。有人他發願的時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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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無量無邊，可是回到現實，就是你，我現在不跟你打破那個城池，放不下眾生。有

時候在發願的時候，唉呀！願力寬廣，真是你看到他生活面裡面，他一點都容不下，這

個裡外不一。 

下一句，「後念忽絕一世休」，如果以世俗的解釋，如果你還這樣安閒自在，渾渾噩

噩，這個下一口氣接不上來的時候，此世即告一個段落，那你真的到哪裡去不知道。那

另外以佛法上來解釋，我們眾生是不是有前念、今念跟後念？那如果你能斷相續心，坐

斷三際，就是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的那樣子執迷，那種內心的結構、折磨跟要

求。照徹十方，佛性就顯揚。所以這一句呢？如果你是悠悠，那後念忽絕一世休，往下

一個輪迴的現場報到去也。是不是？那如果你會修，前念跟現在現前的一切，不再有念，

斷相續心，是不是後念忽絕， 一念不起全體現？所有一切的恩怨，世間的所有一切，

一貫的這些就大歇息了。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所以如果要悟得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這

個大乘，如果要悟得，因為大乘佛法即是一佛乘，也就是成佛的一貫的路，所以得見性，  

你就得在自性上面做功夫。那這個呢？這要虔恭合掌至心求，身心要端嚴，恭敬誠心，

而在自己現前的這個心的心念，在所有一切裡面，在這裡做功夫，這個求，不是說我去

求得那個求，而就當下的道場，跟所有的一切，就在這個點上面。這個就是六祖惠能大

師講的：「吾祖惟傳此頓法」，這個就是頓法，再講一次。對不對？ 

一乘菩薩修因嘛，後面自然是證果。那因在哪裡修？所有現前的一切裡面。色法裡

面是不是要圓滿？也是自利，也是利他。心法裡面是不是自覺？在利他的時候，是不是

也是覺他？如果你用清淨心，在圓滿的時候。所以所謂自利利他，是講物質現象，因為

他有利益，就是眾生沒有損害，有所助益。所謂覺，是不是在講精神層次？所以這是一

個自性的法門，這個結語很簡單。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

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這個時候惠能大師在這裡的開示已經圓滿了，他就做了結語。他說各位善知識！我

以上所說的這個無相頌，就是要大家，你真實的誦念，牢記它，重要是實踐它。要依此， 

依照這樣來修行，做功夫，你功夫純熟了，言下見性，就一定會在那個當下，見自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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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個我們要相信六祖惠能大師，這個真的要相信他，我們就好好這樣做，你

這樣練習練習，一次、兩次，不要灰心。我都照這樣做，我怎麼沒悟？因為你在等悟，

這還一念？是不是？你應該就這件事我明白了，就這樣子。你明白了，是不是就悟得當

下這一件事？是不是有悟？那你就是一直這樣，每件事都很清楚，總是會有大徹大悟的

時候。那你如果還有到底悟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說實在得了幻想症，那個就是一個造

作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