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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6》 

             印可法師宣講          

《大般涅槃經》：「如大火炬，但行文彩，即屬染汙。」 

它說我們這個修行，你要真的安住智慧當中，而不是語言文字的表相。安住智慧當

中，大智慧的人，他如同有一盆大的火一直在燒，你只要有任何的煩惱，任何的現象，

任何的東西丟下來，他全部都可以把這種染汙的東西一併燒掉，就不會再氾濫延展下

去。所以它說：「但行文彩，即屬染汙」。如果只是著重在這個語詞，在這個所謂曼妙的

四句偈，或是我們背誦的經論裡面，那這個是染汙，所以這個就是眾生在著這個所謂文

彩。 

這個洞山悟本禪師，他的語錄裡面就講了這個，開示的時候，他說： 

「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 

這很明白，有如恆河沙這麼多，說要探討，說要學佛的人，為什麼無一悟？為什麼

在學習的過程，在找到一個徹底去悟開的那麼難？「過在尋他舌頭路」，他的過患，他

的過失，就是一直在追著、追著、追著佛、大德所說出來的東西。舌頭路就是他所說出

來的語詞，抓這個語詞不放，這個語詞是指月之指，沒有錯，是要指導我們的，是拿來

用，不是拿來背，差很多了。你拿來讀，拿來背，數他人寶；拿來用，才能體得。所以

他說：「過在尋他舌頭路」。 

後面這一段講得很明白，「欲得忘形泯蹤跡」，如果你要生心，這些心意識、心所，

這個心王、心所，要能泯蹤跡，不在意識造作裡面，尋著過去的這些路線，這些所有點

點滴滴，你要真的能放下，真的能消融掉。「努力慇懃空裏步」，那你就要懂得基本原則，

就是你所有現前一念裡面的雜雜碎碎的這些東西，你要努力慇懃，踏向虛空，「空裏步」，

不要在這上面，著在上面，黏縛在上面。「你看他都對我怎樣」，你只是在感覺你的感覺，

跟他對你怎樣那個事相上，你為什麼不能空裏步？這件事情我有我的想法，你是住著了

你的想法。這個東西好不好吃，我喜不喜歡；你在品味著你自己的品味，這是不能夠見

清淨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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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後這一句，什麼雜雜碎碎進來的東西，知道如何讓自己不要念念相繼，講得

是雜染念，要真的能斷相續心，能真的從中去知道「自性本清淨，本來無一物」。那不

要怕呀！這要空裏步，對不對？要踏向虛空，踏向畢竟空，這東西為什麼還要拿著不放

呢？ 

說著過去我個人在修學上一點小小心得，給各位參考。以前就是年輕的時候，總是

要把所學的，說句好聽，在社會上負一點責任，回饋。應該說，老實一點說就是為了賺

錢，這樣說比較實在。對不對？想要賺錢養活自己，糊口，糊自己這張大口，是吧？那

真正覺得這個世間很苦，人總是有情緒、有想法，這麼多想法跟情緒，這在玩什麼遊戲？

後來我就聽說佛法裡面的三個字，這三個字就非常管用了，這三個字叫貪、瞋、癡。 

每天晚上就寢之前，就會掃描一下，我今天還留有什麼東西，我今天還有沒有什麼

一點點味道，那個味道不是聞得出來的，意思就是說有五蘊的東西。有形嗎？有相嗎？

閉上眼睛裡面還有圖騰嗎？心中有感覺嗎？這個時候有那個感覺就可以讀出了，就是七

情六欲、喜怒哀樂、憂思悲恐驚，反正什麼都可以讀。聞到了，喔！這個東西怎麼來？

愛自己，以前就是太愛戀自己，把自己捧得好像水晶，自己是唯我獨尊，就看到。再倒

推一下，為什麼？貪，原來就是貪。六根對六塵攀著緣境，就這三個字，很管用，每天

都看到自己是癡，癡，癡啊！好大的癡，愚癡，對不對？這個讀來讀去就是愚癡，真的

就是愚癡，沒有什麼好講的。然後情緒，嗯！哪一種情緒？就是快樂也是一種情緒，悲

哀也是一種情緒，自己對別人不對，我們這個其中的一種對立跟情緒，自我以為，那什

麼時候我才可以這樣，這樣，呼！對不對？很瀟灑，很用功，我的座右銘叫：「去他的」！

那個時候大家就看我，上面就黏了三個字，去他的。英文叫 「Let It Be！」 對不對？

有一首歌。 

好！就這樣子每天掃描，掃描，看到自己的貪瞋癡，再放掉貪瞋癡，告訴自己，生

命真的就是這個東西嗎？真的嗎？我敢放嗎？我能放嗎？我放得掉嗎？其實所有的人 

出現的問題是在第一個，你不敢放，不是你放不掉。因為你認為這明明是我對，我為什

麼要放掉我的對，你不敢放。你要堅持你的對，保有你的對；他的錯，處罰他的錯，其

實處罰自己而已。這重點是不敢放，不是不能放，因為習性使然，就要擁抱無限，那就

是我的價值，就是我存在，這是我的智能，這就我的地位。這算什麼？何必跟這些在計

較呢？於是這三個字：「貪瞋癡」，好一陣子就參這三個字，每天就是這樣，潔亮無比。

睡了！明天會不會醒來？那是明天的事，會不會醒是明天的事，但今天處理完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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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努力慇懃空裏步，小有斬獲。 

今天跟同學講，修行沒有什麼，但也是很大一個範圍，就是你怎麼辦。要嗎？敢嗎？ 

放嗎？有的人說，我不敢放，你的輪迴路那個鎖鏈，一環接一環。好！這些講清楚了，

我們再來回到經文七十二頁。七十二頁，所以這個無盡藏比丘尼聽了這一句話，真的，

因為六祖惠能大師目不識丁，他不識字，目不識字，然後竟然可以為他解說畢竟的法要。

接下來，就在這個地方發生了事情。 

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

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遯于前山，被

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

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這先講到這裡，這個當時這大家爭相供養他，那個時候有一個魏武侯，有一種說法

是叫做晉武侯的玄孫叫曹叔良，這個曹叔良因為在當地比較有權勢，他是侯的後代，當

然就是皇親國戚的，他跟一些居民「競來瞻禮」，就爭相前來這裡，瞻仰禮拜大師。當

時社會上對於學禪、學佛，其實還有所謂這個達者為師，當時禪宗大放異彩的時候，大

家知道達者為師，像唐朝我們不是有一個故事，公案介紹給同學，就是這個水懺，悟達

國師。 

悟達國師當他是沙彌的時候，十四沙彌說法給比丘聽，十四歲的沙彌就能登壇說

法，那表示是再來人。當然後面有發生很多故事，所以當時社會上傳著就是，得道者不

一定是耆宿，不一定是年老者，一些二、三十年的，不是這樣的，達者為師。所以雖然

他很年輕，居民競來瞻禮。 

那當時，「時，寶林古寺」，這個當時在旁邊，這個就是寶林寺的旁邊，這個城鎮就

在寶林，寶林寺就在這個城鎮的外面，這個寶林古寺，從隋末戰亂的時候，「兵火已廢」，

戰亂，遭兵火所波及，所以荒廢多時。那這個時候就感受到，唉呀！我們村裡有來這麼

一號人物，一定是一個徹悟本性的人，自性清淨覺，開發的人，開悟的大德，所以大家

就兜兜錢，大家一起來，「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在過去的寶林寺的這個地方，這個地上，

重新把這個寺院給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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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師居之」，也就延請大師安居在這個寶林寺，這個大師就住在那裡，總共住了

九個多月。「俄成寶坊」，沒有多久，該處就聚集了好多好多四方八達來的，四方來寶林

寺要參訪他的，要來讓他點撥的一些大眾。這個寶林寺呢？一時之間就成為一個名剎，

就是很有名的一座寶剎。「師住九月餘日」，這大師就居住在該處，長達九個多月的時間，

但是這消息會走漏，因為他才剛得道，對不對？那得道，走到這裡，就在這裡大放異彩，

這個消息一定會慢慢傳。 

一傳，當時的這個五祖的衣鉢，這個衣法南傳，不知道是誰，聽說有這個，有一個

年輕的，相貌等等又差不多，這些惡黨，要追殺他的人就來了，要搶這個衣鉢的來了，

所以「又為惡黨追逐」，這個時候消息遠佈，這些要殺害他的人追殺而來。說實在殺這

個人有什麼用？你拿了他的衣鉢，難道你就能登壇說法嗎？那是腦袋壞了，真的，這又

不是像以前那個武裝劇的武林盟主，當然他這也是禪林盟主，這真的是名利薰心，弄錯

了，不自在解脫的話，那些名利之累，這是地獄因。 

「師乃遯于前山」，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知道了，就隱身跑到它這個前山。它這

個是一個聚落，這個寶林寺建在這裡，一定前面就是有這個山，所以他就到山裡面去住。

那惡人，「被其縱火焚草木」，這個惡人來到這裡，找不到這個人，聽說他跑到這個前山

裡面的樹叢裡躲起來了，放一把火燒山，想要把他燒死，這真的是名利薰心，這個惡人

放火，焚燒林中的草木，就想說就可以把他燒死。大師呢？隱藏，「師隱身挨入石中得

免」，這個大師就隱匿，挨身就是萎縮著自己的身子，到這個石洞裡面去，才得免除被

火給焚燒。 

「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這不得了，他在那裡坐，現在這個石洞裡面的

石塊上面，還依稀印有著當時六祖惠能大師在那裡結跏趺坐，膝蓋烙著的那個痕跡，以

及他的衣裳，他的衣服上的紋路，「因名避難石」，那塊石頭因此之故，被稱做避難石。 

後來當然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記得五祖跟他說，你現在不是開始宣揚佛法的時候，

因緣未到嘛！你有一些災難。所以師憶，他就想起來五祖忍和尚曾經跟他說，「懷會止

藏之囑」，你逢懷則止，遇會則藏，當時有跟他這樣講。有跟他講，懷跟會，可以在那

裡止，可以在那裡藏身，所以記得他這個囑咐，所以他就，人家燒，燒了以為他死了，

離開了，他就一個人隻身的就離開，然後遁居，就隱遁在，「遂行隱于二邑焉」，二邑就

是懷集跟四會，就是懷會，隱身在懷跟會，就懷集跟四會這兩縣這個附近，就自己隱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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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在獵人堆裡面。獵人堆就居無定所，獵人也不會跟大家有很頻密的來往，就不容

易察覺。這個是六祖惠能大師所以進入獵人堆裡，到十幾年之前的這段故事。所以修行

者悟後就是這樣大放光彩，真正見真章見諦的，他不會因為環境的因素，而智慧就不見

了，因為那是本來的東西。 

這個場景要拉到六祖惠能大師，他不是到大梵寺講堂嗎？就開始，時大師至寶林，

是不是他落髮之後？落髮之後到寶林寺，然後到城中的大梵寺講堂去，所以這個場景又

要拉回來，拉回來，他後面度化很多來參訪的人，回到現在的時光。這裡談到一些記錄，

唸一段。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

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慧等持意，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

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這一段是他接引法海的一段公案這個記錄。這個法海呢？其實在《六祖壇經》，六

祖大師的《法寶壇經》，法海有註釋，就是有註解，當時他在六祖惠能大師座下，就是

把這些都有記錄下來。 

先介紹這個僧人，他的名字叫法海，這個法海是韶州曲江人，就是現今廣東省曲江

縣，這個記錄者在他第一次來參見六祖惠能大師的時候，他就問大師了，即心即佛是什

麼意思？那即心即佛是什麼意思？願大師您來為我點撥點撥，明示一番。 

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前念不生即心」，前面的，你此時此刻之前的念頭，不

會延續著在這個時候生起來，這個就是即心即佛的心。「後念不滅即佛」，之後我們現前，

不是現前的所有緣境嗎？現前緣境能夠產生正覺，而當下能夠大機大用，該如何圓滿它

的這個正覺的念頭沒有消滅，就是佛。成就一切的相就是心，這個是不是在講可以用？

能夠成就一切的相，相就是在講事相，這個是心。而完成之後，「離一切相即佛」，能夠

離這所有一切諸法事相等等這些就是佛。 

如果，「吾若具說，窮劫不盡」，我如果要具體一件一件來為你舉例，詳詳細細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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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窮盡千萬劫也沒辦法說完。因為每一個人生命的現場，每一個人生命的現場，在緣境

緣境的一個因緣當中，緣起緣滅，在這所有一切，你無法去遏止消弭它。記得！色法不

可滅，所以這只能告訴你，基礎上你把握這個原則。 

當然這個法海一定是做了差不多差不多的功夫，所以他聽完他後面的偈頌之後，他

就悟了。這悟了，因為這個法海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一定就是在參自己起心動念，這

個無明惑起，這個念起的時候是如何把握。六祖惠能大師就為他說了一個偈，他說：「即

心名慧」，每個當下的這個一念，這一念具足一切，了知實相，這個就是慧。 

當然我們在所謂的智慧裡面，我們講聲聞的慧是一切智，這是空的智慧，聲聞、緣

覺；菩薩的智是叫道種智，就是所有一切，明白它的辦法，它的因緣；而佛是一切種智，

空的道理，畢竟空的道理，跟它所有一切因緣法的結構，它的來、它的狀況等等，要圓

滿的，一切完全具足圓滿，所以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那這裡講的這個慧，其實

就是在講你這一念心性，一念之間，具足一切，了知實相，這個實相是空相，「即佛乃

定」，這個也就是佛的意思，也就是安住在無漏的定當中。 

「慧等持意，意中清淨」，這樣的狀態之下，就是自修持，這就是自修持的過程，

內部，這在講，因為他問即心即佛，他在問他，他就告訴他，你要這樣做。「慧等持意」，

定慧等持，持意是清淨的，了了見性，你所有一切是安住在清淨當中，你沒有前面的，

沒有前面的影像，沒有前面的。我們眾生是念念如瀑流，前面的境界，你就開始有想法

等等，其實這是一種解釋，認知之後解釋出來的東西，這是一種了別，了別的功能，也

是一種分別的東西。所以當你對於每個當下這些具足，那定慧等持，在每一個狀況當下，

了了見性，這個就是即心即佛。 

「悟此法門」，你要悟入這個法門的話，回過頭來「由汝習性」，就是由你現在所有

意念中的運作，你的習性中去反觀。同學！講到這樣很明白了，你為什麼不悟？因為什

麼？習性使然。是不是這分別見？牽牽扯扯，糾纏不清，就是這樣。他說：「即心即佛」，

你這樣從你自己的習性，你的每一個當下，你現前的一念，是拿著過去的影子，落謝之

後的這些東西，一直在串聯，串習到現在。「用本無生」，這個要講「定為慧體，慧是定

用」，你真的大機大用的時候，它就是無生滅，體用一如。「雙修是正」，定慧等持，就

是它正確的辦法，這樣是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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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法海聽到之後，「言下大悟」，因為這個法海一定是在串聯前念，就前際，現前

一念跟後面的心思的這個上面如何拿捏，他已經能夠覺照到自己的起心動念，跟這個起

心動念帶著前面的概念為他的基礎，而來思量現在，跟對事情有一種理性、習慣性的判

別，他已經能懂得心意識運作的大概的模型。所以他問這個，六祖惠能大師是告訴他，

你當下是切斷前後際，這個即心即佛。這個時候呢？法海言下就大悟，所以作一個偈，

讚偈來回覆來表達。 

他說：「即心元是佛」，原來每一個當下現前這一念，它裡面的內容，裡面所體悟， 

裡面所看到的實相的這個，就是佛，其實覺性就是在講佛性。那我們所覺的內容，它的

圓滿，就是在講，這個就是佛。「不悟而自屈」，眾生就是不明瞭，不能了悟，而攀附在

緣境上面，其實是自己把這個路給弄擰了，而自己把自己弄不明白，自己彎曲了，給自

己曲入了，曲解了。 

「我知定慧因」，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定慧是為成佛之因。「雙修離諸物」，要等持

定慧，方可離開一切的境界。因為我們眾生，如果你是靠著這些所謂經論而小有體悟，

其實那個叫解悟，大家都知道，這個是解悟。那你靠著你解悟，另外這就是一種法執，

就是一種知見。用這個知見來評斷世間所有一切，其實是見聞覺知。你要瞭解經論所談

的，不是教你評論，而是教你在現況中，現前的某一切，直接在這現前中，以清淨的覺

照心，而不以知見來斷定它。這個狀態，前面的知見才是指月之指，你當下安住清淨這

個覺性當中。 

所以當你不動無明而覺照的時候，不是用知見來解釋它，這中間的作業，其實就是

這麼簡單。你不用拿那些影子，那些東西來解釋這個。我們人是不是太愛解釋？人笨就

是笨在這個聰明上，這個聰明是假的，就是拿過去的意識裡面，儲存的這些東西作基礎，

就是這個麻煩。這上面的定，當然是無漏的；這上面的慧就是清淨的，沒有過去的種子

習氣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地方我們再詳解，剛剛的是所謂消文。這個地方講「慧等持意，意中清淨」，

慧等就是定等於慧，慧等於定，這樣的意思，所以慧中有定，定中有慧。那我們眾生，

你在晃蕩中，你看，現在我測試一下，（師父作兩掌合拍的動作），你會怎麼想，有想法

嗎？沒有想法，那叫空谷中的響，這個因緣，兩掌合拍叫擊掌，出來的聲音叫聲音，過

了，你有沒有定？無是非，你有沒有慧？就是聲音嘛！這叫擊掌聲。另外呢？這拍桌子，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不吝提出。 

8      六祖壇經 6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然後馬上想，唉喲！師父你手會不會痛？那不需要。知道意思嗎？是不是？這樣聽懂

嗎？ 

那如果再來一個聲音，（師父拍麥克風），也是聲音，這個音是什麼？路人甲打到這

個麥克風，這是一個撞擊聲。但是如果你起了念，把前面，總共有三個聲音，第一個擊

掌，第二個拍桌，喔！很生氣，玻璃不知道有沒有被他打破？第三個打麥克風，那個麥

克風跟你何干？是不是是非？ 

當你這個聲音的時候，拿前面的兩個聲音來作為它的基礎，來解釋、來串聯、來感

受，這個就不叫即心即佛。每一個現前的當下，它就是單一，那你過去的所有的經驗，

不能串聯這個，不需要串聯這個，但是知道，知而無是非。知！過去到現在的經驗值， 

知道這叫聲音吧？這個叫拍掌，懂吧？懂吧？這些沒是非。但是如果你的心是開始，喔！

真累，被他嚇一跳，是不是？這個上面是不是就是已經有很多很多多餘生出來的東西？

這個上面就是沒有定，這是沒有定。 

而慧呢？是什麼？空的智慧，而也就是實相的智慧，也就是因緣的智慧，也是覺性

而明瞭一切的智慧。這裡面是不是都沒有是非？所以這個就是「慧等持意，意中清淨」，

這兩句就是在說「明心見性」，這個修行者應該安住的境界，也就是講「即心即佛」，就

是這樣的境界。 

所以他這樣一講才知道，原來惠能大師你就是這樣，你就是這樣的持守在每一個當

下，原來你就是這樣運作。是不是得到了啟示？是不是得到了啟示？所以前面這些，他

說：「悟此法門，由汝習性」，六祖惠能大師既然說出來，這個法海即刻知道，原來要如

何運作這個現前的一念心。而這個現前的一念心，清淨的覺性，不要害怕它不會現前，

千萬不要害怕說，那這樣子我不把想一下，掃瞄一下過去的一百遍經驗，我不是傻瓜；

其實眾生麻煩在想要搶那個，搶那個比別人快，搶那個我比較聰明。 

所以現在很多那個節目，來！小朋友！會的請回答。問題還沒有聽完，老師嘴巴還

沒閉，他就舉手了。是不是？然後有的說，好！誰先舉手叫起來，其實他問題沒聽完，

他是先占自己的位置，是不是？是不是先預定了？先預定我我我我，我一定會，其實是

在搶功，而不是在回答，他在搶答。這是一個功利的世界，為什麼大家會走到這樣？就

是習性，是不是習性？想要贏，讓他贏，真正如如不動，明心見性的，大概也不會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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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急。是不是？ 

這個「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意思就是這樣，你這個定跟慧，這個定慧是一如的。

如果這樣的話，那根本就沒有所謂，所謂定是什麼，慧是什麼，因為那個是自性的東西，

那是我們清淨覺性的東西。所以你在大機大用，體用都是一如的，它本來就具足恆沙功

德。那法海一聽就大悟了，為他不知道一個開悟者，他是怎麼在心念上面，是如何去運

作，他一這樣明白舉例，是不是都清楚？我們是不是很感恩六祖惠能大師，已經跟我們

講明白了。 

同學！回去要得練，是不是？每一個現前一念，別牽扯了，把以前過去的事，拉扯

到現在來。這樣這樣牽牽扯扯的，每一個眾生的，不要把人設定好了，也不要把你以為

設定好了，不要把你的知識，知識庫的這些知識東西，以為是以為，以為那個就是你的

唯一，錯了！那只是一滴水，而且是世間的東西而已。你放下這些，遍虛空所有一切都

是明白，看得明白，也沒有是非。有的人就在前念後念裡面太痛苦。 

那我們還是瞭解一下這裡面講的，前面說：「願垂指諭」，他說：「前念不生即心，

後念不滅即佛」，那也就是定慧等持，那也就是即心名慧。那這個念，我們再把這個念，

今天就講這個法海就好了，不能講太多。用這個辦法，回去一定會悟的，因為我們一定

要想要被六祖惠能大師你的法身所度，我們隔空還是一樣的，他遍一切。對不對？ 

我們真心是清淨圓明的，我們本來就是離一切相，真的眾生所有的東西是掛不住

的，你現在掛住了，你現在掛住的東西，就是讓你痛苦的負擔。所有一切眾生其實他心

性是本清淨，它是掛不住的，有的時候就是忘了，趕快給它抓回來，才會覺得好累。是

不是？其實我們真正的佛性，它是清淨圓明，它這些相其實掛不住的，而且它也沒有這

些念頭，這些念頭跟這些相的存在，都是因為執著，這是一個習氣，就是俱生我執，就

是對於我個別的認同。 

真正我們的真心，也就是我們的清淨佛性，就是覺性，也就是自性，它這個沒有所

謂心不心，沒有所謂念不念。所以前念不生即心，用本體講，我們本來就沒有念，這個

念是怎麼跑出來的？念是解釋它才產生念。當你看明白這樣，一看的時候當下是無是

非，今天不管任何什麼東西，你當下看，當下接觸的時候，根本就無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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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眾生呢？就是要瞭解剛剛前面沒是非，是不是就叫無念？也就叫念，這個念，

就是正念，也就是無念。那這個說明是由我們清淨的覺性本體，實實在在，清淨湛然，

可以應用自在，活活潑潑，是不是就這樣？這個你所有一切裡面這樣，就是對，這個就

是見性，這個就是清淨，這個就是「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沒有是非。 

但是人就是這樣，在他要再次的去延展，拷貝的時候化成文字，化成文字，喔！這

樣做，我們如果要做一道沙拉，應該做什麼？你就照這樣做，這樣做。那問題是人就喜

歡這樣，人就喜歡這樣，這樣對嗎？這樣好吃嗎？落是非了。人就是要評估這個，為了

要自我保護，為了要標榜自己，為了要達成自己的言論，所以才會這樣。你就開始從這

裡面跑，你要加上揣測的語詞，結構的所有東西，然後在描述的時候，加上我的批判，

人就是這樣，它就不再是實相，他已經加上批判。這個要懂，懂這個東西歪了，這不是

用本無生，無生即無滅。前面講，前念是不是？不再拉過來是不是無生？後念能夠相應

而完成它，後念不滅，是不是在講不滅？這不生不滅。 

要給同學補充的，先把黑板上的《首楞嚴經如說》裡面的次第跟同學講一下。它說

我們在修行的時候，四加行中，我們在修行裡面，初位開始的時候，佛指導我們就是在

講：「初位，佛即是心」，我們眾生是不是煩擾？煩惱跟雜碎的心。所以佛開始要講的時

候，是在講「佛即是心」，所以你看到你內心的清淨的時候，那你就是靠近了，所謂的

佛心是什麼？就是在描述它的清淨，描述佛心是具足所有一切，那一切不染。是不是在

講「佛即是心」，這是初位。 

次位呢？第二個次第，「心即是佛」，檢覈你自己，每一個現前的這個心，如果能夠

如佛這樣，那麼你就可以悟入佛性，這是第二個位階，第二次。第三的次第它跟你講，

「三位，即心即佛」，也就是你當下不用再檢覈。剛剛佛即是心，有沒有檢覈？有。心

即是佛，有沒有檢覈？有，是不是有動念在檢覈？只是抽掉雜質。第三位跟你講即心即

佛，你當下現前的所有的一切，是不是能如佛而清淨？這個第三次第，就是跟你講即心

即佛。第四就是跟你講，這些是不是有檢覈，跟你的運作？中間能不能圓滿而一切放空？

叫「非心非佛」。 

所以我們修行來講，開始是不是你得法眼淨？再來無生法忍，是不是都有法？法眼

淨，是有法，是從染著而入清淨；到無生法忍的時候，是不是沒有什麼好忍不忍？也沒

有什麼可以忍、不需要忍，也沒有什麼法不法了。可是開始是不是有忍跟有法？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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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關一關的滌蕩？重重淘汰，對不對？再來即心即佛，當下、當下、當下，是不是

就在講當下？當下這個對不對，是不是還有對不對的中道可說？到最後你完全修證當中  

去圓滿的時候，一切畢竟空，非心非佛，回到非心非佛。 

「重重淘汰，方於真如之相，少分破除，方可出生滅門，入真如門」。這是《首楞

嚴經如說》裡面的一段，這個很簡單的指導。但是同學為什麼很多人就在講 即心即佛，

然後古大德就會跟你講非心非佛，那非心非佛又怕入斷滅說，都不用學，我本是佛，那

也不用起心動念，在大愚癡當中以為自己是佛，所以經論裡面就把這次第說明白。 

講到這個「用本無生，雙修是正」，這是定為慧體，慧是定用，要定慧等持，體用

一如。這個法海聽到，當下大悟，所以作了一個偈回覆來呼應，就是他自己瞭解原來「即

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其實都是自己的問題，那我現在瞭解了，我知定慧因，這個

是原因，要修行要從這個地方下手，要定慧等持，雙修離諸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