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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8》 

             印可法師宣講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 

  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 

  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

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

者，佛之知見也。」 

我們先讀到這裡，這個時候他就請法了。六祖惠能大師就開始說，法達！佛法它本

來就是通達無障礙的，「法即甚達」，其實這個法也是假名，立萬法，假名為法，我是法， 

物是法，所有一切，這是所謂溝通的方便。「汝心不達」，是你自己的心不通達。經文本

身它本來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讓你產生疑惑的，它也講得那麼明白，也沒有什麼可再

懷疑的地方，「汝心自疑」，現在是你自己的心不透徹這個道理，所以你起了疑惑。如果

大家一看經本就懂了，沒疑惑，那太容易了，那就太容易。所以眾生迷昧，你在語言文

字裡面，都沒有辦法瞭解它的涵義，更何況語言文字深層裡面，非這個形相。所以「汝

念此經」，你長年都在奉誦這部經，就是《法華經》，可知道這部經到底是以什麼為它的

宗旨嗎？ 

達曰，法達就講了：「學人根性闇鈍」，弟子學人我這個根器，種性闇昧愚鈍，這個

時候反而謙虛了，你看！是不是謙虛了？把自己的都抹煞，什麼都沒有了。如果什麼都

沒有，也可以開悟。剛剛留著我有，現在就留著我笨。是不是這樣？同學！千萬別這樣。

你沒有，你也不笨，你要用清淨心來讀。剛剛他有，他駡他一下就馬上掉悔了，就掉到

笨裡面去了。當然也實話實說，說這個就是表達自己過程，三千部從來就是這樣來的，

從來只是依照著經文的，文字表面，字字句句這樣誦唸它，「豈知宗趣」？我怎麼可能

就這麼簡單的，知曉它的宗旨跟義趣。事實上真的能懂嗎？多少一定會，其實多少都會

的。 

像很多人初次跟某一部經見面的時候，我們在這裡也有講過，有個年輕的學子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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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慢慢讀，慢慢讀，他不知道《金剛經》在講什麼，可是他的心中就好像也

知道它在講什麼，雖然不知道它深層的全面貫通，可是又好像知道講什麼，心中就很相

應，好像《金剛經》在呼喚他。那慢慢讀，慢慢讀，也是會有一些區域，一些部分的這

個實相跟那個內心的運作。 

其實他這個時候又過謙了，這個時候，他說我是不知道的。這六祖惠能大師他就說

道：「吾不識字」，我並不認識這個文字，你要試著去找這個《法華經》來，那你誦一遍

給我聽，我應當來為你解說。這個前面在上一回的課程，我們就知道那個比丘尼，無盡

藏比丘尼，他就誦《涅槃經》，六祖惠能大師就為他解說。他說「那這個字什麼意思？」

他說「我不認識字」，「那你不識字，為什麼懂得法義？」他說這個與文字無關，是不是？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讓大家去證明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法達於是就高聲的唸《法華經》，因為他很熟嘛，所以他就唸，唸到這

個〈譬喻品〉的時候，大師就說：停！暫停一下。因為這個〈譬喻品〉裡面的內容，大

師一聽就馬上知道，「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在世間示現八相成道。」這個已經標示出來，

因為佛自己說我為什麼來，所以這部經它整個的脈絡，就會朝這個脈絡去把它，最主要

的目的、功能、要說的是什麼，一定會在這部經裡說明白。《法華》的飽滿就在這個地

方。 

然後這個大師就說：「止！」停一下，「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這部經原來就

是要說明，佛是以因緣出世為祂的宗旨，祂就在講，祂因緣出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縱說多種譬喻」，祂一直開演，一直開演，無論說多少不同的譬喻，這個過程的縱，

也是在講祂從一大事因緣，在世間示現八相成道，開始一直說到現在，這叫縱說。所以

無論說多少不同的譬喻，這個整個的路線，「亦無越於此」，都不會超出這個主重點。就

是佛看到眾生的因緣圓滿了，我開始是為什麼，我開始說是怎麼樣的一個說法，是為什

麼，一直到現在是為什麼，這裡面祂一定會把它說明白。 

什麼是因緣？「何者因緣？」什麼是因緣？在經上有說，這個時候，這六祖惠能大

師讓他停。他說經上有說到：『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諸佛世尊，就

是因為這一大事的因緣，所以出現在世間。「一大事者」，所謂的這一件大事是什麼事？

「佛之知見也」，也就是佛的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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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裡很簡單，可是誤會的人，就誤得很不簡單。誤會的人就想說，佛就是要來

說祂的內涵給我們聽，那就是與眾生無關。聽懂嗎？「我跟你們說，我跟你們說，我做

饅頭很好吃，這個祕方就只有我有，這個饅頭是我的，功夫是我的，我要說給你們聽，

是為了向你們炫耀」。眾生是如果誤解這樣，「饅頭是佛祖做的，配方是世尊給的，只有

祂會做那種饅頭」。這樣與眾生就沒有關係，佛是佛，你的配方是配方，做出來的饅頭

是你的，這就是誤會。聽懂？這就是誤會，所以眾生不知道佛說的，就是每一個眾生自

己。 

這裡我們稍停一下，這個剛剛講到說：「經本無疑，法即甚達」，但這個眾生錯就錯

在這裡，眾生看萬法就是萬法，生住異滅，萬法成住壞空，所以法，不管你是語言文字，

不管你是現象、心理，它都會看到一個生滅生滅。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語錄：「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

前。」一切的諸法，你要知道它生滅現象的背後，它真正的義理，它沒有所謂生不生的

問題。你從現象學裡面去看到，那是因緣變化。「一切法不滅」，那所有你精神層次的，

或是這所有一切實相的道理，精神的物質都好，其實它也不是有生，當然亦不是有滅。

它這是一個因緣，因緣因緣，因緣因緣，是生亦是滅，亦不生亦不滅，亦無生亦無滅。

如果你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你心中對於每一個當下所有的一切，就是這樣明白而已。

那你沒有在這裡疑惑，你可能第一次（蓋經布晃三次），「這個動作有什麼好那個的，弄

三次，煩！」生了，就生妄想。是不是？「不過那塊蓋經布蠻好看的，我也需要有一塊」，

第二個念生了，第一個煩滅了。是不是這樣？就是蓋經布跟這個影像，跟你結構了關係，

結構了關係，所以就有生有滅。 

當你看這所有的一切，所有一切，連自己的，連他人的，所有一切呢？是平等真法

界，這一切是平等的。對不對？「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當你能夠瞭解一切生滅現象之後的無生無滅，精神物質都是一樣，你在這瞭解的時候，

你的心常住覺性中，那麼就等於諸佛是現前的，我也是佛，你也是佛，大家都是佛。 

「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執佛言無佛」，就是因為眾生在執迷當中，在迷悶當

中，所以要講有一個完成者叫佛。那也因為眾生從自己的位置，看到佛是遙遙相對，我

在此岸，佛在彼岸，這個彼此相對，所以在經論裡面又要講，對於執佛的人就講，無佛

可成，就講無佛，「非謂是無佛」，它也不是要跟你講「有佛或沒有佛」這一回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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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跟你講「有一個凡夫都是佛，那不修也就是佛」。 

所以「故云無不佛矣。」它是在講佛性的這個東西，每個人都有，所以一重一重的，

一重一重的就是要遣、滌蕩、清除我們心中的這些雜染習氣，那不知解的地方，所以「則

遣之又遣之」。那我們如果在這個過程，「若少有所得，皆是妄想。」如果你的心中對於

我是凡夫，我現在知道有一個法，有一個法，這是聰明的，這是愚癡的，所以我選擇聰

明的，我不要愚癡的，其實兩個法都存。是不是兩個法都存？你今天有這個執迷，所以

要告訴你，這個執迷是虛妄，你這是錯的，你應該起如理作意的正覺覺觀，所以我有這

個煩惱，我要用這個覺觀，我這個覺觀，是為了打這個煩惱，是不是兩法俱存？ 

所以你要知道，世尊教我們的就是：「我有這個煩惱，所以我需要另外一法，就是

覺觀」，原來我煩惱是假的，這個時候覺觀也沒有。是不是？所以煩惱跟覺觀，是不是

平等？它就叫一法，一個是雜染的法，一個是對治雜染的法，所以法是方便。所以對於

你在想說，你看那些都沒有雜染的人，名字叫佛，這是你心中存在的佛，這是眾生心中

存在的佛的存在。祂是怎麼完成的？祂就是點點點，行菩薩道、六度萬行完成的。所以

我要追隨這個樣子而完成它，這是因為你現在錯亂，所以要引發你正確的使用，那正確

的使用，去發現自己是清淨跟佛一樣，所以把雜染的自己，慢慢的都放下而轉。 

這個東西呢？覺而無覺了，無所不覺。這個慢慢放是不是一切是真清淨？這個如果

你還有所得，我現在比以前更好，我做了好多好事，我以前在造作萬端，我現在是功德

無量，這個叫有所得。過去得的叫垃圾，現在得的叫黃金，是不是心中都有所得？然後

這個，哪天心中又會自己打架，雖然我擁有黃金，可是我下地獄之因已種，三塗苦我必

去也，怎麼辦？是不是這樣？這個時候又要演另外一法來支持自己，放心放心，我只要

繼續做下去，就會稀釋我的業障；然後另外一法又出來了，唉呀！福罪不能相抵。是不

是這樣？ 

眾生就是這樣，因為他的念頭一直在評估過去，一直在天秤的兩側，在較量功德，

在較量福罪，他福罪心放不掉。於是所謂三塗苦一直存在，他的恐懼就一直存在，他的

害怕一直存在，那個地獄的恐怖景象跟內心的不自由一直存在；然後另外有一個清淨的

世界的那種望，就是那種希望，期待心也一直存在，所以在翹翹板的兩邊，輪到這邊的

時候痛哭流涕，輪到這邊的時候成佛有望。是不是這樣？世尊如果只是為了讓我們來個

分裂人格，那實在誤會大條。是不是分裂人格？學佛有的人學到有一點分裂，會有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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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自己的比對跟矛盾，在那邊互打，生一法，打一法，兩法皆具足。 

所以在講，這些法是虛幻的，是對治的，所以本來它就是通達的，本來無一物，所

以萬法皆空。可是萬法在過程裡是法，因為你有這樣，所以才有這個法，這樣子，所以

這經本無疑。可是眾生你只要斷章取義，你只要斷章取義，心就不達。「那部經說的地

獄那麼景象，好恐怖喔！」「你看那部經《大般若經》，喔！講世尊的智慧，真好！」這

都是世尊說的，與我無關，就是這樣子，所以才會誤會大條。這裡開始就要講，佛之知

見是什麼知見呢？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

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 

這個地方他就講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就是什麼？佛的知見。佛是為了這件事而出現

於世的，而這件事就是指它的內涵，就是佛的知見。那世間人為什麼沒有辦法進入佛的

知見？就是因為對於外界的一切迷惑，執著於它的相狀，這個色不可滅，只要這個存在，

自己的根對於外界的這些東西，就會執著它的相狀，給予自己的解釋。「內迷著空」，放

到心中有就是有，但聽聞佛法之後，對內有迷惑執著，然後又知道這是虛幻的，虛幻的

時候就知道應該是空的，應該是空，所以用偏空的，就是這些我都不要掛在心上，我都

不要掛在心上，因為它是虛假的。 

所以修行裡面，這裡面有三個次第。第一個次第是不是我們眾生「外迷著相」？落

謝之後，就把心外相放到心裡頭，把心外相放到心裡頭，這個是對於相狀。但是事實上

是從相狀裡解釋自己的，自己對這件事的解讀以及跟自己的關係。這個時候是不是叫

做，這個叫什麼？客塵，這就是客塵，這外界的東西，用自己的意識解釋，放到心中的

一種塵埃，所以這修行的第一個過程，第一重就是看到外界的一切生滅，生滅，我解讀

的過程裡面，要清淨實相去讀它，不需要拿到心裡來。那如果我看到我心中已經有情緒，

有著相的時候，我就要知道這些是虛幻的客塵，所以這些東西是外來的東西，那我內心

的執著的這個法相，執著的這個法，這個應該要摒除。這是不是修行的第一個過程？ 

同學辦到了嗎？習慣了嗎？偶爾有，偶爾功夫不見。對不對？所以你會看到外有

相、內有相，內外皆著相，修行第一個過程，是不是要看到外執相、內執相，內外皆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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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再看第二個過程，外是空，這因緣法，生滅法，所以我不放進來了，空，空

空，空也，所以我的心中也是空。這是不是第二個過程？你就會想，這外界的一切，一

切隨它，可是呢？這一切隨它，那我也不取讀，於是讓自己變成真的很空。很多人他進

入這種空之後，他會發現，他好像老人痴呆，他好像事無法經心，他好像很自由，可是

又很空。那個自由，是因為掛不上，而那個空，是空洞的空。修行第二個過程就是這樣，

那叫偏執空，因為他否認外界的東西，他不敢讀，也不想讀，也不能讀，第二個過程。 

聽這樣有沒有覺得？嗯！我感覺這個修行不錯，這個時候都有個假相，覺得這個修

行不錯，你看！外界與我何干？不起心動念，不動，其實是不能動，不能運作。不能運

作，他也不動，也不產生妄念，沒有錯，這是第二個過程。 

第三個過程，修行裡面，我們看到外界的所有一切生滅，生滅的背後意義是緣起，

是不是就是緣起？緣起裡面呢？自己的內心知道覺，外面讀懂，自己存在的因緣也看

懂，而存在裡面也覺，也知道行，覺而行，裡面是不是能運作？覺而行當中，不住在裡

面，不放在裡面，所以這個過程，就是外緣境如幻，亦是實相，內覺如實的實相之理，

畢竟空而不著，又能圓滿它。這是不是修行的第三個階段？可是這個階段是不是每次都

圓滿？不是。 

同學！功夫就在這裡，自己當發心，這與自己過去的恩怨沒關係，跟與自己情感的

對象沒關係的時候，運作得不錯，所以在外行菩薩道，在內行迷糊道，有的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就要談怨親平等了，是不是？就開始要談怨親平等。 

這裡面的經文就在講，「外迷著相」就在講第一種狀態，「內迷著空」就在講第二種

狀態。剛剛是不是這外面生滅生滅與我無關？所以他不能運作。那我們再講修行的三種

狀態，第三種狀態，也就是下面所講的：「若能於相離相」，如果能夠對於一切展現的因

緣和合的所有相，能夠出離這個相的執迷，但是懂不懂它實相的道理？懂！「於空離

空」，對於內心不執著，不把它拿來心中放著，畢竟空，能畢竟空也就是對空的偏執能

夠脫離。 

剛剛講的第二種現象，是不是就有空住在心中？那你要知道，你這個相能夠離相，

你這個空不執著於空才是離空，離空就是可以有，暫時有，存在外界，但事實上是清淨

的智慧。清淨的智慧，其實它也叫空，空而不空。那不空裡面，事實上它不著，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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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叫空？所以空亦不空，不空亦空，這個才是於空離空。如果能夠這樣，「即是內外不

迷」，也就是不管於內的境界，或對外的一切相都不迷昧。 

「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如果你了悟這個道理，那麼在一念之間，

一念之間心開意解，這個就叫開佛知見。開哪一尊佛？開這一尊，哪一尊？每一個這個，

這個跟那個都是同一個。是不是？這個就是開，開啟佛的知，這個知是正遍知，而這個

見就是表示所有的功能，就能打開佛的正遍知，跟它一切的功能。 

這樣知道？世尊！是不是就是在做這個動作？祂並不是要來炫耀給你們聽，跟你們

炫耀我會做饅頭喔！這只是最簡單的舉例。我有配方喔！絕對不是！而是要開佛知見，

開啟每一尊佛正遍知，所有的清淨知見，而這個功能是存在的、無礙的。那下一段經文。 

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

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

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  

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先唸到這裡，這一段就在講所謂的佛，也就是覺，那在講我們這尊佛，每個人這尊

佛，你是不是在開啟覺的過程？是不是在開啟覺的過程？你在開啟覺的過程，其實是你

是凡。你在開啟的時候，是不是也是佛？佛性的使用，還有覺的動作。有沒有覺的動作？

所以你要成佛的時候，就是你還在覺的過程，是不是就是在覺的過程，在學習的過程？

那這學習的過程裡面，就是有佛可成嘛。當你開發完整的時候，所有一切都很明白，這

是常樂我淨，當他是一個穩定明白的時候，他就沒有成佛的這個過程，也不需要所謂覺

不覺，因為有錯謬才講覺，如果沒有錯謬，它就直接就是實相，就在實相一切中。對不

對？ 

所以這個時候，因為我們還在要成佛，學習的過程，所以有分這四門，有分這四門

來作為指導。那如果說已經完全開發之後，他就不是在成佛的過程，就沒有佛不佛，你

沒有凡，就不用談佛，這是一個始終對待的語詞。對不對？所以到最後是不是非佛？非

佛非眾生，即心即佛到最後是不是非佛，非心非佛？上次有講四個次第。這樣懂？ 

那他這裡講，就是因為我們還需要覺，在這成佛的路徑上面，所以分四個方面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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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佛才說這四個主重點，給你一個次第。第一就是「開覺知見」，就要開示，打開你覺，

正確的、實相的正遍知；然後這個見呢？就是要成就清淨如佛的一切的內涵，第一個動

作就是要打開這個。但是你不懂佛的內涵是什麼，所以「示覺知見」，就明白的指示，

告知於你，這個覺是怎麼，是什麼樣的過程，什麼樣的運作，那祂本身正遍知裡面的內

容是什麼，祂的內涵是什麼，是不是佛主動把這個表達出來，第二個是不是示覺知見？

這個都用覺，對不對？是不是表示我們有在這個過程裡面？所以解釋這個是活的，六祖

惠能大師在解釋這個時候是活的。 

因為在《法華經》裡面它是講：「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

他在這個地方是用實修的角度講，所以他說：「開覺知見」，是不是在講我們是迷，所以

要覺這個動作？同學！你在聽聞佛法時候，如果你把它懂得，就是開覺知見，你就是運

作中。「示覺知見」是世尊祂把這個過程告訴我們，提示、表現、表演給我們看，是不

是示？「悟覺知見」就是我們自己反射到自己如何來覺，所以我們在自覺的過程，是不

是就是悟？就悟入了，悟入這個覺，它本身呈現出來的圓滿的正遍知，它的內涵，所有

的見解，當然這個也是所謂的假立，假名為見。是不是悟這個，覺悟裡面的所有的內容？

「入覺知見」，就真的進入安住在裡面了，就沒有其他的一切的，所謂虛幻的那些東西，

所以悟之後是不是就是入？是不是就是入？ 

同學我們現在住在臺中市，對不對？你知道臺中的地圖嗎？「不用地圖，你跟我說

哪一條路，你就會去了。」是不是這樣？所以你這個叫什麼？你叫入臺中市。聽懂嗎？

同學！現在你知道高雄地圖嗎？你知道高雄怎麼去嗎？「我知道，往南走。」那我要起

步往南走，拿給你一張地圖，就是示汝高雄知見。你拿了這個地圖，是不是要往前走？

你往前走，馬上路一直走一直走，指標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譬如說，好！你現在往前

走，往前走，是不是就是示？它是示，你再往前走，慢慢的，因為看到景象，知道的概

念真的是這樣，體悟到愛河，原來愛河是這個樣子，是不是悟？那你高雄都瞭解了，叫

本地風光。以後跟你講，我要去愛河，就這樣去，你就直接會去，不假思索，不用再導

航。是不是入？是不是就是次第？說佛在做些什麼事？就是這樣帶你，也告訴你地圖，

讓你自己進入，住在那裡。 

「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如果眾生一聽聞到開跟示，馬上自己就能夠悟跟入，這

真的利根器。是不是利根器？這個其實為什麼我們剛剛用地圖來表達？其實這是次第，

這是指次第，舉例說，給你，你照著走，你會覺悟，你會進去。但事實上佛性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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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它不是這樣，它是一個無形的地圖，佛法是無形的導航，你只要在這個無形的地圖 

跟無形當中，你把自己站在北緯幾度，它什麼什麼幾度，你很明白你在做什麼，什麼的

當下，你沒有迷亂，是不是一切都清楚？一切都清楚，永遠都是在本地。因為你要去哪

裡，從哪裡出發到哪裡去，一切都是安然。 

那如果說一聽到開示，馬上自己就能知道這是一個無形的導航，就是只要把我無形

的這些障礙跟恐懼，跟這些不清楚的東西，我知道抽掉那個害怕的心，看清楚這所有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那你這個指示這個導航的這些知識這些東西，這是所謂無形的法。 

「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也就是這個人他能覺悟，覺悟瞭解正遍知，

它裡面所有的內涵，這個也就是表示我們本來真如法性，也就是這個覺性、佛性，得以

完整的打開而出現。所以打開覺性，覺悟一切，這句話這樣解釋，這是六祖惠能大師要

解釋給法達的，覺悟一切的覺性，這個能力顯揚出來，而且當下的所有明白。 

同學！其實你在哪裡？你明不明白？你明白，心就不動，心就不會亂。如果你每一

個當下都很明白，而沒有產生一個對當下的焦慮，跟那個未知的比對的焦慮，也不壓縮

時空。人就是在壓縮時空，對時間有期待，對空間有期待，壓縮時空，產生焦慮，所以

才變成煩惱。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在臺中的北屯區的這個地方，你都很明白你在做什麼，你在幹麼？你在

開佛之知見，每一個當下都很明白，很明白，不焦慮。時間空間，所有的因緣法中，你

融在其中。那這個上面是不是清淨的覺性？覺性它是沒有所謂時間性，也沒有你我他，

彼此有與無、增減，這些沒有，它本來就是一直在。 

等到五分鐘、十分鐘之後，你挪動，從講堂一直到你開車的地方，給你停車的地方，

你上了車發動，所有一切明明白白，然後要往哪裡走，回家那條路叫什麼，路怎麼走，

名稱都不重要。來！今天都在講交通地圖，你等一下上了車，摩托車、腳踏車、十一輪

的、十一號、大公車小公車都一樣，你需要再把你家的門牌號碼再唸一次嗎？不需要。

左邊右邊還要去煩惱，我現在要左轉還右轉嗎？需不需要？不需要。是不是你每一刻每

個當下都在覺？這個就是，這個就是！心中坦蕩蕩的，就在這樣子，這個就是道。所以

這些呢？時間空間，所有一切裡面皆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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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如果心中，我們人痛苦就在這裡，幾點了？喔！我好累！真希望現在，馬上變

在我家的床上，澡也洗好了，衣服也洗好，我洗完了。是不是壓縮時空？是不是希望這

樣？然後因為產生了這個幻想，喔！我還在這裡，塞車塞車，你看塞車，然後就會錯亂，

這個覺性沒有在每一個當下。 

他就說：「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你可要慎重，不要錯誤的解釋經典裡面的意

涵，而只讀到經上所說指導出來的辦法，但是事實上是自己產生以為的一條路徑。「開

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你如果錯解的時候，你就會想，佛祂開示悟入，

說實在知見是祂的，祂說的這個內容也不是我的，我要怎麼契入？好難！要入佛之知

見，我只好死命死命的背，死命死命的讀，死命死命的理解，而不知道佛法全部就是指

導的辦法，而這個辦法是拿來用的。 

如果你把佛法解釋到它只是一個理解，那不叫體解，那叫解。所以我們講解行解行，

解行是合一的。你體解是第一個內心的動作，之後你是不是就要行？人家告訴你高雄的

地圖，你拿了地圖之後，你是不是解？知道要往南，方向知道，你是不是要行？行就到

了嘛。所以如果你錯解，你就在解上面就錯了。你在解上面一直想，一直扭曲，一直想，

只讀到經上所說的道，可是這是他道，這不是成佛之道，因為你扭曲了。 

那真正的「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就是自己在解釋而已，以為那個是佛的知

見，那麼「我輩無分」，跟我們沒有什麼緣分，我也沒有，我不知道怎麼辦才會有？「若

作此解」，如果你是作這樣如此的解釋，乃是毀謗經典，那也毀佛，也把佛給毀了。是

不是我們把釋迦牟尼佛毀了？是不是毀了？不是，是毀你自己這尊。謗經，是不是你毀

謗了？其實你不瞭解，是毀佛，是不是毀了你這尊佛？釋迦牟尼佛不會被你所毀的，不

可能的。 

他說：「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

別佛。」既然世尊說了這麼明白，世尊說那麼明白，那我們一直認為「彼既是佛」，那

世尊這個佛法是祢的，說實在以世尊的角度，祂既然已經成佛了，祂已經具足了正遍知，

這所有的一切功能、實用性，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何須要再開啟什麼知見？祂自己不

用再開，「何用更開」，祂不用再開。所以祂為什麼做這個動作？是幫誰開？也沒有幫我

們開，祂只是說明白，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都是一樣的，那你自己的這把鑰匙是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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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汝今當信」，你現在應當要真正的相信佛所說的，所謂佛要說的佛知見，「只

汝自心」，指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再也沒有別處的佛，可以讓你去把握去抓。所以你不

要在心外求佛，而「只汝自心」，這是第一個動作。我們剛剛在講修行不是有三個動作

嗎？第一個動作是不是要知道？你如果知道這些東西，外界的一切生滅，你把它抓住

了，放到心中了，執著了這一切，你要看明白，你要看明白。當這些你都很明白，消除

了那個雜質，那個是虛幻的，那你就是佛，「更無別佛」。這個地方講到這樣，其實有沒

有被說服？其實眾生聽到這裡，還是有點不敢當下承擔，真的不敢當下承擔。 

當你看到一隻狗，現在你女兒養的，我們就現場舉例。你女兒下班了，她的腳步聲，

她開鑰匙的聲音，每個人的聲音是不一樣的，當她在開鑰匙的時候，你會發現那隻狗怎

麼樣？知道，很興奮，很遠很遠就知道，牠知道那是我心愛的主人回來。牠有沒有覺性？

你有沒有覺性？你覺牠的覺，你是不是覺牠的覺？這時候你會不會說：「煩！每天都這

麼興奮」？你會不會這樣？這就是無聊。對不對？ 

可是你在這看到女兒回來了，這隻小狗活蹦亂跳，好開心的跑過去，你是不是很平

靜？很清楚，很清楚，是不是？當下是不是就覺性？是不是清淨的？是不是無是非？而

外界的一切，連放到心上都不會放，因為每天演一次，是不是每天都演一次？都是這樣。

所以人有沒有清淨覺的時候？有。如果你每一個當下都這樣，這舉例，如果你每一個當

下，都在外界的一切都很明白，自己也明白一切的明白，也明白別人的明白，一切都很

明白，心、佛、眾生都是一致。然後這個也沒有放到心上，它也是實相，它也是空，每

一個剎那，每一個所有一切都是這樣。 

當你女兒回來，你的狗很興奮的這樣往前衝的時候，你會不會起憂慮？不會，對不

對？不會起憂慮。是不是？當一切很明白實相的時候，人無憂慮，人本來就是本來無一

物，他本來就是無憂慮，無憂無慮，他本來這些就是看得很明白，這是因為你揣測。人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清淨的，可是因為人會記得那個痛苦的東西，所以清淨的那一塊反而

不覺知，你只要把那個發展了，安住，是不是實相？是不是空？那亦不空，你是不是覺

知？這個就是這種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