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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69》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六祖惠能大師再重述，我們眾生為什麼不能夠於自心中常開佛之

知見，讀一段經文。 

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

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 

這個地方惠能大師就講，只是因為一切的眾生，「自蔽光明」，都是自己障蔽了自己

智慧的光明，而這些是為什麼呢？因為貪愛塵境，都是由於自己六根對六塵的時候，取

了外境，這個動念，所以貪愛一切的塵境。「外緣內擾」，外在的一切因緣和合所現的一

切，就執迷了，就取相了，就放到內心，就把這個東西放在內心，就成為客塵，這是外

緣。而內擾呢？就是自己的內心，甘受這種干擾。所以說起來其實是自作孽，自己甘心

忍受自己在這上面的種種紛擾，外境內境驅使之下，煩惱就不斷了。 

所以只好「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眾生愚癡無明不知道，大慈大悲的世尊其實跟

諸佛都是一樣的，只好勞動祂老人家，就是世尊從三昧中再出定，用種種的方便，「苦

口勸令寢息」，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勸化眾生，勸導眾生，放下吧！休歇吧！把你心中的

這些煩憂，這些執著，寧靜下來吧！「莫向外求，與佛無二」，別在這些忙忙碌碌的世

間一切，內外相對的時候的一切緣境中，一直在追索，追著不放，其實自己是與佛沒有

差別的，跟佛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為什麼不懂呢？「故云開佛知見」，所以世尊就是

這樣，要打開眾生自己的這個佛性，進入到與祂一樣的正遍知，所有一切所見著的，無

一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六祖惠能大師說完這個，同時也再說著同樣的一句話，祂說：「吾亦勸一切人」，我

也是這樣想要規勸所有的一切眾生，「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在於自己的心中，應

當要常常開啟如佛一樣正遍知的所有一切。 

偈：「聖凡情解初無相，一法真時法法真，萬仞崖頭能撒手，千峯頂上現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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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聖跟凡，就是情跟解的差異。最早呢？其實每個人都是佛性在清淨中，可是就

是不守真如，起了一個情識，這個情識在最早呢？我們說染淨同源，其實一切根本就是

畢竟空。那我們要瞭解，探本歸源，返回一切的時候，就是要把這個相給丟了，沒有執

著心外相，然後放到心裡呢？又成為內心的一種知見。如果能悟得一法真，那所有一切

也就入一真法界。 

這裡面的做法，「萬仞崖頭能撒手」，縱使你處在非常危急，所謂絕境的地方，在任

何一個時候，你還是要放下內心的這些恐怖顛倒。「千峯頂上現全身」，一個人站在須彌

山上，這千峯頂上，只要你放下所有一切，法身即全現。其實眾生堆砌起來的我執我見，

讓自己高高的站在那上頭，然後一峯對一峯，知見對立，這些都是不敢放。 

《宗鏡錄》有講到：「且心之與佛，皆世間之名；是之與非，乃分別之見。空論妄

想，曷得真歸？」 

修行人就常常在抓自己這個心裡所想的，用這個意識心，在揣測世間與人相處，那

有時候要比對，那我這個知見，我所領悟的這些，到底是對與不對？連自己的內心都要

計較分別，然後又要找一個心外的佛。其實為什麼會有佛的名號？這是因為世間人的這

個意識心，所以才立一個佛的假名，這個是安立假名為佛。那每個人心中在決定，我這

個是「是」，他的那個是「非」，我的造作的惡，所謂因緣果報，是非等等苦受，乃分別

之見，其實這個也是內心知見起的一種見解。 

所以有些時候要談，這一切是空，並不是真正契入空性裡面的靈靈覺覺的這種佛

性，而是用意識形態的在想，這個就是空。那事實上呢？卻自己住在妄想中，要解釋妄

想的空。有時候是住在有之中，而想摒除有的這種運作，這個是過程，但太多太多因為

有，而說一個無；因為無的執著、空的執著，會入斷滅。所以呢？要強迫自己去接受妙

有，而並不是真的懂妙有即空；也不是真的在空，而能夠接受妙有的一切。所以在這個

一切裡面，還是知見，「曷得真歸」？如果這樣還是不能撒手，沒有辦法真的歸去。 

這個裡面我們就補充一下，這個是永明延壽禪師給大眾的一些警語。他說：「魔外

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眾生都在外求這些，然後在追索的一個我的所

得，如果你真正的知道一切無住，這個上面也不再分辨魔、佛、你、我、他，一切無住，

所有一切明明白白，也就是悟入實相，所以「亦云無滲智」。當然前面有很長，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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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下來給同學，因為太長了，「不思議妙用自在」，在這個時候呢？產生了不思議的妙

用，而在一切裡自由自在。 

「故云性海不是覺海」，我們再瞭解一下性海跟覺海，古德在這裡面特別說出來，

要讓我們瞭解什麼？眾生在迷的時候，我們要迴光返照的這個動作，是不是為了要得正

覺？就是我發現我有情緒了，我發現在這上面，我有一些想法，那我住在這個想法裡面，

那我瞭解到底實相是什麼，為什麼我要堅持了這個想法，所以當我有一個反思的動作，

放下的動作，是不是為了要入覺海？所以在入覺海的這個過程，就是「覺海涉緣」，要

入覺之中，是不是要與所有一切外緣，已成就的一切來做交涉？「即須對物他便妙」，

所以你只要對物，內心有了個生滅的看法，或對於他，除己以外的第二第三個所有一切，

這裡面成就了人事物，所有當你感受到它的知見存在的時候，你就要使用這個覺的動作

而入覺海。 

那如果入了覺海之後呢？覺一切，每一個當下都是明明白白，覺一切，就沒有所謂

在覺這麼一件事，就是叫性海。這是稱性，安住在本覺中，一切稱性，這個就沒有在一

個覺的這個動作。譬如你現在看一個東西看不明白，譬如這是一本冊子，這是一個東西，

你看不明白這個東西，它是被掩蓋著的，那你想把它看明白，你現在發現有很多你以為

的以為，都是側面去看它，都是你想像的，你想把它看明白，所以內心是不是有個迴光

返照？先把看不明白的這些，先不要去揣測它，你看側面明白的這些，不要去堅持它，

不住，於是是不是要放下這些？它這個遮障的東西，你是不是要把它看明白？就是放下

你的不明白。當你放下的時候，是不是就像一個翻的動作？就翻過去了，這個就是一個

覺的動作。 

所以當我們有迷，也就是迷昧不清楚的時候，是會有一個覺，就是有個覺的動作，

修行人要掌握就是會覺的這個動作。但是覺的動作的先前的，它最主要的就是要放下你

看的側面的等等。你是不是要放下這個？當你住著看著這個的時候，所有的實相都不能

現前，因為你心中已經有物了。你心中已經有了很多東西，你永遠看的都是心中的這些

東西，再生出來，再揣測出來，也是由這個意識結構出來的東西。所以要覺的時候，是

不是就是要一個捨念的動作？那這個捨念的動作，就是入覺海，這個就是一個覺的動作。 

但這個覺的動作，覺完之後，是不是所有一切看得明白了？這翻掉了，就看得很明

白。什麼都看得很明白的時候，就沒有再覺不覺，是不是法法真？在法法真的狀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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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它就超越語言文字，也不是意識心的對待，

這個時候所有的一切，都是稱性而為。你看得明白了，就是這個，實相很明白，使用它，

認知它，所有的大機大用都不再是問題，所以「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那如果能

夠悟得如此，也就是懂得「法身無為，不墮諸數」，它不是心意識、心所的東西。 

「法無動搖，不依六塵」，這個諸法的軌則，它真實的存在相狀，它不是靠著六塵，

就是色聲香味觸，不是要靠這一些你才認得法，你本身也是一法。你心中存在的萬法，

所有外界所有的一切，其實都不是依照這個六塵讓你認識的。你本身的覺性，你本身的

佛性，是從來沒有缺損。 

所以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佛性覺性這個是常住，但是它不是有固定

的一個相狀你可以拿捏得到；心是無常，這個地方的心，是在講我們心意識結構出來的

東西，以及心意識運作的這一些，其實是跟隨著外境的這個現前而不斷的變化，這是變

異的，生住異滅，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所以真實的智慧，它不是什麼辦法，

它也不是在講這個法門。我們常講很多人堅持著法門、法門、法門，以為法門就是智慧；

法門是辦法，辦法是拿來用的，它這是一個道，一個途徑，讓你進去的。那智慧不是你

會使用這個法門的時候，你就是很有智慧的人。 

同學！你會念佛，你就很有智慧；你會禪坐，你就很有智慧；你會誦經，你就很有

智慧。那是比擬於造作世間的智慧，比擬你去殺人放火，你現在念佛跟禪修跟持誦經典，

比擬於造作來講，這是不造作的智慧。但是這個要真正契入每個人的真實智，這個是辦

法，它不是智，你這個辦法要用，而丟掉你所有的執著，甚至於到最後連這個辦法也不

執著，那才真的用了這個辦法。因為你既然有這個相，這個是過渡時候的法，要渡這個

海，中間的這個獨木舟或大船，隨便，交通工具，心不是佛，所以你心意識所理解出來

的這些東西，都不是佛。 

中間還有一段文字，我們最後，「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所以真正得道

之人，契入了，這個心是無住處，他心不會再有一個定點，有一個住著，心中是光明坦

蕩，無一點雲。那每一個現前的人事物，正念，無念而念，雖有思惟正覺觀，但不是妄

心，而是在這裡面一切明白的一種了別的作用，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他沒

有什麼特別留著的痕跡，殘留的途徑，佛性本來就沒有途徑可尋。真正的途徑，就是你

放下一切，那全部就現前，這個是給同學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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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慧普覺禪師他就講到，他說：「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焰

上雪華飛，一點清涼除熱惱。」我們上次不是有介紹修行裡面有四個次第，第一講「佛

即是心」，我們都是什麼？我們都是在纏如來，我們有佛性，但這一念心呢？是遍一切，

你可以覺，都不離此心。那佛即是心，也就是由這個心來修證，能夠得證這個佛果。 

第二個階段講「心即是佛」，當你清淨的時候，不再有妄心妄念，清淨心即是佛，

這是第二個階層。第三個階段講「即心即佛」，第四個階段講「非心非佛」。這個地方大

慧普覺禪師，就要把眾生所講的這個次第，這些言論，通通不要再討論了，連你這些都

還是語詞的一種比擬，放下吧！所以「即心即佛」，你也不要去求，來比對我這個心跟

佛一不一樣，當你有這樣的分別計度的時候，其實也非佛，也是一種較量。 

那過程同學會不會用經典來檢覈自己，來比擬？會，這個就是在做一個「即心即佛」

的自我認定。但這些呢？當真正一切明白的時候，這個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這

些討論，什麼叫心，什麼叫佛，也都別再討論了。一切都放下吧！那真正要契入的時候，

開佛知見，就是所有你原來的意識知見，一絲也不留，這才能開佛之知見，才能正遍知。 

我們再舉個例，如果你現在握有一物，你只看到這一物，你擁有什麼，當你心中住

著任何東西，你就像握有一物，你握有了就是這一物，你看到的就是這一物，你不能夠

擁有所有，你不能看到所有一切，這個就是你封鎖，封鎖自己的意識在這個點上，所以

要開佛知見，也就是放掉、捨棄你擁有的、你握有的、你執著的有形跟無形，這個時候

一切是開放的，是打開的，就能夠契入佛之知見，正遍知。 

當你的視野停止在自己某一個焦距的點的執著的時候，你只能專注於這一塊。是不

是如此？當你把這個點放捨掉的時候，這所有的也就一切現前。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就

是要瞭解，自己都是在這個上面自作聰明，擁有想要擁有的，把握而不肯丟才會這個樣

子。下一段經文這是很簡單的。 

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

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 

這個地方就比對，在強調於我們世間之人，所以不能夠開佛之知見，原因無它，就

是世間之人心邪，心中就一直在行邪行。前面對於邪跟正有定義，我們不再解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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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迷造罪」，在愚昧迷惑當中，這種狀況之下，造作了諸多的罪業；「口善心惡」，口

中說著善法，但是心念裡面卻懷著有惡念。這個人檢覈自心，不假他人，有的人口中說

著禮貌的話，那心中其實帶著這個批判；那有些呢？行為上似乎是利益大眾，可是心中

卻有一個較量，一個惡的存在。 

這個舉例，有的人呢？譬如你看到有個很可憐的弱勢團體，那你心中想著這些弱勢

的團體，果真是需要我們這樣去幫助他的，於是乎你就會去行善。在行善之餘呢？就會

對於你所行的這個善的這個對象的所有一切，加以自我解釋。譬如你現在對於這個弱勢

團體去幫助他，心中就想：「真可憐！累世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所以你今天

會這樣」。你心善不善？其實你已經在揣測跟解釋他的過去，對於你這個善行，其實是

不需要的。對於眾生已經在果報的現在，也不需要如此苛責，可是人就是這樣，他不能

當下單純的去完成做這件事。然後苛責之餘，這個可憐，還好碰到我，這個有漏善，還

好有我們的存在，把我擴展到我們一群。這個本來是自是他非，現在自讚毀他以外呢？

還有一個群眾的，還好碰到我們，這個時候是不是拉開，從一對你跟你的過去，到我們

對於你們一群的對立？ 

那心中再來第三個批判，講到這個政府，實在無能，小批判到中批判到大批判，是

不是口善也行善？但是心是不是惡念一點一點一點一點的結構？批判完之後，這政府無

能，在最後整體批判，做人真累。是不是？然後整體的這一道全部批判。我們是用次第

性的較量，次第性的比對。同學！所以世人實在是心邪，你身口意當中，常常這個善惡

善惡雜存，做這件就做這件事，應該就是應該，圓滿就是圓滿，這所有一切，哪需要再

找那些言詞來解釋，來把這個功德篇加上一筆來解釋它！ 

所以這裡面貪瞋嫉妒，貪欲、瞋恚、嫉妒，還有諂佞、我慢，諂就是諂曲不正，心

這樣扭曲歪斜，佞就是奸佞、心術不正，所以佞人講的是有口才而心術不正之人。有的

人這嘴巴很會講，很會講，然後讓別人很歡愉的跟你交談，可是你的內心呢？卻不是那

麼光明。過程還可能貢高我慢，侵人害物，侵犯他人，敗壞傷害所有的人事物。像這樣

子的人呢？看起來好像有那麼一回事，有那麼些能力，可是說實在，苦了他自己。有一

些事情在他的心中一直蘊釀著，那有些時候也可能在這個一切裡面，有用不正確的訊

息，在中間游蕩游蕩，而傳送著他個人的知見，跟個人心術不正的想法，其實這種都要

長久相處之後，才會發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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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候呢？初初接觸的時候，總會覺得他這個人很豪爽，這個人很熱情，這個人

很好相處；但是相處久了之後就發現，有一種很奇特很詭異的心思，在他的心中常常在

飄蕩飄蕩的。有的時候是，有時候他自己又非，有些時候就看他很光明很直接，等他回

去的時候又迴轉了，又迴旋繞著他自己的想法。世人是不是很多這種情形？這個心不光

明不直接，這樣揣測自己跟比擬他人，這比來比去，其實害了自己，這覺性無法啟揚。

所以「自開眾生知見」，這個就是自己開啟如這種雜染眾生一般的知見。 

這個地方這麼明白的說出來，「若能正心，常生智慧」，所以如果能夠端正自己的心，

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這麼明白，不要迂迴，就能夠正覺一切，那自然的常生出智慧來。

有的人在對談的時候，大家都以為很明白，他不明白又不問，他自己就迂迴的想了想了，

想了很多，結構了很多的以為，那認為別人都在做某一種佈局，跟別人在做某一些這個

取巧的或是什麼樣的事情，其實這是多了一個自己的較量，跟自己的一種想法，這個就

叫做諂佞、心術不正。 

這種心術不正的人，那要把自己轉過來，也就凡事看到光明面，看到彼此之間，這

個和合的地方，大家一起往前走，才能正確的覺悟，那也在這裡面，才能夠一起共行所

謂有意義的事情。這裡沒有什麼好執著不執著的，就是一起嘛。那這種人很麻煩，很難

相處，日久了你會不敢跟他講話，因為他就會，你講一句，他就生九種答案，有沒有碰

過這種人？很辛苦呢，這種就叫佞人。 

那眾生這種要知道：「觀照自心，止惡行善」，要觀察要覺照自己在心裡面的這種瑣

瑣碎碎的翻滾，停止，不管是身、是口、 是意，這三業的惡念跟惡行，而好好的轉為

如法如律，理事一如的無為的善。當然這個有過程，一定是從有為到無為，這個也就是

「自開佛之知見」，這個自己開啟了如佛一般的正遍知的這個知見。這一段就很簡單，

這是六祖惠能大師在跟法達說的話，接下來一段經文。 

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

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 

他就跟法達講，你就必須念念之間開佛知見，而不要弄錯了，開啟了眾生的知見。

如果你能開啟無為清淨、遍一切、了知實相的這個知見，也就是出世，也就是出世間的

無為法；如果你開啟的是眾生的知見，那麼就是在世間當中。「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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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者」，如果你只是辛辛苦苦，辛辛苦苦的執著於諷誦經典這麼一件事，因為這法達

出來參拜六祖惠能大師的時候，禮拜，頭不落地，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問他：「你為什麼

禮拜的時候頭不著地」？他說：「我念《法華》近三千部」，這有什麼關係，是不是？你

以為這個就是功課，執著於奉誦經典就有功德，就有功課，「何異犛牛愛尾」？那麼跟

犛牛，犛牛是高原比較冷的地方高原的一種牛，牠毛相當的厚，愛自己的尾巴一樣，沒

有兩樣，其實只是在抓著自己以為的東西在以為。這一段很簡單，不用什麼解釋。 

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 

  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

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 

這個開始了，法達聽了之後知道，其實六祖惠能大師你都看到我心中，你都知道我

心中對於我持誦經典這上面，覺得自己是有做功課的，有一些體悟的，有所功德的，然

後他知道其實自己是迷悶的，而且所以為的都是知見。聽了之後法達就回答，那照您這

麼說，「但得解義」，只要理解經典裡面的義理，「不勞誦經耶？」那就不需要這樣辛辛

苦苦辛勞的誦經了嗎？意思說你這樣意思就是我要瞭解經典的義理就好，那誦這個工

作、這個動作是不需要的了。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就沒有落入這個圈套，我們一般人會

怎麼回答；「誦就是為了瞭解經義，所以你如果瞭解經義的話，誦不誦就沒關係。」一

般人就會這樣回答。可是六祖惠能大師畢竟是大師，他不會落入這個圈套，因為他說：

「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那不需要誦了，因為我誦了三千部。 

可是六祖惠能大師回答：「經有何過」，這個跟經有什麼關係，你誦經有什麼關係，

經沒有什麼過失，「豈障汝念？」怎麼會障礙你唸誦它？因為世尊在每部經裡面，是不

是都有受持奉誦，為人講說，是不是？信、受、奉、行，是不是都有這樣？你受，納受，

「奉」裡面還有諷誦，還有拿來成為自己的學習的指導原則，而好好修行，所以「經有

何過，豈障汝念？」你要怎麼諷誦它，這不會障礙你的。重點是「只為迷悟在人，損益

由己」，只是因為迷，愚迷或是覺悟都是在你個人，所以受到損害或是得到利益，也都

在於你自己，跟你誦不誦經，別人誦不誦經，解不解得經義，這個決定權在你，他的回

答是這樣，這是智慧者的回答。 

我們一般話一句來一句去的時候，會落入圈套，他會引這個話的路徑，因為他一直

誦。他跟他說你這個誦，你心中是不明白的，所以只瞭解到你以為的一部分。然後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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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這個《法華經》來，誦一遍給他聽，對不對？所以六祖惠能大師他只聽到某一部分，

他唸到〈譬喻品〉，他就說你停止，這部經基礎上世尊要表達的是什麼東西，所以他是

不是聽一遍就瞭解了？法達就以這個瞭解經義，這樣就是悟嗎？所以我不用誦了嗎？那

你來為我解釋，我只要瞭解之後，我就不用再誦了嗎？一般人就會落入這個圈套。對不

對？ 

所以「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如果你嘴巴裡口裡諷誦著經典，而在心裡是明明白

白實踐它，這個就是轉經。那如果口誦心不行，如果只是口裡諷誦，你長年都在諷誦，

而心裡不明白，也不實行它，也就是被經轉，那這個是總說。後面他就講了，聽吾偈言，

現在你就聽我來說個偈給你聽，這一段我們就要細解一下。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這一段就六祖惠能大師真正點撥就這個主題，就誦《法華》，誦經跟轉經，跟被經

轉裡面，用這個四句偈來給法達做一個當頭的棒喝。他說「心迷法華轉」，如果你心中

是迷昧的，不瞭解《法華經》的經義，你諷誦《法華》乃是形式而已，這個也就是被《法

華》所轉，也就是被《法華經》所轉。你整個在諷誦的過程，只是一個動作。那這裡面

呢？當然可以開演很多種。 

「心悟轉法華」，如果你的心很明白，很明白，沒有雜念，在這個當下對於《法華》

的經義，知道佛為一大事因緣，在世間示現八相成道，是開佛之知見，示佛之知見，要

我們眾生開、示、悟，悟佛之知見，入佛之知見。 

《法華經》裡面講的是：「開三顯一，凡聖心體無二」，如果你能夠瞭解《法華經》

在講什麼，凡聖心體無不同，「一心賅於萬有，萬有不出一心」，如果你能瞭解這些，「當

一念心開的時候，如千日並照，不俟更言，即是祖師西來，即是諸佛普現。」 

那這一段就是在講，我們在誦經時候，其實誦經有好多種不一樣的過程。說「誦經

久不明，與義作讎家」，我們先來瞭解誦經。同學！你開始拿到《法華經》，任何一部經

都一樣，你開始拿到經典時候是怎麼樣？是不是不知道它裡面講什麼？想不想知道它講

什麼？是不是想？所以你帶著什麼東西？帶著探索的心，接受這一部經典。對不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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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懷疑經典？正常啊！我不要被它騙，還是我要被它騙；我接受它，還是我不要接

受它。我來看看吧，看它裡面寫些什麼東西，那我懂不懂呢？這個真的是好東西嗎？是

不是會先有這些東西在？會不會？因為這個是紙張印著字。 

今天拿一本經給你，跟《金瓶梅》給你，如果你都沒有聽過《金瓶梅》是什麼東西，

跟《妙法蓮華經》你都沒聽過什麼東西，它不過就叫兩本書。你是不是從書架上拿來翻

翻看？是不是帶著前面剛剛說的這種狀態？是不是這樣？好！那你開始了，讀《金瓶梅》

很容易入，很容易入，因為它就是慾望的表演，它就是在表演世間的一些現象，跟你慾

望，跟進入一種情境當中，是不是很容易誤？誤入什麼？歧途。是不是？是不是很容易

入？跟它相應，因為你本身所有的這個凡夫的身口意的作為，是不是跟它有些雷同情緒

存在？但這些會不會入到那個，迷在裡面？會。 

但經典就不一樣了，如果你開始打開《法華經》，那你要開始諷誦的時候，你諷誦，

開始唸唸唸唸，就會覺得這個東西，裡面深不可測，但是還沒入之前，就覺得這個一個

字一個字我都懂，兜起來都不懂。所以那慢慢唸它，唸它的時候，進不去，妄念就跑出

來了。那什麼妄念？怎麼這麼難？奇怪在講什麼？口好痠，腿好痠，是不是這樣？然後

再唸一唸唸一唸，進不去，你現在只看到字的表面，每個字都是中國字，然後有的字旁

邊還有注音，配合起來都是不懂。 

這個時候帶著你的迷惑，然後妄念：「對！我下午有約。對！昨天那個人欠我多少

錢」。是不是出來了？開始誦經有沒有這樣？有啊！所以開始是什麼？帶著迷昧跟妄念

在誦經，這種誦經要誦很久很久很久，都不明白，所以誦經久不明。第一種誦經法是不

是這樣？那這個過程，我相信法達早在他七歲出家之後，在前幾年大概都過了。 

第二種誦經，我真的是要瞭解《法華》在講什麼，如是我聞，「這麼多的羅漢還退，

五百羅漢退，什麼叫羅漢？那這個裡面要講什麼？」開始是不是用個別的分別見來揣測

經義？是不是這樣？開始這一段都講什麼？「喔！有一個場子好大，好多人一起在那

裡，那世尊呢？又放光，文殊菩薩也在場，彌勒菩薩就心裡想，今天世尊為什麼大放光

芒？那一定是要講什麼非常殊勝的法，我也不知道，再去問文殊菩薩。」我現在已經在

講《法華》了，就是揣測那個現場。 

那文殊菩薩就講，在過去的時候，世尊每在這種狀態之下，都是要講殊勝的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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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就是要講《妙法蓮華經》。這個彌勒自決其疑，就想要瞭解，所以就問，就是問文殊。

所以你會不會由這個經要把現場還原？這個時候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分別的，這些以前的

經驗跟這種運作，是不是把相現前？是不是會現前？然後文殊騎獅子，裡面又有誰誰

誰，是不是在揣測經義？是不是要還原其相狀？這是不是第二種誦經？ 

第三、你慢慢慢慢就瞭解這誦經，可是有的人誦經是這樣誦的。有的人誦經，他沒

有起心動念，他沒有起心動念，無意識的誦經。他誦經愈誦愈開心，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誦經的聲音，跟那音韻很好聽。有沒有這種人？我們現在就光那誦經久不明，太多了！

這種誦經法，這個也是屬一種。 

那還有一種就是不起心念，無意義的誦經。無意義的誦經，「反正誦經有功德，總

比造業好，人家說誦經久了之後，就會開智慧。聽說誦《地藏經》消業障，鬼不來侵，

然後如果智慧不開，都是累世業障之故，所以要多誦持經典。」所以他就一直誦一直誦，

哇！真是厲害，他一直誦一直誦一直誦，誦誦誦到哪裡，下一句他說「我都不用想，下

一句我都知道了」，誦經誦到這麼厲害。我說那你的什麼態度在誦經？「不起心動念」，

原來他誦經就是修定，他是定在那個字，然後這樣，然後這樣。那說請問你誦經倒是有

沒有什麼隨文入觀？他說「什麼觀？那個時候速度這麼快，怎麼能觀？」這是一種誦經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