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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0》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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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不會懷疑經典？正

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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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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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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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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誦一誦，誦一誦就覺得，《法華經》蠻好玩的，裡面又有〈藥王菩薩品〉，又有

〈提婆達多品〉，又這麼〈譬喻品〉，有一個人他有自己有很珍貴的這個寶物，可是自己

不知道，不知道家裡人，這是眷屬幫他縫在衣服裡，他都不知道，還以為很窮，還去除

糞，那一天到晚汲汲營營於生活，唉呀！原來《法華經》就是故事集，第二個階層差不

多是這個樣子。是不是這樣？誦經慢慢誦很有趣，有的人就這樣講，我覺得你們佛經有

的很有故事情節，有的就有點看不懂，是不是第二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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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陣子這個寺院裡有一個義工，她常常來，一個禮拜來三到五天，打打字，做做什麼

都好，她之後她就不來了，就問她說最近師姐妳在忙什麼？她說我現在好喜歡誦經，她

說我就好喜歡誦經，每部經我都拿來誦，然後我就愈誦就覺得愈好聽。原來經典變好聽，

這種誦經有沒有？這種誦經怎麼可能明呢？她只是落入自己誦經的音韻中，一點意義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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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一直誦一直誦，那我一天一定

要誦幾部，誦幾部，迴向法界一切有情眾生。」反正我是誦給他們聽的，不是誦給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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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聽的，有人誦經是這種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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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有的人不起心念，他是無意識的誦經，那這個誦經，就變成他的所謂定課

之一，這是自己訂定的。有些時候 就是因為有某一種概念，就覺得我應該誦經，那誦

經誦一誦，誦一誦之後就迴向，可能法達就有一段是這樣的，非常有可能。你誦經三千

部，那十年呢，這十年裡面一定發生過各種不一樣的情境，那我們是不是有人這樣誦經

法？有。他就誦一誦，誦，每天就是經典，該誦幾遍，誦幾遍，誦一誦迴向，功德迴向。

啊！我今天功課做完了，他自己心中有一種自己的那種安然的感覺。 

那有的人他是在誦經裡面，他在嘴巴跟眼睛是對起來的，對起來的，然後他在誦這

個經典這樣一直誦一直誦，因為熟，他熟，熟到一心不亂，下一句會自動現前。那自動

現前，他這樣一直誦一直誦誦誦，誦到他世間的，這個世間的想法也沒有了，整個身心

也放鬆，他會放鬆，然後放鬆在這裡面，一直誦一直誦一直誦誦誦，誦到他變成進入一

種無念的狀態。 

剛剛開始他是不起心念，他是讓自己說我不要雜思雜想，所以我要這樣來誦經，然

後不起心念，然後誦誦誦，誦到最後他整個放空，放空，所以他在誦經的時候很順暢，

經文一直誦一直誦，一直誦一直誦。這個時候經裡面他是沒有意識的，可是經他有掃過，

這個經就像一張透明的，這透明的紙上面浮著經文，浮著經文在這裡面晃過去，他就能

運作，可是這裡面的經義他是不懂，可是他熟，熟到某個程度，這個誦經變成是一種定

的修法；那個跟你在念佛，跟你在禪修，其實異曲同工，都一樣有這種作用。所以為什

麼說我們在修行裡面，他各人使用的方法不一樣，這種誦經法有沒有？有。 

再來，有的人他在這個經文裡面誦久了，他會想到底這部經是什麼東西？在講什

麼？無形之中想要去探索它，探索它已經不是前面的，我們剛開始對於這種經典完全陌

生的時候，會用一種客觀的要探討它，可是在這個時候就不是了，這個時候他是隨文入

觀，這個時候他想要瞭解這個經文講的是什麼，所以他誦經的速度就會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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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我們是不是開始帶著妄念誦經的時候，是不是會咬到舌頭？有時候拐拐的，拐

不過去，然後妄念跑出來，有時候會跳行。是不是？就把大家誦經的狀況，差不多都這

樣。然後等到你不起心念，無意識的誦經，到最後放空，那種誦經的時候，它會自然一

直湧現，一直湧現，很隨順的然後放空，那個時候是定，定的功夫。可是那種狀態之下，

這個經文都不會跑，它不會跑，它跟入定境一樣，所以他誦完了，就覺得整個人空空的，

這是一種過程。 

那剛剛講的隨文入觀，他當要知道這個經典裡是什麼意思，他誦經反而就開始慢，

他慢，如是我聞。他這個如是我聞，他就會想要瞭解如是我聞是什麼意思，一時佛在舍

衞國，他就會瞭解那個時段，佛在那個區塊，他要把這個經文裡面的意涵，或是那個時

間、空間、人物，他所有的東西都想把它浮現出來，所以會隨文入觀。 

那隨文入觀 這時候因為他專注在文上，專注在經文上面，所以沒有雜念，這個時

候他誦經會身口意結合起來，三業清淨的無雜念的在誦經；然後這個經文，浮現浮現一

點點一點點，是不是初開始的定跟慧都有在結構？這種誦經法有沒有人？有。這種是已

經對於佛法跟佛典，對於佛典起恭敬心，而且起真正要接受指導，想要透徹的瞭解這部

經典。所以當他在誦持誦持這個經典，慢慢它會浮出來它的義理，可是這個義理，當經

典誦完之後他會旋繞，旋繞這個義理裡面。 

因為他誦的時候，他是慢慢的誦，義理的浮現會有片段，也就他沒有辦法貫穿全文，

這個時候非常容易產生抄前著後，抄中著前，前後會有一個自己讀出來的重點，他認為

這一段在講什麼，「對！然後這一段我不明白」，他不能總持，這個時候他會有一個相應

的篇幅，就是章節裡面會有相應，有沒有這種誦經法？有，是不是？ 

好！接下來，再來，再來更深入一點的隨文解義，剛剛是不是隨文入觀？那現在呢？ 

隨文不是入觀，一開始觀，是不是要把實相現前？譬如說有大弟子多少多少人，這個時

候舍利弗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然後就請問世尊，或是須菩提，不管。這個時候再接下

來的深度，他是隨文解義，這個景象的這個部分，他就會跳過去，他就誦持的時候，這

些都已經很明白，自己就像當時的佛的弟子，就在佛的座下，一樣是在聽佛的開示，但

是重點呢？只要一開始進入到某某菩薩問什麼，佛怎麼回答，對談的時候，他就會隨文

去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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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隨文解義，一碰到這個義理，他為什麼提問這個問題？然後佛回答這個問題，這

裡面原來他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佛陀回答他的問題，其實就在回答我的問題，原來是

這個道理，這個時候眼淚就掉出來了。就感動，自己原來很迷糊模糊的地方，就是在這

個瓶頸，這個時候隨文不談入觀了，是不是解這個義？這個義理浮現出來，這個如果能

夠前後貫穿，就是它主重點，因為經典裡面都是有序分、正宗分，最後才流通分。 

所以當他序分的部分，他快快掃描，到正宗分的時候，就會開始有這樣的解義，然

後要貫穿，那為後面的流通分，當然是一個勸勉的地方，護持這些，當前後貫穿這裡面，

這部經在講什麼，這部經在講什麼。透過經典而瞭解，瞭解自己生命的瓶頸，瞭解處裡

的方案，或是瞭解實相，這個時候真的是所謂的嚎啕大哭，或者是所謂涕泗縱橫，或是

那種內心的那種惻動。像這種的話，這個義是不是出來了？是不是誦經有誦到這個？這

個的地方就不是誦經久不明，這個是開始誦經已經抓到法要，也如同諸佛現前說法一

般。只是每一個現前說法，深度不一樣。 

這個時候是世俗情，跟出世間的智慧是：世間的語詞認知這些作用是不是存在？然

後出世間的，就是想要學佛，想要釐清的這種意圖也存在，但事實上是在世間，事實上

是在世間。因為你在這個經文的內容，是看到佛所表達的處理方案，你看到而會涕泗縱

橫，是看到你自己的瓶頸，所以這個誦經呢？這個誦經的語義、法義裡面，並不是放下，

而是拿起來。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光誦經，其實它還是有次第。我們剛開始是摸著摸著，這本經典跟我的關係是

似有而無，當你這個經典隨文入觀開始，它已經跟你連上了，當這個隨文解義，前後貫

穿，涕泗縱橫的時候，瞭解，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是抱著這部經典？這個時候你一定會非

常的讚歎這部經典，然後大力的鼓吹大家，一定要誦持這部經典，這部經典真是殊勝，

佛所說的義理都在裡面，字字句句就刻進去。是不是這樣？所以背誦。這個時候自然那

些東西，就想要把它好好的整理，放進去，最好不要丟。 

誦經也是一樣，是個修行次第。是不是這樣？這個誦，每天就在這個法義裡面暢遊，

暢遊這個殊勝的法要之中，這個過程其實還沒有證，其實是沒有證；但是這個上面就與

義不是作讎家，這個是與義共一家。這個時候就擁抱這個義理，經典裡面的義理，懷抱

在心，久久溫習，這個反覆的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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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誦經，還能夠有另外一重，還有另外一重是總持。這個地方呢？再進階，你

剛剛是不是涕泗縱橫？你第一次碰到《楞嚴經》，哇哇大哭，這個聽太多人誦了；誦到

《法華經》，哭得死去活來；誦到《華嚴經》入〈法界品〉，哭倒在蒲團上，久久不能自

己，這個我們幾乎常看。誦到哪部經，真是！這個過程，當他這個澎湃洶湧，跟法義的

震盪銜接上之後，這個時候最法執，這法執最重，可是這個重也實在允許的；這是允許

的，總比你一天到晚在啃的那些，世間的雜碎言語來得好，因為你畢竟是在思惟法義。 

那這個時候呢？你持續誦，就是該持續誦，這個「經有何過？豈礙汝念？」這個時

候就持續誦，你持續誦，再持續誦的時候，你這個經典裡面的法義的震盪，已經不會像

剛開始瞭解它，所以慢慢你在持續誦持續誦的時候，他會平靜下來，他心裡就會平靜下

來，因為懂了，懂了就能放，因為不懂才一直懸在那裡，他懂了就能放。 

你持續再誦、再誦、再誦，再誦的時候，隨文所解，反觀覺照，就是自己，起而實

踐於生活中，這個時候就轉，這就這部經是拿來行的，這是不是就是轉經？隨文所解而

實踐於生活中，就是解而進入行。那解而進入行，這個是在測驗期，這就求證，這是一

個求證的動作，那我不應該這樣，我應該如何？ 

譬如說我們今天介紹這麼多的偈子，這麼多的內容，古大德的著述，不是讓你抄著

好看，是你要學著去做，對不對？所以當這些能夠轉，能夠轉，生活面裡面的點點滴滴，

這個是誦經之後，與義同一家，之後已經把這個經文化為生命的現場了。這是不是在求

證期？所以誦經是不是蠻好的？ 

求證完之後呢？你會怎麼樣？常常會覺得我漏失了。這段經文，《大般若經》真大

部，能唸它一次，這一輩子，吾願足矣！吾願足矣！《八十華嚴》我這樣唸過幾輪的話，

直下這個佛之知見，與諸佛同一鼻孔出氣，是嗎？常遊覺海當中，吾願足矣！這個都是

開始未誦經之前的標出來的意圖，誦經完之後，對於略為契入經的這個法要當中，一種

自我評語，那其實真正在講的是再往前走。 

往前走，剛剛講到實踐於生活中，實踐於生活中，你會發現你有片段的落差，有時

候這經文所講，能把握的了，這個指導原則在，所以起心動念跟待人接物當中，能夠稍

微的明白。稍微明白之後，一定會在諷誦它的時候，想要再更明白去瞭解它的全面性，

總持而不忘失。這個時候你真正的解行，一定會更徹底，那證明這部經所說一切，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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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麼明白而透徹，這個時候對於這部經，就算是前後貫穿，這算是總持，總持它的法

要，總持實踐於生活中，解行能用，這個時候還沒有空。這個時候已經覺得學佛誦經，

它有了某一種特別的涵義，已經能隨法行，是不是就隨法行？ 

這隨法行當中要在哪裡？剛剛是求證，證明這一部經論對我的指導作用，接下來就

是真的入實相。入實相就是這一部經的所有指導原則，它已經不是語言文字，它也不是

一個訊息，「《心經》上說：無眼耳鼻舌身意，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比對？然後

無眼耳鼻舌身意，再接下來，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以是無明虛幻，是無無明的，然

後你才會放下。對不對？那你在這個上面，這個經裡面的段落，是不是會自然浮現？ 

那再接下來，你再實質解行於生活面裡面，丟掉經文，你不丟就是不行，你就是丟

掉經文，這所有一切，自然的該怎麼就怎麼，而這裡面沒有雜念。沒有雜念，這個時候

呢？沒有妄想，沒有雜念，安住清淨當中，無念念即正，「無念念即正」。這個時候這個

誦經，不管你持續誦經或不誦經，誦經的時候是無作而念經，他沒有造作之心而念經，

所以每次誦經，這個過程當下，當下是靈靈覺覺，照見實相。 

你當下讀經典跟讀完經典，在生活裡面其實一致的，這個一致，這個就是六祖惠能

大師要講的字字分明、句句明白，而且這個與你起身而行的解行當中，是完全一致。這

個一致呢？不用靠文字的提攜，它沒有句，它沒有句讀這回事，它沒有文義這回事，因

為它化為實相就是，你所有的就是你的，你就是在這裡面，所以你就行經。剛剛是不是

轉經？用這個轉的字，是不是轉你過去的思想行為？而現在是行經，就是真正在這裡面。 

所以「有念念成邪」，剛剛是不是講所有誦經的過程？如果我們在沒有辦法放下經

文給予你的，這種強烈的概念情緒等等的這些的時候，其實是有念的。誦經開始是有為

法，是沒有錯的，這是一個法門，它是一個路徑；其實修行，任何辦法都能夠契入，條

條大路通羅馬，八萬四千法門是這樣沒錯。他說：「有念念成邪」，心中如果有其餘的念

頭，誦經的這一念，跟誦經的這一個行為，也就是邪。 

這個地方我們再看，誦經一直要達到剛剛所講的最後二、三個階層，才真的開始轉

經。前面是不是在自己跟經的抗爭，跟經的探索，跟經的握手言好？從那個開始的轉變

裡面，到「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於一切萬法，有跟無，不管你誦經的有或誦經

的無，有此動作，無此動作，對於經文的現前，皆不存計度分別之心，也就是清淨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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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正念，你也懂得經文是藉由文字般若，而達實相般若，這中間轉經，轉經的過程就

叫什麼？觀照般若，其實就是這樣轉的。那如果你達到「有無俱不計」，不存計度分別，

對於誦經這麼一回事，對於所有的法這麼一回事，那麼也就是「長御白牛車」，恆常駕

馭著白牛車，這是六祖惠能大師給法達的開示。 

那所謂的白牛車，當然後面有解釋。我們先略解釋，白牛車譬喻入一佛乘，如果你

真的能夠徹悟到有跟無俱不計，就是入實相。這裡面對於經文讀誦，本來的有相而為空

相。而空相當中呢？進入實相，所以實相非相，也非空非有。這種狀態之下如果能夠徹

悟，沒有妄想，沒有無明，一切都安住在正念，那麼不論你是誦經，還是念佛，還是持

咒，還是拜佛，還是禪坐，在在處處，動靜之間，行住坐臥都是佛法，這就是古德講，

其實過程就是這樣來。所以這誦經是不是也有次第，它修行的體悟在其中？那法達呢？

他根本不瞭解這一些，所以接下來的這一段經文，也就直接表示法達的狀態。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

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

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 

這個地方法達聽聞了六祖大師他的開示，這四句偈講得這麼明白，慚愧啊！也比對

原來自己在誦經，還真的是個門外漢，沒入得門來。入得門來，是不是我們剛剛講的法

義現前？這整個的過程，從嚎啕大哭，就是世間要轉出世間的第一個現象。哪一天你誦

經誦到往昔原來就是這麼愚癡，現在我知道原來就是這麼的開心，這個開心喜極而泣，

痛哭於過去已死也。那之後當下呢？既是那種感動惻動，亦是懊悔，亦是法喜，那是無

法說出來的。 

那這個過程呢？法達之前應該是沒有發生，他只是知道原來自己誦經，是在嘴皮子

上功夫，是在時間上面，或是次數上面的功夫，以為累積了什麼豐功偉績，其實不然。

所以就不自覺的，無法控制的悲泣起來，在大師幾句指導的言語之下，恍然大悟。注意！

這個地方的悟，不是徹悟的徹悟，是恍然大悟於自己的錯。那如果這麼容易的話，就不

會有後面的那一段經文了。 

所以他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誦經的這功夫，是沒有真的以覺性在誦經，是以是非揣

度之心在誦經。所以他就稟告大師，他這麼說著：「法達從昔已來」，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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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我未曾轉法華，而我是被法華所轉。接著再說，「經云」，經文上有說道：「諸大聲

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經文裡面世尊就說道，佛的大弟子們，當

然這裡指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等等等等的這些大聲聞，乃至於到菩薩，如果大家都

挖空心思，竭盡這種思惟，想要來揣測度量佛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 

這個地方不能測佛智，你怎麼做都不可能測度佛的智慧。上面看下面很明白，下面

看上面就是不明白，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因為你突破那個瓶頸，你看的就不是那個範

圍；你有範圍的人，你心思就鎖在這個範圍，你思惟法就是思惟法，你腦筋所動用的，

就是結構於語言文字跟理解而已。它這個是一個運作，這是一個心的用，這個意識的作

用而已。它只是一種揣測，一種要較量要分別，要去知道是什麼內容。 

你說鍋子裡燒什麼菜？你可以把鍋子掀起來，喔！哪道菜，你菜知道什麼東西，菜

知道它的相狀，高麗菜、滷白菜，隨便。你可以掀起蓋子看到菜，你可以看到它的相狀，

是切碎的、整葉的、整顆的，紅蘿蔔是切絲的、切段的、切丁的，它只是相狀，揣測它

是很好吃，它是甜的、鹹的，揣測它的冷熱，這全部都叫測度，而真正要吃進去了，才

知道它真實的味道是什麼，它的營養成分是什麼，它這過程是什麼，這只是舉例。 

所以我們人都是在用自己的腦筋跟眼睛，就是用自己的心思在看世界，而真正的是

不瞭解實相；更何況你所看的，所以為的，是在這麼小小的地方，以管窺天。眾生的智

慧，如五燭光的小燈，怎麼能比擬於佛智呢？是不可能的。「今令凡夫但悟自心」，現在

我才瞭解，我才了知，佛為一大事因緣岀現於世，乃是要使令凡夫，都能夠明白自己跟

佛是一樣的。而且要放下所有的一切，你悟這個清淨的覺性，就眾生介爾一心，現前的

這個心，賅萬法，含攝萬法，一切本來就具足，所以「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那

這個地方他也給自己了一個下臺階，這一句他說：「自非上根，未免疑謗」，確實，如果

自己不是所謂上根器的眾生，難免起懷疑，而生起了誹謗，當然眾生也是如此。 

這個地方我們眾生才瞭解，這個「佛為一大事因緣岀現於世」，能夠瞭解嗎？同學！

真的瞭解了嗎？其實不容易呢？其實是不容易的。我們真的在講說，瞭解一大事因緣，

《法華經》有講：「佛為一大事因緣岀現於世，開示悟入」。開示悟入，就是要入「佛之

知見」，這裡面一直在講，佛之知見就是正遍知，正遍知在所有一切裡面。 

那古德在解釋，一大事因緣的這個一，就是在講「不易之一道」，就是就講那個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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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在講那絕對。為什麼不用零，或不用二，二是二分法，由一而來，不講空，不講

無，是因為眾生容易在這上面，落了一個思想上的以為，空就是什麼都沒有，有就是有，

它沒有辦法具體去表達，所以佛講為一大事因緣故，還是講一，不是講無，而是一代表

絕對。 

這個大呢？一大事因緣，這個大講我們的心體，「凡聖之心體」，所以諸佛都是一樣，

為一大事因緣岀現於世；而這個一，也是假立、安立，因為有眾生才有佛，這是一個對

待關係的假立，安立名詞，所以「十方諸佛」一樣，「為此一大事出現於世，皆令眾生

於自心中，開此知見」。接下來這幾句： 

「若立種種差別，是眾生知見；若融歸一道，是二乘知見；若一亦非一，是菩薩知

見；若佛知見者，當一念心開之時，如千日並照，不俟更言，即是祖師西來，即是諸佛

普現。」 

如果說我們現在不要測度佛之知見，我們現在迴光返照，先知道自己心中裝著什麼

東西。如果你每一天，每一個當下，若立種種知見，「若立種種差別，是眾生知見」，眾

生其實就是這樣，每天都有種種的變化，種種的知見所立起，每天都有種種的想法，我

覺得，我認為，我喜歡，他如何，這個是我，另外他如何，世界如何，所有一切的差別

相，放在心中把它確定起來，而認為這個就是我知，這個就是我的知識，這個就是我所

要的，這是我懂得的，把自己的我充得很胖，放的就是種種差別。 

這個剛剛講的差別，還不講是非，剛剛講我想，我怎麼樣，還不帶是非。如果它是

對立的種種差別，他喜歡這個，我不喜歡，他這個人十惡不赦，這個是我跟他結構起來

的種種差別。這是跟剛剛的差別，剛剛的差別還是叫客觀知見；現在的差別，若立種種

差別，他是男，我是女；他喜歡，我不喜歡；他這種想法，我不認同，這是我跟他之中

的差別相。這是不是眾生知見？我們如果來檢覈自己，其實就可以看到自己在眾生知見

中，每天強化知見，創造知見。 

「若融歸一道，是二乘知見」，什麼叫融歸一道？就知道，這個觀心無常，觀法無

我，念念之間，這些一切歸於空，所以這些不執著也，空也，所以融歸一道，那就是所

有一致性，這些放空吧！虛假的吧！讓它就此不再存在。如果你從剛剛的眾生知見中，

再融歸一道，安住在所謂的空當中，安住在所謂的無著當中，這是二乘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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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亦非一，是菩薩知見」，菩薩的知見呢？是瞭解眾生的種種差別，非相對的。

剛剛我們有舉例，有客觀的眾生知見，眾生的種種差別，這叫異相。在這個異相裡面，

菩薩瞭解其是為空，亦瞭解其是妙有，在這個一亦非是一，一又含攝全部，全部納歸為

一。這沒有什麼，在菩薩的心中存在的這些的時候，叫菩薩知見。 

所以菩薩的知見，是從空，再把有加進來；凡夫的知見，是有，是雜質跟對立的有，

這叫眾生知見；二乘的知見，是有，而且是為空，所以住在空中，就是住在虛假的有，

而假名為空。菩薩的知見是有，不是雜染的有，是客觀的萬法的有，再來知道它體性是

空，所以既有而知道空，再從空中去看它妙的部分，它的結構，它的所有，它的涵義，

它的義理是什麼，所以菩薩的知見裡面，就是這些都在。 

但這些的存在就是有範圍，眾生是在自己生命的結構的雜染，或十、或百、或千、

或萬，在時間、空間、或有場景、或無場景、或有事、或有我個別執著的理，眾生是這

樣。而二乘的知見，是所有的理匯歸空理；菩薩是所有的理皆可成立，所有一切也皆空，

而空中的妙有相當妙，所以這裡面，其實都是有範圍的。眾生小，二乘糊掉，它就把有

糊了，弄模糊了，可是是住在模糊中。菩薩是大了、寬了、廣了，但是不能夠完整。 

所以「若佛知見者，當一念心開之時」，每一個當下，緣境一對，心，這個心是稱

性，也是覺性，菩薩有覺，佛無覺。那你說，我們不是在講？我們講自覺覺他，這個在

講過程。佛在因地，就是菩薩因地的意思，祂是不是自覺？是不是有覺？在行悲願的時

候，也是菩薩要行願的時候，是不是有覺他？所以菩薩有覺，而佛是稱性，所以覺，覺

海跟性海，它是在佛跟菩薩中間的一個分野。 

那這個地方講，當一念心開之時，也就是緣起緣現之時，這個時候呢？當下「如千

日並照」，所以一切都很明白，有一千個太陽同時照耀著，意思是沒有死角，沒有一絲

的黑暗，沒有任何的一處不明白。「不俟更言」，就不用等待另外的一個言語，它不用在

假意識裡面的一個推敲，這個就是祖師西來，這個就是諸佛普現。 

所以常常問祖師西來意，你問祖師西來意，你就先戴鋼盔，要不然你就等著被打；

這個是古德他要你做功課，並不是表示這些禪師，其實是不近人情的。其實這些禪子們 

跟禪師是生活在一起的，除非你是做了功課上來的，那種接引，自有接引的契機，不是

每個接得上。記得我們在開頭講，還有那剪刀、石頭、布，那猜拳、划拳，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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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他舉一，他舉二，有沒有？然後他舉拳頭，他落跑」，這些各自表述，不一

定每個接得來。所謂歷史上這些入藏的這些，記下來的這些接引的狀態，這都是成功的

範例，成功的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