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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1》 

             印可法師宣講          

當你在看你的心念的轉折的時候，當你看到一個東西，在腦筋裡有一個結構，當腦

筋裡有一個結構，你會發現你的電流在衝在跑，會發現。有的人是這樣，看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呢？腦筋是不是結構語詞？這是什麼呢？有沒有結構語詞？你就是語言派

的。有的人呢？這是什麼東西？他只是有一個，有一燭光的這種疑問光出來，這樣，那

是什麼東西？是不是在腦筋裡這樣，想要探索它？想要探索它是一個無形象，不是語言

的，他這是想要探索它的一個意圖出來。是不是這樣？有人就是有這兩派，一種是語言

型的，一種是理解型的。 

當這個語言型跟理解型，一個就是啟動，這個裡面的過程，就是無明緣行，這個裡

面就是一個動作。那這一個動作呢？啟動了是一個意圖，就是意，惑，起惑，而意，意

在裡面，就是你想要探索它，是不是有個意圖？那有的是「是什麼東西呢？」是不是把

所有的六根、思緒，就是專注、對焦（focus）在這上面，就這樣對著，想要去探索它。

這個探索它，當一念心，一念心，介爾一心，當你要探索它的時候，記得！就保留空，

你正念而不要把你所有的知識種子往前推，你不要推，這個地方契不契機，就是這個推

的動作。 

我們一般來講，眾生就是這樣，這什麼東西呢？然後內心不管你是一個意，或是一

個語言，然後你就會想，該不會是葡萄吧？該不會是酸梅吧？該不會是黑黑的是什麼？

李子吧？該不會是什麼吧？當你這個東西，你是不是相出來了？剛剛你想到葡萄吧？開

始就有葡萄的酸甜，李子吧？口水流出來了，看！該不會是什麼吧？當你這樣子的時候， 

一念心開之時，湧向前，這個就是若立種種差別。倒著講前一句，這就是立種種差別，

就是落入眾生知見，就是這樣成立的。 

所以當你要瞭解這個的時候，不要揣測，不要揣測。當你要瞭解它的時候，有這個

無明起惑，無明起惑沒有關係，這是我要瞭解它的，裡面的這個意或是這個語詞，這是

一個初初無明緣行，但是行不緣識。聽懂吧？剛剛該不會是李子吧？葡萄吧？什麼的，

是不是識？就是你意識，你過去的這些東西，馬上選擇題裡面挑出來，放著，比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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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用比對法。無明緣行，把這個行，行直接跟解合起來就好了；跟解合起來，而不要

無明緣行，行緣識，不要拿識來解釋。 

所以當你要瞭解它，那就是這樣，它是個圓狀的、深色的，是個物品，可能是食物

什麼，這些不用揣測它，所以它是圓型的、暗色的，放在容器中。這是不是實相？這是

不是實相？好！當你要知道，靠近看它的時候，圓圓的，這個東西我不認識，我不認識

就不認識，你可以瞭解它的異，也可以瞭解它的同。它的同是與某一種水果同樣是圓形

深色，它的異是長得跟葡萄不像，跟李子不像，跟什麼不像，最後呢？我不知道它是什

麼，就保留我不知道；你就保留我不知道，這個不知道沒有是非，不要以為這個不知道

是很丟臉的。 

人家常常問我，你知道現在副總統是誰嗎？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那沒什麼，那沒

有什麼，知道嗎？人就是這樣。所以這個上面不知道，那最後這個訊息會現前，最後你

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這東西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它裡面是什麼的營養，因為你沒有抗

拒它，沒有較對它，就是沒有比對它，然後這上面自然就是，這個食物的味道，這食物

的樣子，你吃進去知道它的營養，就這樣。假名就是一種深色的果實，就這樣，這沒有

是非。所以「不俟更言，而千日並照」，這上面是不是都很明白？當有一天你知道，在

某一個因緣，你知道它叫樹葡萄，就這樣，就是這樣。眾生麻煩就是麻煩在這裡，這樣

知道這一句嗎？ 

這個地方講，如果自己非上根，未免起懷疑，而生起了這個毀謗。這裡面還是給同

學補一下，補一下說這個《法華經》，《法華經》是佛陀一代時教，一般在這個古大德都

有判教，它有講到「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

八載。」所以佛陀最初說法，是在定中講說《華嚴經》，所以華嚴有三七二十一天，事

實上《八十華嚴》，你二十一天是不大誦得完的，我們要誦完它，還得用上四、五十天，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但是這個是在說法總說。 

當世尊在講這個《華嚴》的時候，這個菩薩、二乘人，都如聾作啞，那世尊只好回

過頭來，就著大眾的根器，從開始的阿含開始講，這小乘，就大家的根器是這樣的。然

後慢慢的，當大家的各方面的言行舉止，規範得比較好，也懂得這個所有的一切的，應

該要怎麼講？所有一切的運作比較如法如律，這個時候世尊就開演方等跟《般若經》，

就講到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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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只是規範外相，內涵的東西只要導正就好，然後接下來就講到方等跟《般若

經》，就講到裡面的內涵。這個內涵呢？就開始看到無限的涵義在裡面，所以這裡面二

十二年，都是專講般若；在最後的八年，有講大乘的圓教，就是《法華經》跟《涅槃經》。

在法華會上還是依然有五千的這個聽眾退席，但這裡面呢？五千我們就不特別跟他說，

什麼羅漢、二乘種姓，不要用批判的言詞，就說有五千位退席。因為最後佛是會歸，會

歸說這個過程都是方便，我們又何必在所謂大乘、小乘的這種名號，跟它區隔出來的這

些言詞中，做一種對立的看法。 

所以當講到法華的時候，這個教義是圓滿的，《妙法蓮華經》在佛法當中，也就是

判教裡面，講的是大乘的實教，表述著佛陀真實的本懷，就講到佛的本懷。佛陀自己講， 

祂誕生於這個娑婆世間，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就是告訴大家通

通最後都會成佛。這一點聽經聞法這麼久，相信吧！肯定吧！最後只有一佛乘。中間呢？

所謂二乘三乘，都是因為根器還沒有達到那個程度，所以用這樣的方便來告訴眾生。懂

得法華要義的人都知道，十法界的眾生不離一心，這在前面講很多。十法界的眾生不離

一心，一心圓具萬法，所以談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是覺悟有先後，不是佛性

有差別。接下來。 

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 

那這一段是因為法達他聽聞六祖惠能大師開示於他，他在這個所謂持誦經典上面的

盲點。之後瞭解原來自己犯了很大的錯誤，但在這裡面，總是還是對於《法華經》裡面

所開演的內容不甚清楚，所以就直接請問六祖惠能大師，這個《法華經》上面解釋到這

個三車，那裡面有講到羊車、鹿車跟牛車，以及到最後呢？這個眾子，這些孩子們出到

門外之後，世尊給的是一個大白牛車，這裡面它的涵義如何？那這個要如何來區別？請

和尚您慈悲的垂恩開導明示。 

很多受持過《法華經》的人，可能略略有點瞭解，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做比較簡單的

粗略的解釋。所謂在《法華經》裡面這個三車這個譬喻，是出自於〈譬喻品〉。所謂這

個車比喻的是佛法，佛法化度眾生，能夠帶引眾生達到涅槃。這個經典裡面的三車呢？

指的是羊車、鹿車跟牛車，那最後有個大白牛車，所以加起來是有四種車。這個三車呢？ 

是在火宅喻裡面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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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裡面我們先介紹為什麼世尊用這個三車：所謂的羊車呢？講的就是以羊來挽

車，就是羊來拉這個車。譬喻聲聞的人，聲聞的人他總是要先處理自己的問題，所以修

四諦行以求出離三界，也就是修苦集滅道，基本上要先自度，先把自己的煩惱，自己的

林林總總的問題給解決了，所以這個時候並不會考慮到太多，所以「但欲自度，不顧他

人」，沒有辦法再顧及身旁或環境裡面其他的眾生。那為什麼用羊呢？因為羊，如果說

有什麼緊急驚險的事情，這個羊就會奔逸，牠就會逃；那這個羊在跑的時候，牠不會回

頭去看到其他的羊群，牠是專心一意的為逃命而去，所以用羊車來譬喻聲聞人。這個時

候，只處理自己的問題就好了，我的能力，我現在的主重點在這個地方，所以這個是用

羊車譬喻。 

那第二種譬喻鹿車，這是以鹿來挽車，這是譬喻緣覺的人。這個緣覺乘的，是能夠

小有智慧，觀察十二因緣來出離三界，所以這個緣覺，還是會有一些隨緣隨緣。那為什

麼用鹿來比擬呢？因為鹿，鹿群，如果碰到所謂危機的事件的時候，大家都會四處奔竄

要逃命去，所以這個鹿在馳走的時候，牠會回頭，這個鹿牠會回頭去看到自己的族群這

些鹿，有沒有都離開這個所謂災難，所以這個鹿呢？會後顧，就是會回顧後群，所以用

鹿來比喻這個緣覺乘的人，這是在世尊比喻的時候。 

那為什麼用牛車呢？這個牛車是在譬喻菩薩乘，所以牛車是當然以牛來挽車，也就

是用牛來拖這個車，這個是譬喻三藏教菩薩之人，也就是受世尊的教導，然後在聽聞佛

法之後，願意修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所以他希望也提起

這種意願，「欲度人出於三界」，想要帶引眾生離開三界苦，所以在這個時候如牛荷負，

如牛一樣能夠安忍，普運一切，能夠任勞任怨，就是有這種意願，這個就是以牛車來譬

喻菩薩乘。 

這個三車的譬喻，是出現在〈譬喻品〉，《法華經》的卷二，就是〈譬喻品〉，它裡

面最主要的故事是這樣的：它是說有一個大長者，這個大長者財富無量，很有錢。這個

大長者是譬喻佛，有一天這個宅舍就起火燃燒了，那長者的好多孩子們，在這個火宅內， 

「樂著嬉戲，不知不覺」，在裡面玩得很開心，然後都不知道要離開這個火宅。這個長

者看了是憂心重重，他就想說，這些孩子們跟他們講，屋子燒起來了，趕快逃，逃命去，

可是孩子顧著玩，都不知道，這個時候長者為了要帶引這些孩子出這個火宅，所以就權

設了方便，就跟孩子們講，說過去你們不是很想要有很好的車乘嗎？有的人喜歡羊車，

有的人喜歡鹿車，有的人喜歡牛車，你們只要現在趕快到門外去，那門外呢？這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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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就擺在那裡，隨你好好的驅使，好好的使用。這是個方便善巧。 

於是在宅舍裡面玩，著於嬉戲的這些孩子們，一聽，有自己想要的東西，於是就各

個乖乖的很迅速的離開這個火宅。離開火宅到外面去的時候，就跟長者要了，就說，您

不是要給我們所希望的車嗎？這個時候，這個長者也就是世尊的譬喻，這個長者就各賜

給這些孩子們一大白牛車，這一部一輛用大白牛捥著的車。這個白牛車上面，用七寶各

種東西去裝飾它，非常的莊嚴，因為這個大長者是所謂財富無量，那這個是一個譬喻。 

這個火宅，火呢？就譬喻五濁八苦，就是五濁惡世，裡面有各種各種的苦。這個宅

呢？是比喻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那眾生呢？這些孩子們就比喻的眾生。這個三

界裡面，其實眾生不知道三界中就是五濁八苦，不斷的逼迫，逼惱著，是不得安穩的。

那猶如大宅子，這個火燒起來了，事實上是不能安居的，但是眾生不瞭解。眾生生存在

這個三界裡面，其實彼此之間，就在所謂的五欲，每天在紛擾變化萬千的萬象裡面迷惑

著，所以受各種的迷惑而不知是苦，也不知自己其實置身在這樣子的一個火宅裡面，永

遠不斷的在輪迴。 

所以這個長者在《法華經》的〈譬喻品〉，就是用這樣的譬喻，屋宅燃燒了，那宅

中的稚兒，就是小孩們不知道置身在火宅內，依然嬉樂自得，這個就是要讓我們瞭解「三

界如火宅」。裡面這個白牛之車，這個白牛車是在講，比喻界外的一乘真實之法，就是

一佛乘。一佛乘的真實之法，就不再談羊車、鹿車跟牛車。 

所以到《法華經》的過程，最後佛開演到法華涅槃時，祂會三歸一，祂就不再講聲

聞、緣覺跟菩薩乘。祂就直接講，你到目前在這種狀態，你只要排除掉你個別的認同，

你個人修為上面的點點滴滴，你心中的心量，你在佛法上各種不同的體會，其實之前告

訴你，叫你這樣修，在你各個角度裡面，去體證的輕安、解脫等等這些，都是我的方便。

在這個時候呢？世尊就要開除三乘這種權執，也就是權化出來，你還會有法執，這個執

著放掉吧！最後是要顯示一佛乘的實義。所以開三顯一，就是《法華經》最後要提示大

眾的東西。所以三乘其實是權，那真實呢？會歸為一乘，也就是講眾生終究是會成佛的。

這個地方我們是給大家介紹，六祖惠能大師要為這個法達一一解說，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這個經文，跟隨著大師的解說更能明白。下一段。 

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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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

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法達了，他說「經意分明」，你自己已經讀《法華經》

三千遍了，在經典上其實義理說得非常的明白，是你自己迷昧，違背了，所以你看不清

楚。所謂三乘人，所有的這些聲聞、緣覺跟菩薩，他們之不能夠測佛智者，不能夠真正

進入佛的智慧，最主要的癥結，「患在度量也」，最主要的癥結，他的過患，就是因為他

們用思惟法，他想要去測度佛的智慧。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不能真實的契入。也就是

你要契入佛慧的話，那麼你要無住，無一物，心中本清淨，自性是清淨的。可是當你握

有一絲一毫，「仁者心中必有一物」，當你心中有一絲的念，一個以為，一個思惟推度，

對不起！你就卡在這個地方，你就是有所染著。所以最主要就是用思惟推度，而把你想

得到，看得懂，以為的東西抓著不放。 

所以「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所以不管他們是費了多少的心思，慢慢去推敲，

推敲這個語詞，推敲世尊所說的等等的這些，只是愈想用意識去推敲去測度，離這個佛

性清淨的自性就愈來愈遠了。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總是對於三乘人，還要有一個比較明白的的定義，這個是世尊

譬喻，譬喻眾生的根器，所以用這樣來解釋。所謂的乘，乘就是交通工具，那剛剛有講

到車，車就是可以乘載，其實意思是一樣的。乘就是交通工具，三乘就講三種可以運載

眾生，度越生死到彼岸的三種法門，就是三種法門。以你用這種法門的，就叫這種乘。

就眾生的根基，為什麼要分三乘？就是眾生的根基，有鈍、有中、有利，就是每個人的

根器不同。 

佛為了因應眾生不同的根器，所以就說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三種教法。所謂

的聲聞乘，第一先講聲聞乘，聲聞乘是聽聞世尊也就是佛的聲教，就是用語言，用語言

來說明白，來教導他的義理，這樣來悟道的，簡稱叫聲聞。最主要就跟剛剛我們在解釋

三車的時候略提了。最主要的修行重點，就是要知苦，知道你所感受的一切是苦。所以

知苦類推回去就要斷集，你就要從因下手，那麼就是集。所以「知苦斷集，慕滅修道」，

那你想要進入寂靜涅槃，也就是滅，所以心慕於滅，要修這個道法。聲聞就是以苦集滅

道四諦為他主修的主重點，所以用四諦為乘，就修苦集滅道，這個為他的辦法，所以以

這樣修為，就叫聲聞乘。學佛多年，這些應該都是很明白，所以我們是用最簡單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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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來消文。 

在緣覺乘又叫辟支佛乘、獨覺乘。這個緣覺乘，就是小有智慧，能夠觀察十二因緣，

然後自己在裡面能夠覺，能夠瞭解這個諦理是什麼。最主要的修為呢？就是從開始來觀

察自己，每一個迷惑產生的當下，從這個無明緣，無明開始緣行，行緣識，就是慢慢這

樣類推，乃至於到老死；順，這是順觀十二因緣。緣覺乘都能順觀，也就是所有事情，

他有某一種理性，某一種敏銳，他可以這樣類推，也就可以做一種歸納。這個是順觀。 

那次觀呢？次觀無明要如何能滅，乃至於到老死滅，這是逆觀、還滅。如果透過世

尊簡單的開演十二因緣的順觀、逆觀，這個緣覺乘幾乎都可以使用上手，所以這個隨法

行的這一塊，緣覺乘是相當有其根器的。所以用這樣的修行法，他就會看到因緣的生滅，

也能夠悟非生非滅，用這樣這個十二因緣法，來作為修行的法門，這樣的一群修行者，

就叫緣覺乘。緣覺乘他的特色，就是有一些自在，不願意受束縛，那這個是緣覺乘。 

那再講到三乘裡面的菩薩乘，菩薩乘就講到的是大乘，所以我們常講大乘菩薩，大

乘菩薩。這個大乘菩薩又有的稱為佛乘、如來乘，他基本上，心念裡面是以佛的完整為

自己學習的模版，要上求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上求佛智；而在上求佛智的同時，觀察

世尊，其實是在利益度化一切眾生，包括自己，也是世尊的慈悲，開示悟入當中，所指

導的眾生之一，所以學習著佛祂所有的完整，而不是單一的某一種法門。 

所以在菩薩乘的這種人，他除了要上求佛智以外，也會有願度一切眾生，而看到眾

生萬象，所以在這裡面，他會修六度萬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以及發展出

智慧，所以用這六個德目為他修行的法門，這個以此六度為乘，這個叫菩薩乘。這個就

是三乘人。 

那講到聲聞跟緣覺，這就是前二乘，在經論裡面，常常有談到焦芽敗種，有談到迴

小向大，其實這個焦芽敗種，這個話說得很重，聽起來很不舒服。如果你自己先要處理

自己，然後你很用功，很努力的處理你自己，其實是不是很負責任？對自己負責，這個

時候人家罵你，你這個小乘，你這個焦芽敗種，你聽了會怎樣？你會不會覺得我真的是

焦芽敗種嗎？其實這個話，這個焦芽敗種這個話，其實並不是所謂大乘人在汙衊或是在

謾罵小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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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焦芽敗種的話，是出自於《維摩詰經》。當時《維摩詰經》裡面，大迦葉，這

個迦葉尊者，他看到維摩詰居士跟文殊師利菩薩，他們在展現這種菩薩的氣度，菩薩的

方便善巧，菩薩無私寬廣、無量無邊的慈悲跟智慧，展現出來的神通的時候，他自嘆不

如。他自嘆不如之餘，自貶的話，所以他自貶於自己，唉呀！跟不上，我自己沒有這樣

的心量，我還沒有那個能力，所以自貶之詞，說自己是焦芽敗種。 

但我們後世的很多人造了口業，造了口業把自己升高了位置，變成菩薩，自詡菩薩

罵他人焦芽敗種，這說不得！說不得！我們現在應該要還給，這些願意好好修行自己的

聲聞乘跟緣覺乘一個公道。這樣知道吧？ 

像世尊祂從不說這些弟子們是不可救藥，祂都是保留著給弟子們，告訴他們，再往

前吧！再往前吧！迴小向大，你終究是會成佛的。當時我告訴你的所有種種，我不是為

了騙你，我是因為知道你太累了，所以化城，這是化城。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對於所謂三

乘，三乘人在修行裡面他的轉折之處，我們要留一些口德。當然在經論裡面，常常會有

比較強烈的一種言詞，這個最主要是在做比對之用，並不是拿來棒喝之用。如果拿來棒

喝之用，也僅限於上對下的個別，而不是我們一般學佛者，可以隨便拿來批判，所謂這

個眾生跟根器的語詞。 

那在這個地方談到這個三乘人，他不能夠測度佛的智慧，在《法華經》的〈方便品〉

裡面世尊就講到，祂說：「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舍利弗在佛的十大弟子裡面，

是智慧第一。是不是？所以祂說「假使滿世間，都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

智」，大家都跟舍利弗是一樣的，你們就好好去推敲推敲，好好研究研究，彼此呢？討

論討論，都不可能知道佛的智慧。 

這個地方所謂佛智，佛智是講佛特有的智慧，那是最勝無上的智見，祂的智慧，祂

的見解，當然這是無相的，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一切種智。在唯識法相宗，它講這個佛智，

佛智呢？是完全完整的，所以佛智，以智慧的這個歸類來講，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等四智。在密乘裡面，它是加上法界體性智，成五智。那在這個地

方，我們暫且不管這四智的內容，因為那是到下一位參訪者，他跟六祖惠能大師所談的

內容。 

根據這個經文，惠能大師繼續再說著，他說只要你愈要用意識心去推敲，你愈是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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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因為那個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只要你是意識形態，它就有邊際，它就一定有你

思想得到的範圍，你理解得到的一種深度而已，它不可能無量無邊。他講，他說：「佛

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在三藏十二部一切的經典中，佛開演這些，都是為了凡

夫而說的，所以凡夫是不是三藏十二部，全部都是佛在指導我們，教我們要用什麼樣的

辦法，去開演，去看到我們自己？不是對於已經開佛知見者，而必須說這些道理的。那

這個大家明白。 

「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這《法華經》裡面它有講，當時在法華會上，佛好多

好多的弟子，舍利弗一再請，三請世尊開演，這些羅漢們他們心裡想，世尊你可能要說

的也是如何證入，要證悟的也不過就是無煩惱相，那這個時候，隨附著個別所體解的內

容，或是自己已經建構起來的知見，所以從中就退席下來。你不知道其實你本身，就是

在大白牛車上面，你有七寶莊嚴，具足佛智，你有所有的一切，世尊祂所示現的法華會

上所說的，就是依一大白牛車而說。 

所以當你看到你的煩惱，雜染的這些的時候，是不是想要趕快去找一個羊車、鹿車、

牛車，對不對？那這個時候你想出門去，那想出門去，會不會先上哪一部車？會，一下

就說，我要坐大白牛車，可不可能？不要搖頭，很多人馬上搖頭，可不可能？佛說可能。

你要把握重點，後面要開演的是重點，不是跳場修。而是你在看所有一切的同時，就是

在整理自己；在整理自己的同時，跟一切是融合的，這樣就是用一佛乘來修。那我們慢

慢開演，好！下一段經文。 

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

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 

這個地方有意思，這個地方惠能大師再跟這個法達繼續說，他說何況這個《法華經》

上面很明白，明明白白就向你說明了，它說明只有一個一佛乘，沒有其他的諸乘。那如

果說有二乘跟三乘，乃至於菩薩有無數的方便，菩薩是不是有方便善巧？有這個所謂種

種的八萬四千法門，種種的這種說法，透過因緣或是透過譬喻，種種的言詞，這個都是

一個過程，這都是路徑，所說的一切，「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所說過的所有一切種種的

說法，都是為了會歸一佛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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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何不省？你怎麼不省察省察？你現在要瞭解了，你現在要瞭解前面的路走到這裡

來，都是為了要告訴你，要走到終點去。所以「三車是假」，所謂的三車的譬喻，聲聞、

緣覺、菩薩的說法，都是權設的方便，所以說是假。那說的最主要，就是要解釋世尊在

《法華》之前所說的一切的法，都是方便，都是為了要導引大眾「一乘是實」，只有一

佛乘才是祂最終要披露的事實，那也就是現在的這個時刻了，這個是在講法華會上。 

所以也就是說的是當時法華會上，世尊所要說後面的所有點點滴滴，全部的全部。

但最主要呢？「只教汝去假歸真」，最主要乃是要教導大眾要丟掉假立的那些方便，而

回歸真實的實相。而如果能夠放下所有的執，我執，法執，會歸真實之後，其實實相也

沒有所謂的名稱，所以也沒有所謂的實這麼一個名號。這個地方講的，就是不管你怎麼

想，不管你怎麼體悟，不管你怎麼來看你自己，都要放掉這些知見，這些分別，終究才

能入實相。 

這個地方我們就先簡單的解釋一佛乘，所謂這個一乘，就是講佛乘。佛說一乘之法，

就是要眾生你能夠依此來修行，出離生死苦海，運載到涅槃的彼岸。這個一佛乘在《法

華經》裡面，就是用七寶莊嚴的大白牛車來做譬喻，那佛在法華會上祂就說明白了，祂

是為了一大事因緣，開示悟入。祂的出世，就最直接的想要告訴眾生，直接的一佛乘；

告訴眾生，這個應該要放下一切，而體悟所有一切與自己不異，這個眾生其實本住涅槃。

但是眾生總是執迷而放不掉，所以因為眾生的根基不等，根基不等，所以要拔除的這個

力道跟方法，就必須權設方便，所以才先說三乘之法而調熟之，最主要是講一乘。 

那當時世尊開始演說，其實是講《華嚴》。《華嚴》就是佛自證的境界，所有的大眾，

這如聾作啞，聽不懂，這鴨子聽雷，是不是？那看大家都不懂，世尊才回頭開始從阿含，

從最基礎的這樣去解釋，來帶引眾生。所以這個地方只是六祖惠能大師對於《法華經》

的從頭到尾的大概，做了一個簡單的敘述。這裡面《法華經》 因為它裡面有講，有種

種的因緣跟譬喻，其實都是會歸一佛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