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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3》 

             印可法師宣講          

那最後一個喻呢？叫醫子喻，又叫醫師喻，這個醫師喻是出自〈如來壽量品〉。在

《法華經》裡面世尊就講，其實祂早已成佛，但是在娑婆世間又示現八相成道，這個醫，

這個大醫王就譬喻如來自己；那這裡面的子，醫子喻，在最初的時候不是講到這些孩子

們在火宅喻裡面，說著這些孩子們只顧著玩樂，而不知道這是火宅，那這裡面同樣的，

這些孩子譬喻三乘的人，就是聲聞、緣覺跟菩薩。那這些孩子們無知，這是無明，所以

飲了毒藥，心即狂亂，什麼叫毒藥呢？就是三毒，一念之間，不守真如，所以這個時候，

所有的人都瘋狂了。那這個醫王，也就是如來，他就是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看到這

些孩子們，這病得可嚴重著了，於是就調配了好的，根據這個藥方，就調配好的上等的

妙藥，要給這些孩子們服用，其實也就是八萬四千法門的意思。 

但這些孩子，有的已經毒已攻心，瘋狂了，連要吃藥都不肯了，都懷疑了；那有的

還會略略的來飲這個父親所開的藥，但是都是沒有把病醫好的。因為總是信心不足、懈

怠，或是已經瘋狂了，狂心。這個時候呢？世尊，也就是這個譬喻裡面的這個父親，這

個父親他就遠到他鄉去了，然後再傳個訊息回來給這些孩子們，就說他已經在他鄉異地 

而往生了，身亡了。這些孩子聽到，唉呀！我的老父親到他鄉異地去，竟然不能再回來

了，這個時候呢？他們就是瘋狂停歇下來，知道父親所留下來的這個藥，一定是上上等

的殊勝妙藥，於是才願意才肯信受，信受，接受，然後喝下這個藥；於是這個法藥喝下

去之後，速除苦惱，無復重患，病也就痊癒了。這是在醫子喻裡面，也就是醫師喻。 

其實眾生當時在佛的座下，也就是舍利弗、目犍連這些弟子們，真心誠意的信受奉

行，要跟著世尊學習的弟子，是大有人在，也各個能夠所謂證悟，達到某一種境地，但

是其餘的眾生就不盡然。一樣的道理，當時跟世尊同一個村落中的一個八十老嫗老婆

婆，她連聽都不想聽，她連看都不想看。 

那眾生在世尊入滅之後，這個法流傳下來，大家才重新的去思考它真實的意義。於

是大乘佛教，也就在世尊滅度之後，大為發揚光大，所有的教理，也做了一些系統的開

演。那這七個喻呢？就是要告訴我們世尊的權巧方便，祂開演的經教裡面，很多都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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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安撫我們浮躁的心，有的是幫助我們去釐清生命裡面的混亂，有的是看到我們心中

的這些雜亂的東西，如何去如理作意。當你有所體證的時候，祂就告訴你不受後有；當

你進入了這些寧靜當中，祂之後又告訴你，唉呀！這是暫時性的，你還要丟掉你的境界

這種感受，你所領悟到的，只是片片面面的真理，而非畢竟的實相。 

於是在凡夫有我執，這個弟子們，三乘，聲聞、緣覺跟菩薩各有法執。在這裡面，

世尊在講要丟掉我執跟法執，終究才能證入實相。那這些方便善巧，都是在《法華經》

裡面一一鋪陳出來。因為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他對這個《法華經》，光這個法達唸過一

次，祂就知道裡面所說的，就是藉由種種的因緣譬喻，來告訴眾生一佛乘，當然這個跟

六祖惠能大師所領悟的，一定是吻合的。 

所以在這裡面，六祖惠能大師直接就跟法達講：「汝何不省？」你怎麼不省察自己，

好好瞭解瞭解？你讀了那麼多遍，難道沒有前後文貫通嗎？難道不知道經文所說的弦外

之意是什麼呢？所以三車是假，這個是權設的方便，假立的方法，這個是在為過去世尊

所說的，做了一個全盤的解釋。也就是世尊到達法華會上，就跟大家說，我以前都是為

了誘導你們，我以前所說的，都是要幫助於當時你的現況。而你現在準備好了，我現在

要告訴你，披露真實相，也就是實相，所以只教汝去假歸實，只是為了要告訴大家，要

去假，歸回到實相。 

這個《法華經》裡面教導的，就是開權顯實，假說，從開始的假說各種方便善巧，

就是假立，安立假名，像這些最後要讓大家會歸到真實的清淨的畢竟實相。那說實在，

在這個實相，它也沒有所謂名稱可言，所以會歸到一佛乘，也不需要留有一佛乘的實相

之名，這個就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這個才是真佛子。 

總是這裡講到《法華經》，我們要瞭解《法華經》裡面所講的就是實相，目的就是

要教大眾能夠去假歸真。你要丟掉你所有心中的想法，所有假有的的方法、辦法，權巧

方便當中，就是要讓你體得清淨自在，讓你去看到這是無量無邊，無所，應該是說一法

不立，心中湛然清淨的佛性，要讓大眾去看到自己與佛是一致的。 

所以眾生如果去掉我執，或是聲聞、緣覺、菩薩的法執，當這個我，我執法執都泯

除之後，就能證入一真法界。那證入一真法界，也就是實相之理，這個就是實相之慧。

所以歸真之後，沒有我執法執，也不會有一個真在裡面，所以這個一真法界，是在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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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虛妄，所有一切是明白，並不是要立一個真這個東西。 

但我們一般世間人在看事情，都會說「唉呀！你看的不對，我看的才是，我真的真

的，我是真的。」要表達這個真的時候，其實是還是所謂在知見的分別較量之下，所謂

與真理比較靠近，而心中尚有法，尚立有這個法的名，有法的相，所以這個真也不住，

真名亦除，才是真的畢竟清淨。那如果在這裡面，當你有所領悟之後，就住在這樣的一

個空寂的狀態之下，其實又入了另外一個執著。 

所以有些時候修行人，如果心中有一個感受，唉呀！我證入諸法實相，其實也就直

接說他背離了第一義諦，就是因為心中有真，那意思就看到眾生是假，就有假的對立，

它依然是二分法。所以實相當中是不立一法，也沒有魔，也沒有眾生，也沒有佛，也沒

有語言文字。但這並不是所謂無想天，或是你沒有積極的可運作的心智，不是這樣，而

是絕對的清淨，那一切呢？一切的名相、文句，都瞭解這是虛妄的，這是假立的，不執

著這個，才真的懂得一切妄就是真。 

那一般凡夫就在這裡面，在妄裡面執為真。而修行人呢？就是在如理作意之後，執

著自己作意瞭解的這個法為真，其實這是妄跟真，這個對立，二分同存；真正的清淨之

後，看待一切，不是語言文字，而明明白白，清朗，所有一切也不錯謬，這個時候才是

真清淨，亦無佛，也無眾生，但是對於佛、眾生，其實是平等看之。因為看到的就是所

有的實相，包括眾生他自己的歷史，他自己心中的結構，包括你所看到的實相的這些，

並無語言文字可以描述的。 

所以佛權巧方便，所說的這些八萬四千法門，目的就是開權顯實，讓眾生徹悟之後，

歸於寂靜湛然當中，言而無言，無言而言，這個是在講「去假歸實」。那歸實之後呢？

實亦無名，要放掉分別知見，才能悟入實相。那這個地方呢？我們來瞭解下一段經文，

也就是八十一頁的最後一行。 

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

《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那這一段是在總結，跟這個法達講，所以你應當要知道，其實所有的智慧，這裡就

是講珍寶的意思，所有的珍寶，所有的財物，其實都完全屬於你的；其實有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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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不覺得自己有所欠缺，知足，這所有一切就是實相。對不對？所以這個「由汝受用」，

這是由你自己能夠完全去受用的，在這裡面它這個是直接譬喻，因為它是從這個火宅喻

裡面開演出來，因為他給了所謂的三車，那三車，所以「更不作父想」，在這個《法華

經》裡面，你也不用再有一個想法，有一個父親，有一個醫王，有一個老爸爸，很有錢

的，也不用想有一個佛的存在，這些錢財事實上屬於佛，也就是屬於這個老父，不用做

這樣的想法。 

「亦不作子想」，也不需要把自己當成兒子，我是一個佛子，我這就是在學習的，

所有佛教導我的，我就是要慢慢學、慢慢學、慢慢學。那我所擁有的呢？其實就像在裡

面的譬喻裡面，我是那個除糞的窮子，不要這樣想了。當你丟掉所有這些的想法，當你

丟掉你所有高低差，當你丟掉你生命有所欠缺，有煩惱，你有很多看不明白的，你有很

多的妄想，當你這些都不用再翻滾了，「亦無用想」，連這個想也不用再想這些主題，這

個就叫做持《法華經》，這個就叫受持《法華經》。 

如果你能夠這樣的話，「從劫至劫，手不釋卷」，也就是從一劫，一直到無數劫，你

的手從來不曾離開過《法華經》的經卷。也就是「從晝至夜」，從白天一直到晚上，你

無時無刻不在誦念《法華經》，這樣的意思，這個才是真受持，總持。接下來： 

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這個時候法達聽了，接受六祖大師這一番的這個開導，內心踊躍歡喜，法喜充滿，

原來他自己心中就一直留著層次感。修行有很多人心中會有一個層次，也就是有個次第

的感覺，這個我相信在座，你心中一定還是有曾經層次的感覺。唉呀！因果我終於搞懂

了，那因果呢？這個緣，我終於懂了，要掌握這個緣；那苦集滅道，唉呀！菩薩畏因，

我現在終於知道要從因著手。是不是都是有次第的體悟？那苦集滅道，原來我這個道法

要怎麼修，我現在已經懂了，哪一個法門，這就是道，所以呢？眾生其實都有次第的感

覺。 

《法華經》它就是要告訴我們，你所有次第，次第的修正，這個就是權，這個就是

三車的意思。也就是我們從三乘裡面的最基礎的某一乘這樣開始走，這些東西都是過

程，不是答案。而你每次在走所謂的過程之後，你要放下你對於過程所領會出來的這個

法執。你知道在隨所有的一切變化中，你要如理作意，那你要如理作意之後，要放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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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祖壇經 7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意的心，跟所得作意出來，理解性的這個東西。因為你在經論裡面，有些時候會發現，

這個好簡單，故事篇；有時候發現這個在講佛的所自證的內容，這個好深，這個在驗證

於是不是我有這些魔境？或這個更難讀。像這些東西呢？在你發展的時候，不要用揣測

的心去揣測，而是要用驗證的方式去驗證，拿這個法來驗證你自己的心，明白了這個點，

就放下。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們一般就是你硬要咀嚼，就是硬生生的要把這部經，要咀嚼出味道來。但咀嚼出

味道來，就落入了意識，就是落入了意識。我們上次不是在講受持經文諷誦的過程？你

每一次諷誦的時候，都來比對，不是用意識的較量，而是來印證於喔！原來是這個，我

知道了這個道理。知道道理之後，就輕安、自在、安住，不要再記憶這個經文，但自然

總持，總持這個法義。 

你每一輪每一次讀這個經論的時候，你愈咀嚼愈瞭解愈深，那你愈來愈深，愈來愈

自在愈自在，愈不執著，愈輕安，這個才是叫做持誦。那你在持誦的過程裡面，自然一

次、兩次、三次、五次，百次、千次、萬次，自然他就會諷誦。那這裡面呢？有的人是

以文字，有的人是以四句偈，有的是總持它裡面的法要，就是真實義。那不管你用哪一

種方式，不管你用哪一種方式，記得！那就是語言文字，跟所謂我們這個智慧的展現而

已。當你需要從心中流出，當你要為大眾開演的時候，你自然會依照眾生的根器，而給

予他次第，不是你學的次第，這差異很大。同學！聽得懂嗎？ 

如果你今天從開始因緣、因果論，再十二因緣，再苦集滅道，那你有你修行的次第，

所以這個次第是你走過來的次第，當你有法執的時候，你就會要別人走一樣的次第。但

今天眾生的根器不一樣，它不是一種次第，它不是的，所以世尊會根據三乘，聲聞乘教

聲聞法，緣覺乘教緣覺法，菩薩乘教菩薩法，那大乘種性，直接告訴你精髓的地方，在

佛經裡面它全部都有。但是你修行的次第，這是你有法執，你就會一直以為這是次第；

修行有次第，是每個人一個次第，那你原來不懂得面，你只要生命裡有經驗，你掃過之

後，你就可以自己匯總做整理，那個語言文字其實是假名，是安立假名，那真正你進入

的點，就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法達他接受了六祖惠能大師這一番啟發，他知道原來他在以為自己誦持《法

華》，成佛的《法華》，自己有多高竿，自己有多少的理解；那現在才知道，其實他咬著

文字，咬著裡面的一些以為的以為知見，所以無法徹入。所以他現在才重新來看，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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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留著對經論的意見，就是自己的意見；所以他作了這個偈，來讚頌這個六祖惠能

大師。他說：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他說我法達諷誦《法華經》三千部而不解，今天在曹溪也就是指六祖惠能大師，今

天在曹溪六祖惠能大師「一句亡」，並不是講一句，就是你這麼一番的話裡面，就使令

我完全明白了，而我所有的迷惑全然消殞。「未明出世旨」，我諷誦《法華經》，其實根

本就不知道世尊衪在這裡面帶引我們，從世間而出世間，入、出，出世間的意旨，其實

我不瞭解，我只是在相上做功夫，世出世間我不懂，所以「寧歇累生狂」，要寧靜歇息

我累生累劫紛亂的狂心，這種意識心。 

裡面的羊、鹿、牛三車，其實原來是世尊開示於聲聞、緣覺跟菩薩，所權巧方便權

設的法門。「初中後善揚」，眾生的根器不管如何，在初或中或後，這當然經論裡面有好

多的解釋，依戒定慧而修，依經的儀軌而修，等等這就叫初中後，這裡面在講的就是根

器跟修行的次第，不管修行的根器跟次第，其實最後都是要顯揚此一真實實相之理。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誰知道原來在火宅內裡面玩耍的那些孩子們，那些

眾生，在苦厄的眾生，其實本來自己也就是法中王，自己就是佛。這個〈火宅喻〉還譬

喻著你必須要出離，要出這個門，事實上你本身就擁有清淨的佛性，他本身出不出是個

相，出不出是個相，這個火宅也是譬喻，每個人原來都是佛。 

在《楞嚴經玄義》裡面有講：「狂心頓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其

實每個人，你只要這個五蘊的狂心，這就是一個虛妄的，每天就在這個紛紛擾擾起起落

落，念念生滅當中，這個狂心，你只要頓歇就好了，你不用再去找真。修行就是為了要

去找一個真，所以佛告訴我們，這是虛妄，所以我們認它為假。所以很多的語詞，其實

說起來，就是要認知這個介爾一心。你每一個當下的這個心，如果你這是狂心的話，你

寧靜吧！你放下吧！你大大的歇息吧！你只要一停，寧靜下來，一切放下，一念不生全

體現，即證得清淨菩提。所以「勝淨明心」，殊勝絕對的清淨，這個明心見性，這個清

淨清朗的覺性，法身本周法界。這是《楞嚴經玄義》 裡面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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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學！你為什麼看不懂？是因為你心中有東西，你以為的以為，都是以為，這

就是所謂意識形態，這都是六、七意識在作祟，拿自己過去的種子，來做資料參考。結

束的時候呢？六祖惠能大師就再跟法達做了個交代。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六祖惠能大師說著了，從今以後你因為瞭解了這個道理，所以才堪得稱上你是一個

會念經的僧人了。因為以前在念這個經，根本就沒有經的意涵，只是在文字表象。「達

從此領玄旨」，法達從這個當下，領會了深奧的義理，那從此之後持續在修行，「亦不輟

誦經」，也沒有停止他誦經的這種修持法。這一段是在講這個法達去參六祖惠能大師的

時候，他對於他在修行裡面的一個指導。接下來我們就來瞭解，唸另外一個故事，另外

一個故事，這段經文我們讀一遍。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 

  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

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 

這一段是在講有一個僧人，他的名字叫智通。這個智通是壽州安豐人，壽州就是現

今安徽省霍丘縣西邊的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的一個人士。他起初是怎麼修行的呢？就是

修持看《楞伽經》，這個地方它就不是講誦，所謂的看的話，一定是有那種要瞭解經義，

他已經不是諷誦的，他是有在研究它。他看這個《楞伽經》，總共看了一千多遍，很厲

害！過去的這個出家人，真的很努力很用功，光這樣子說出來，這個讀《楞伽經》千餘

遍，就讓人讚歎不已。「而不會三身四智」，但是卻不能理解何謂三身跟四智，於是他就

來禮拜大師。他來禮拜大師，請求六祖惠能大師「解其義」，為他來解說裡面的義理。 

這個時候大師就直接說道：所謂的三身者，三身裡面就是法身、報身跟化身。所謂

三身者：裡面的清淨法身，講的就是你的本性，也就是你的法性之身，清淨的佛性，法

性之身，我們先消文；所謂的圓滿報身，講的就是你報得的智慧之身，也就是你的智慧；

所謂的千百億化身，講的就是你能夠變化出，在度化眾生相應而現的變化之身，就是你

度化眾生的行為，所現前的這些行為。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假使現在你離開了所謂有清淨法身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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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主題，而另外來瞭解什麼叫做三身，對不起！你對於三身的解釋，跟說法的等等

這一些呢？「即名有身無智」，說來說去其實是語言文字，是你的瞭解，是有所謂的身

的存在，而並沒有智慧。 

因為真正的清淨三身呢？經論裡很多，前面我們也介紹過了，是證得體得清淨，具

足圓滿的智慧，而能夠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產生了作用。那如果你根本就不瞭解清淨

法身這一塊，不瞭解你也有清淨的本性，自性清淨，而來談三身，怎麼談？怎麼談，是

沒有意義的。所以「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如果悟得這個所謂的法身、報身跟化身這三

身，其實沒有一個可以說的，某一種個別存在的實質的所謂自性，那麼自然你就明白四

智菩提，你就明白什麼叫四智。 

其實以禪宗來講，禪宗的經論裡面，它不把它歸類出四智，它不是用四智來解釋。

禪宗的修為，其實它都是，我們先從這個地方給同學做解釋。禪宗的修為，是不是跟你

講起心動念？是不是？你起這個心，動這個念，當這個有運作的時候，你起了一個心，

動了一個念，它匯歸來說的，你動出來的念就是第六意識，就是你對外緣跟境謝落之後，

已經成就一法。是不是就動這個念？是不是就這個念？而你起這個心，是不是無明？這

是有意識的狀態，是不是就是第七意識結構？拿八識為它的以為所依的基礎、資料庫。 

所以禪宗在講修行的時候，它直接是在因下手，它直接就說你起心動念，你抓你的

起心動念，你解析你的起心動念，然後從哪裡開始去懂這個東西，其實這就是四智裡面

的轉，就是四智裡面的六、七轉。所有的經論，殊途同歸，條條道路通羅馬，講的都是

一樣。禪宗的做法，第一、它叫你起心動念，抓起心動念，到最後明心、見性，是不是

這樣？你明這個心，是明妄心，那明妄心歇息的時候，那你的真，就是真如，我們就不

講真心，真心就變成又有個真，就是你歇下狂妄虛幻，不管用什麼樣的名詞，當你明心， 

你看到這個心的運作，這個心的運作的時候，它意思是什麼？它還有活潑的機用，明這

個心，而見這個性，見這個佛性，它是畢竟清淨，也就是法身的意思。 

那我們講起心動念，你要在這個起心動念的時候，是在起上面勘破它，還是在念上

面勘破它？你已經起心動念，你在哪裡勘破它？你是不是先，眾生是不是念成立了？是

不是念成立？所以在念裡面，是不是看到情緒，看到雜染？所以你已經起了心，已經成

立念，所以以眾生來講，是不是先從念裡面的，看它的屬性？從念裡面去看它的屬性，

所以以唯識來講，它就會講五位百法，解析我這個念是瞋、是貪、是慢，我這個念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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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祖壇經 73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是什麼東西，是不是在解析這個念的屬性？從解析念的屬性，再去找念的來源，去找念

的來源，我這個念是怎麼來的，是我哪一根對哪一塵，或是什麼的什麼東西；發現了全

部都是五根對外塵，而結構了這個法。所以當我起心動念的時候，其實就是發現我的念，

而這個念的成立，就是第六意識，就是法了。 

所以禪宗，如果你能夠起心動念這裡面去抓，清楚了，念，不住；不住，不加以情

緒，也就是雜質，是不是清淨正念？是不是叫正念？是不是就叫正念？所謂的正念，是

清淨而無住，而了然於所有一切。所以能夠有清淨正念，而起而行的時候，這個起的這

個心呢？就是覺了，是不是就是覺？它就不叫心，它就是叫正覺。佛是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也就是覺，在覺悟中而有清淨正念，也就是因地而講。禪宗的因地作為叫做觀照，

這個動作叫觀照；起心動念，要讓起心動念釐清它的這樣的中間，中間的這個辦法叫止

觀。如果你是完成，以果上來講，起心動念，以果，它不是透過相對止觀，而在這上面

已經正覺，覺實相，也就是覺而正念，也就是正念，正念也就是實相，正念也就是清淨

的智慧。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當你從起心動念裡面，是不是六、七，意識裡面的六、七？六、七裡面，其實

就是它裡面講四智裡面的兩智，從這兩個下手。當這個兩智是清楚的時候，它所轉出來

的東西就是智慧。而這個智慧呢？在運作當中，呈現當中，就是五、八，其實就是這樣

的意思。所以以禪宗跟唯識，其實它是使用不一樣的辦法。 

人有很多種，有的人他就很喜歡去思惟跟解析事情，是不是這樣？有的人你給他看

某一個東西，他就會說：「這什麼東西做的，唉呀！我一看就瞭解了」，譬如。譬如今天

我們大家都去這個五星級飯店吃飯，這個廚師這個菜端上桌，那我們一般人就是馬上，

唉呀！好吃啊！馬上吃，嗯！又酸又甜又辣又什麼，反正所有的味道，你就馬上去咀嚼

它，消化吸收，然後不住就放下，營養吸收。 

有的人他就說，這個菜，嗯！他還沒有吃，有蘿蔔、有馬鈴薯、有青椒，是不是就

是這樣解析？解析說，嗯！我想想這一道菜，還上面加了紅色的醬料，應該是酸酸、甜

甜、辣辣，嗯！應該如此。吃！這個酸哪裡來？唉呀！這個酸是什麼來，喔！這個甜應

該哪裡來，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有的人就是這樣子？所以人的方法不一樣，根據人而不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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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唯識的人心思很細膩，真能耐煩才行，才讀得通，他解析解析會去抓那個根本，

到哪裡來，從哪裡來；那你禪宗在修行的過程裡面，它是整體上。禪門的話，你兩腿一

盤，這個眼睛一閉，是不是切掉一二三四五？它不要讓你去找，你是不是眼睛現在在看

東西？你是不是鼻子現在在呼吸？你是不是耳朵現在在聽？它告訴你，一二三四五現在

就不要管，因為那是果上才能轉的，你現在就去抓起心動念，就從六、七下。對不對？ 

可是每個人的方法不一樣，有的人說，我現在這個意念紛飛，我為什麼現在這麼難

安住？原來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我很喜歡。為什麼我會這樣？唉呀！我眼睛出了問

題，我的腦袋瓜、意識裡，我有貪愛，所以是不是用解析這樣？所以人有很多種的。但

等到你通的時候，你通的時候所有都通，你唯識也通，你的禪法也通，你任何一部經全

部都是通的，因為所有的經論，都是流出的語言文字，都是善巧方便。 

再來我們還是根據於剛剛那個主題，把禪宗這禪門的修法再講一下。在禪宗修行的

時候，在講黑洞，記得吧？就是意思是你在修行的時候，如果你觀察你的起心動念，然

後你瞭解你動的這個念是虛妄的，所以你不住這個念；不住這個念之後，你回歸去看到

動，於是你讓自己不動，你讓自己不動，那不動的狀態之下，就是心性裡面，它沒有活

絡的功能，這個時候呢？就會進入到一個空茫的狀態。這個空茫呢？就是講黑洞。 

所以修行裡面，它不是要壓掉佛性，也就說轉，它是轉的用途，所以禪宗在講：「一

念不生全體現」，重點在這個現；一念不生，就是觀照起心動念，起心動念，把這個念，

就是第六意識的雜質，這個地方釐得明白。釐得明白，把這個雜質消融變成正念，那麼

這個過程是有一個次第性，也就是如果你常常在觀照你的起心動念，你在觀照你的起心

動念，這個是虛假的，於是虛假的你就會不住虛假。 

不住虛假，然後這個心已經動了，對不對？久了之後，你任何一個念，自然它就不

起，就不起念。不起念，如果你以為這個就是一個偏空跟真空的差異，如果你以為不動

就是涅槃，你以為不動就是涅槃，你就會住在自己的無想當中，然後不再動了，這個時

候是把五根關掉，它是關掉。所以這個時候呢？它不可能產生作用，不可能產生作用，

它可以入滅受想這種狀態，但這個不是成佛，這個叫素法身。也就是你看到你的清淨佛

性，但是它毫無功德可言，它沒有辦法有作為。 

所以禪門禪宗常常會在講，你這自了漢，或是說你住在黑洞中，焦芽敗種，其實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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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你在起心動念的修行裡面，已經產生了作用，你已經有得力了，你已經有進去了，

但是智慧未顯，智慧未發。所以起心動念轉而變成清淨的正念，那清淨的正念也就是智

慧，要再檢覈這個清淨的正念與否，這個上面，沒有所謂特別的檢覈法，它只有說在這

個實相當中，你是不是看明白了？是不是無錯謬了？是不是無所得心了？是不是相應眾

生了？所以「應而無應，不應而應」，就是在講起心動念之後，轉的大機大用。 

所以佛法在講的這麼多這麼多，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眾生沒有實質修為，所以他在聽

佛教的這些言詞的時候，其實不知道裡面，其實它是在描述中間的某一塊，你發生的一

種瓶頸，或是你在運作中的一個過程。那我們剛剛在談到唯識，修唯識，就是思惟上面，

所謂一般的思緒思惟比較有力的人，這些人他在修行的過程，會呈現某一種情形，也就

是他很喜歡論，他很喜歡論，因為論是有條有理的。有條有理，是用解析，其實這個論

是菩薩悟後才寫的，菩薩悟後才寫。眾生因為想要得到智慧，所以他是未悟而讀論。是

不是這樣？所以未悟而讀論，就會尋著菩薩祂是如何來反觀覺照，找到那個原始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