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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4》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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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悟的人，由現在粗糙的這個末而回歸到本，他在本的時候他讀這個論，就是

津津有味，咀嚼上面就津津有味。那津津有味讀這個論之後，他就會在論裡面感受到一

種法喜。但是以唯識來修行的人，他的腦筋動得特別快，他的理路也很清楚，但常常停

不下來，停不下來，最後自己腦袋裡是自己打架。因為有的能明白，有的不能明白，因

為他是尋意識的路徑。 

在這種情形之下，唯識的，他最後都會念佛，或是修禪；因為他發現，他用思惟法

他空不掉，他空不掉，所以他如果禪坐坐下來，他一定要很專心的去進入這個辦法裡讓

自己空。要不呢？他就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亂，而他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是一致的，只是

補足，補足跟遍一切，它是融合。所以以修唯識的話，他是以所謂的智慧先而來修空觀，

到最後他才能夠放掉，懂得真正清淨是什麼。就是講給同學知道。 

學禪的人跟學唯識，他是不同路線，他是先切掉一二三四五，六七著手，六七著手，

不住；不住之後 他一定要有一個度眾，他一定要所謂不應而應，應而不應，他一定要

有大機用，所以在大機用的時候隨緣，眾生有什麼問題的時候，你是否能夠流出佛法？

你是否能夠為眾生？叫做直指人心，直接看到他的問題是什麼，他的問題，如果你能夠

看得很明白，就表示你能夠懂實相，他不是揣測的。對不對？ 

所以禪宗的修為裡面，要哪裡來驗證他的修禪，他這個上面的開發，是沒有問題的，

他裡面沒有錯誤，沒有錯謬？也就是在他度化眾生的機用當中，這個機用，也就是所謂

的大圓鏡智，而他一定是透過五根而用，眼耳鼻舌身而展現出來，叫成所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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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禪宗呢？悟後起修，他悟後是進入空的道理，而他的起修就是在眾生中磨；

也就是在眾生相處的時候，能否展現出這個度化眾生之實。而這個智慧是不是可以現

前？他在悟後起修，是不是不再有習氣回到情緒中？因為眾生跟自己中間，一定夾雜著

人跟事還有物的關係法，所以如果在這上面，他沒有辦法調伏，他依然起了五蘊，那就

表示他不是明心見性。這樣知道意思？所以禪門呢？他在後得智的這一塊部分，是很重

要的，度化眾生是很重要的。 

記得我們在前面有介紹一個法融，記得嗎？法融他自己有某一些體悟，可是他沒有

辦法很明白，這個悟後的作用是什麼，所以當時四祖道信才為法融點撥。法融之後，再

不站在那個空的框框中，才真的開始度化眾生，大開法筵，這個是法融，其實他就是一

個很明顯的代表。 

那我們現在再談到說念佛好了，總是大家就差不多這幾個法門，念佛，是眾生在有

念中。你有念當中，那你這個念呢？你看到的是雜，所以你念佛呢？是以清淨心來念佛，

而這個佛呢？就看你本身在經教裡到底懂多少，念佛法門並不是沒有經教的，不是沒

有，是有的。所以你在這個經論，經教裡面懂多少，於是你念的佛，就會把這個經論裡

面的清淨念進來。當你把這個經論裡面的這些智慧念進來，跟佛的功德念進來的時候，

就轉凡心。依你原來呢？是在雜染的、紛擾的、世俗的這些五蘊波動中，所以念佛法門

它很深奧的地方，是說你到底具足，你自己本身懂的道理是多少，這個道理不用很深，

但是一定要有。否則念佛，你說告訴每一個人你要念佛，念就是念我們的自性的 自性

彌陀。什麼叫做自性彌陀？他聽懂嗎？聽懂嗎？那要很久之後才聽得懂，所以是有經教

的，有經論。 

那你如果慢慢念念，念到一心不亂，轉凡心，確實轉凡心。所以這個時候呢？再從

你念清淨的經論裡面，經教裡面，佛的功德，祂具足的報身，這個念，肯定念佛人，一

定要肯定一件事，如果你沒有肯定這件事，你念佛終究，佛跟自己好像是兩極，一個南

極，一個北極，你一定要肯定你有佛性，你可以跟祂一樣，你可以成佛。如果這一點都

沒有，你念佛終究是孩子在喊父母親這樣而已。對不對？就爸爸媽媽你都有，你的財產

給我一點，給我一點，給不到，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認同這一點。 

如果我們現在把它講得這麼明白，不管你用念佛法門也好，你是用唯識的，所謂的

經教裡面、經論裡面，或是你禪門來修，最後統合，沒有完成三身，沒有完成四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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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修行，還得三大阿僧祇劫去補呢，這個就是為什麼講三大阿僧祇劫。常常講一世成佛，

有沒有講一世成佛？那在講什麼佛？證得清淨，空性而已，或是瞭解法性，那叫素法身，

不是妙法身，不堪用。 

那這裡面，它說，如果你離開清淨的佛性本性，我們有這個清淨的自性本清淨來講，

並不是講他有一個自性，意思是說我們本具有的清淨的這個佛性，這個覺性。如果你離

開這個來討論什麼叫法身，我們可以開一堂課來論三身，論一論都是誰的？論一論都是

佛的，我們是嚼舌根，我們是嚼舌根而已。所以真正的是辦法要拿來用，修行就是你辦

法要拿來用，你今天不管你是哪一種法門，你辦法都得拿來用。 

那我們剛剛談到讀唯識的人，他最後會發現他腦筋裡停不下來，他很痛苦。他很痛

苦，因為他習慣，他沒有辦法把那個空的體證出來，所以他都是不空的。他一定要不空

再經過空，才把那個不空的真實相看懂，而那個不是語言文字。那空走的人，就是禪宗

的，一定要後得智。念佛的話呢？一定也要把佛智轉成己智，凡心轉，那個就是每一個

法門裡面的點。 

在這裡先介紹一下《楞伽經》，這個《楞伽經》是有四卷，全稱叫《楞伽阿跋多羅

寶經》，是劉宋的求那跋陀羅所翻譯的。這個楞伽是一個山的名字，阿跋多羅是入的意

思，進入的意思，這個意思是說佛陀入到這個山，所說的這一部寶經。那這一部經是法

相宗所依的六經之一，法相宗很重視《楞伽經》，這一部經在宣說「世界萬有皆由心所

造」。《華嚴經》裡面講：「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對

不對？就是在講我們這個心。所以這部經，宣說世界萬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認識的作用

對象，不是在外界，而是在內心。你現在外界的所有東西，如果你根沒有對上塵，你沒

有這個分別意識，這個意識，你根本不認識外界。認識之後你的認知的點，其實是把外

移到內，是不是叫心內相？也就是內心的物相，內心的所有的一切相。所以認識的對象，

不是在外界，而是在內心。 

這部經《楞伽經》，它主要是在講如來藏思想，跟唯識阿賴耶識思想，這部經是印

度後期大乘佛教思想的經典，完成是在西元四百年左右，四世紀的時候。那這部經一再

的強調，我們會迷，迷的根源，乃於無始以來的習氣，以及未能了知諸法，乃至自心的

顯現。我們迷的所有的，你有情緒，你所認知的這些，其實都是內心意識所解讀出來的

東西。對不對？那這是一個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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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次都講，不要以為自己聰明，不要把自己弄得好像聰明的樣子，其實那是習

氣。以所謂經論裡面，它就講無明，用兩個字代表，它就直接就是講，這個就是無明。

無明是一個習氣，無明是一個幻相。因為是自心所顯現，所以是不是幻相？所以如果能

夠徹悟意識的本性，捨離能取所取的對立，就是能所，也就是剛剛講起心動念。好！起

心動念，哪一個是能？哪一個是所？我們現在把它對應起來，以後你就會覺得所有的經

論，你說哪一宗、哪一宗，其實都一樣，就是這一宗不懂而已，就自己這一宗弄擰了。

起心動念，起是不是能？念是不是所？是不是能所？跟唯識有什麼不同？一樣啊！所以

捨離能取所取的對立，達到無分別的世界。 

在當時有楞伽師或楞伽宗特別有這樣的稱呼，就這是讀《楞伽》的楞伽師、楞伽宗。

那到後來用般若的思想，也就是般若智慧的內涵，來作為檢覈你悟的這個境界，所以後

來就用，重視《金剛經》來取代《楞伽經》，這樣子。以《金剛經》跟《楞伽經》來講，

都是開悟的經，它都是開悟的經。那我們中國是因為六祖惠能大師，前面講過，因為六

祖惠能大師聽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以《金剛經》大家就非常的喜好它。可是聽

來聽去，也不見得容易懂，是這樣子。好！這樣《楞伽經》有一點瞭解了。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知道的話，其實你轉三身就成四智，那這個地方還是把四智，要

給同學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所謂四智是講四種智慧，佛果的四智，證得佛果才有這

四智，這是唯識宗所特別立出來的。也就是將有漏的第八意識，就是我們的種子識、藏

識，你有好多東西就留在你的心裡，知道吧？這個時候在哪裡可以發現，你有很多東西

留在你的心裡？告訴同學，你晚上要睡覺的時候。你盡量讓自己保持覺醒，你告訴你自

己你不要睡，會失眠的不要這樣，我現在講的是說正常人，你讓自己保持覺醒，你就會

發現你的意識今天有什麼東西。 

你要睡覺之前，你讓自己保持覺醒，你念佛也好，數息也好。你就慢慢，慢慢慢慢，

那你要跨越，你要跨越睡跟不睡當中，你要跨越睡跟不睡當中，獨頭意識會浮上來，它

會有一些景象，不是語言，是景象，譬如有誰來，那有一個什麼事情，就是有一個，就

像有一塊布幕上面會演，會演有一個景象，可是這個景象不帶著很深的情緒，沒有，可

是你會發現你心中是一個大禮堂，它有一個舞臺在演一些東西，在演一些東西。你察覺

它，你察覺它，這個是在你的意識，第六意識深一點的地方。 

你可以做記錄，跟同學講，你可以做記錄，你如果這齣戲演了，然後你無法控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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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著了，就沒辦法。如果你可以很精進修行的人，你可以去發現，半睡半醒當中的這個

戲演，跟今天有關還是跟今天沒關？如果跟今天有關跟今天沒關，你就可以把這個解析

完，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念，這是念，心意識裡面，第六意識的東西留在這裡。那你把這

個解析完，這是一個執著，這是我，這是情，這是境，這個是一個未完成的什麼。那你

把它放下，釐清自己的部分，不是釐清別人的部分，明天要拿把槍把他砰掉，不是這樣，

知道？釐清自己的部分，然後圓滿是什麼？那放下就能空。 

你把自己的那個部分釐清，那你在這個上面，就會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然後

再用空，釋放、釋放，用空，完全沒東西了，半睡半醒當中都沒東西，完全釋放，法身

遍一切處。知道？這樣釋放、釋放、釋放而入眠，那這一覺睡下去，明天有沒有起來？

你都不會墮入三塗苦，就看你的願而已。如果你在空，然後又可以念佛、念佛，清淨中

佛光普照，佛的智慧，你就這樣念佛而睡去，死了也很美。是不是？那沒醒來也了無遺

憾。 

再來發現，這些都是絕招，都告訴你們說了。再來發現你睡覺，半睡半醒當中，半

睡半醒當中，如果出現你這個舞臺，還是出現了很多的劇情，而這個劇情是有一些人，

而這些人是你認識或不認識，那它這齣戲是有情感的，或是沒情感的都沒有關係，然後

你保持最高的覺性，你保持最高的覺性，不要解釋它。不要解釋它，然後你知道這個不

是現在的，這個不是今天發生的事情，而這個呢？無從查考，無從查考是累生累劫的，

或是你幼兒年輕時候的事情，那個就是屬第八意識的。這樣知道嗎？這個屬第八意識的

東西。 

那這屬第八意識的東西，你就瞭解我八識田中，我有曾經違逆，違逆，這個是一個

負面的東西才會出現，先爆出來的都是負面的，喜悅的不會這樣爆，先出的都是負面的

東西，要先洗髒的，它出來都是這樣。然後你會發現，這個就是過去生過去世沒有圓滿

的，那個就是八識田中的東西。你起身之後你就要發願，你會知道，原來你累生累劫就

這麼差勁。人要知道錯才會改，對不對？你知道對，就會嗯！我很好，那對也就所得相，

沒有什麼意義，對本來就是應該的。 

如果是你這樣，你慢慢八識田中的東西，也可以藉由這樣，去看到它的種子，去看

到它的還原，讓它發，而你沒有跟，你只是覺觀，然後你會知道，這個也就是一種禪定

的修法，只是這是藉由睡眠中過渡期去修。那這個地方就是如果不管你是要用念佛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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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六祖壇經 7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的，還是你用思惟入眠的，還是你用空的這個入眠的，這一段的過渡期，它就會最老實

的把你意識的東西顯出來。你如果懂得不斷的在清理，迴光返照，不斷在清理這個，很

快，很快就能夠掌握，你白天或任何時候，你不會讓自己起那種五蘊的波動，這樣子。 

那再繼續講到有漏的第八意識、第七意識跟第六意識，跟前面的五識，轉為四種無

漏智，第八意識轉為大圓鏡智，第七意識（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第六意識轉為妙觀

察智。那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這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跟身識，轉成成所作智，這

是四種智慧。 

其實在最早的佛的原典裡面，它並沒有把所謂第幾意識，第幾意識標得這麼明白，

最早它是用心意識，它只有用心意識。那因為眾生他想要去做一個歸屬的追蹤，所以會

把這種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把它歸為一二三四五，那我匯集出來的

這個，叫第六意識，叫意根，對不對？叫意識。然後又看到我有種子，可是這種子呢？

又如何輸送現前？這個一執就會有一種執著性，所以以這個執著的這個運作，天生的這

個能力，執著這個運作與我有關，這個稱之為第七意識。所以後來八識，其實是這些菩

薩們，他再把它細部而安立假名。那我們由安立假名的這個來開始，來開始作為修行的

一個路徑，就是這樣來的。 

這裡面講三身，那三身，這個六祖惠能大師解釋的是這麼明白，那我們還是把其他

經論裡面的解釋，跟同學做個補充。它說三身，身就是聚集的意思，聚集諸法而成身，

故理法聚集之身，稱為法身。也就是所有一切的真如理體，就是清淨的，不能講智慧，

智慧它是用報身來解釋。一切的清淨，本身無雜染，什麼都沒有，但是它是圓滿飽足的，

這個叫做法身；那以智慧聚集而稱為報身，以這個清淨，這個法身所顯現出來的智慧，

就叫報身，他所報得的。所以法身跟報身，一定是連在一起的。那所謂的應身，是順應

所化的眾生的機性而顯現的樣子，顯現的身，這個叫應身。 

那報身還有另外一個經論的講法，它是說這個報身，就是酬報因行功德而顯現相好

莊嚴之身，就把他物化，就說世尊所現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個叫報身。但事實上他

用酬報因行功德，也就是你要開發智慧的過程裡面，這個自己的智慧要顯現的時候，是

不是你要完成度化眾生？而是基礎於清淨的法身，所以法、報、化哪一個先完成？同學！

三身哪一個為基礎？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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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修行，你不從法身著手，我現在要來學佛的化身，那叫四不像，那個叫

有身無智。那我們要度化眾生，要幫助眾生，是不是在學那個菩薩的樣子？可是在學菩

薩的樣子，裡面是不是為了要開發那個智慧，跟會開發那個法身？是不是這樣？所以我

們那個叫方便，那個叫攝用歸體。攝用是不是就是化身？歸體是不是叫為了要證得清淨

法身，要不然我們行為造作都是錯的。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在智慧上、清淨上著手的話，

那麼叫有身無智，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要學菩薩道，如果你學菩薩道，不學佛菩薩的清淨佛性，不學祂的覺性，不學祂

的智慧，而只學這個樣子，你叫做善人，就善人。凡夫裡面的最極致，叫善，對不對？

你行十善法嘛，你有善的相狀，你有幫助人的這種悲心，但是悲而無智。那這個地方呢？

六祖惠能大師他就講了一個偈，他說。 

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這個地方他就說，清淨的，本具的清淨佛性這個覺性，是具足三身的，這三身圓備；

而顯發於外面，也就是成就了這四智。所以成佛者，祂是不是還是依然用祂假有的這個

身，來度化眾生？而顯示出來的也就是祂的智慧。所使用的也就是由祂的根，用根不用

識來運作一切。那這裡面的因緣，在一切當中，這講悟後的，或是在修行當中的，不離

見聞緣，在一切當中，不離開見聞覺知，每一個緣起的當下。 

所以你在哪裡悟？前面不是有一句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有沒有？所以在哪裡悟？他還是講不離見聞緣，不離你根塵相對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轉識成智。而不是離世索居，我們搬家到外太空去，我們一起上月球，不是！

所以不離開見聞覺知的每一個緣起，而這個見聞覺知，是不是用根不用識，是不是清淨

中。 

「超然登佛地」，如果能夠不住，不受限於每一個所緣的當下，超越根、塵、緣、

境，也就能夠登於佛地。這個地方的佛地，是不是講證入清淨法身？懂？不要以為這個

時候就成佛了。如果你只是證得清淨法身，而無所作為，這叫素法身，記得這句話。那

我們就講，佛菩薩是不是有妙法身？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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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然後翻過來八十四頁，「吾今為汝說」，我今天來為你解說了，「諦信永無迷」，我為

你說明白了，你就要很清楚，這個諦理、這個道理就這樣子，你要有清淨來信受，來信

受我所說的，這你一定要先徹入清淨法身。那這一切裡面，你也就不會執迷，沉溺於自

己的迷亂當中。 

「莫學馳求者」，千萬不要以為有什麼特殊可以學習的把戲，有什麼樣的技巧，也

不要把這個心，向外一直在追逐著外境，而終日說我就是在證菩提，我就是在學菩提。

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你的這些意識的東西，而一直在講的你的豐功偉業，那個是「終日

說菩提」，這樣的意思。那這個地方這個智通其實還不懂的，所以他就再祈請惠能大師

為他解釋，這個地方再一段經文。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

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這一段因為他兩個種性不一樣，今天六祖惠能大師他已經能大機大用，所以他證得

清淨法身之後，即有報身跟化身。他現在在度化眾生，是不是就是叫應化？所開演出來， 

點撥的內容，是不是就叫報身？就是智慧。他自己是安住在清淨無相的法身當中，所以

他所使用出來，是不是就是四智？因為種性不一樣，六祖惠能大師說你如果懂得三身，

就懂得四智。但是這個智通他不是，他不是這個根器，他是由如來藏跟唯識進去的，他

是由這個地方下手的，所以他是由思辨中去知道，所謂佛的三身是什麼意思，四智是什

麼樣的一個展現，所以他還是想要瞭解四智，三身他摸不著，可是他知道要清淨法身。 

所以通再啟曰，他就再請問四智的義理，大師！您能不能再講得明白些嗎？「可得

聞乎？」我可有機會再聽聞更明白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他還是說同一句

話。他說，既然你領會自性圓滿具足三身，如果你契入了，你就明白四智，那是一個自

然的東西，展現出來的東西，「何更問耶？」何必再問？其實他不懂就是不懂，但是惠

能大師畢竟是慈悲，他還是為他說， 你就再三請求嘛。 

所以他說，他說：「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六祖惠能大師他當然

知道智通，他前面三身是不懂的，你會問四智，就是因為你三身不懂。如果你懂三身，

就不會問四智，他知道，所以他再強調這一點。你現在要問四智，如果你離開自性，具

足圓滿的三身，而另外來談論來解釋四智的定義，此名有智無身，這個就叫做有智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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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智呢？是語言文字的認知，結構出來的世間你以為的智慧，其實它並沒有佛的三

身。因為四智是佛而有的，是佛果的。 

「即此有智，還成無智。」這個時候的這個智慧，其實也是你理解的東西，那麼只

是名相了知一部分，其實說起來，嚴格說起來，他還是沒有智慧的。所以六祖惠能大師 

是不是還是跟他說「三身本身圓滿具足，本身就展現四智」？可是因為這個智通，他摸

不到三身，他倒著就問，那四智你給我解釋明白，那我來轉轉看，我來轉轉看。我們等

一下就來談，怎麼轉好了。 

我們要順轉，因為我們三身摸不到，只好用轉識成智的轉法，轉成功了，沒有雜質

的智，你在轉的過程，也能夠去發現法身，證得法身，這樣來講比較容易。那這個四智

呢？當然還是給同學講最重點的，最重點的這個平等性智跟妙觀察智先解釋完，等一下

再講比較容易。 

所謂的這個妙觀察智，也就是第六意識。我們第六意識是不是眼耳鼻舌身？對出來

的東西都進來了。能，就是第七意識，末那；所，就是第六意識，答案出來的東西，我

們剛剛講過了。那我們要怎麼轉？我們是先轉七還是先轉六？哪一個下手比較容易？看

人，看人。 

但是我是這樣建議，我是這樣建議同學，你只要任何的意現前，你只要任何念現前，

你就告訴它，你就告訴自己，它就是你，你就指認，你就指認這個意的內容有情緒，這

個情緒就是雜質。而這個意，你所認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雜質也是平等，清淨也

是平等，雜質是因為我執跟法執夾在裡面，它也是根跟塵所認識的東西。你解釋，這是

自我解釋，這只是自我解釋吧？對不對？所以根跟塵所能對的東西，一律平等，根跟塵

能對的東西，全部一律平等。是不是這樣？你跟佛所能看的東西，也一律一樣，是不是

這樣？只是你讀的不一樣，是不是只有讀的不一樣？ 

所以在所有的起伏的情緒中，我們先看，你哭跟笑是不是一樣？樣子不一樣，哭會

滴水，笑會張嘴。是不是？它情緒屬性上是不一樣，其實都叫五蘊，一個是上揚，一個

是低落；一個是外放，一個是內收。哭是不是進來了？進來了之後在裡面，然後要把它

發洩出來，所以才哭出來；笑的時候是進來了，很開心，就放出來了。是不是這樣？事

實上哭跟笑是一樣的，愛跟恨是一樣的，生跟死，這一句好難一樣，事實上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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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去懂我所有的想法，昨天有好多，今天有很多，明天還是很多，是不是都

一樣？從過去生過去世是螞蟻、蟑螂、狗、蛇，都在意識的運作，無明當中，跟現在某

某某，叫人，是不是還是一樣是在無明？是不是心意識？是不是一樣？我們是就於總相

而說它一樣，就別相而說，是展現不一樣；螞蟻小小隻，蟑螂小小隻，那你現在很大一

隻。就別相而說，相狀，以有相來講是不一樣，但是它真實的體性來講，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修行的話，就兩個動作，看到自己有情緒，哈哈！不管這情緒的內容

是什麼，五蘊，這個情緒先放下來吧！先放下來。如果你不願意，那叫無可救藥。有的

人就這樣，有的人憂鬱，他就寧可一直憂鬱，享受憂鬱，他不願意讓自己放下那個憂鬱

的感覺。他一直認為說，我現在就是這樣嘛，他不願意讓自己說這個憂鬱是假的，他不

願意指認這個，那就無可救藥。知道吧？這樣知道？ 

那這個地方我們再講，如果你有任何情緒，指認你這個情緒的內涵是虛幻的，然後

告訴自己，這個情緒是假的，回到沒有情緒，可是這件事情在不在？你所認知的這些環

境，這些東西在不在？在，它就是實相。是不是因緣法、生滅法？它背後是不是緣起性

空？是不是全部都有？你只要先抽掉情緒。 

再來呢？所有的大小、長圓，所有的東西，其實是平等的。我的認知，我能體悟，

自他的體悟也是平等的，所以你就不會跟別人的知見打架，體悟自他是平等的，所有一

切是平等的。那用這兩個辦法下去轉，轉你現在的內容，你就轉，這所有一切是平等。

當你看到一個討厭的人，你就知道他跟你是平等的；你討厭他，他也討厭你，很平等。

你的心有範圍，把他放在城池的外面，其實是放在裡面；你是心裡想要把他排，距離上

希望把他排除，可是你的精神卻把他放在很裡面。是不是？ 

性相，其實你在看，你要轉這個，叫做平等覺，就是要轉這個平等覺，因為佛就是

證得所謂的清淨平等覺，所以正等正覺，正確無誤，平等的覺悟。對不對？所以你要轉，

所有的一切，當你心中有一個人，人、物，你就要知道，這是平等的，你的脾氣就會愈

來愈好了，你就所有的眾生都可以同存。當你心中某一種情緒，你就要抽掉這個情緒，

人、物的時候要平等，情緒，要抽掉情緒。 

再來看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呢？它是偏差的某一小塊的知見，就剛剛講的妄念、邪

見、我執我見。這個地方呢？再由不同的切面去看它，用對方的角度看一次，用所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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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切面去看它一次，你就會發現，沒有一個知見跟你原來的知見長得一樣，到最後沒

有什麼東西是絕對的，它的實相的道理就會浮現出來。是不是就轉了？是不是就是轉？

同學這樣做，你會發現這是你本來的能力，這就是你本來的能力，智慧就是如如現前，

它就是會現前，不用外人給你，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吃一個智慧丸，也沒有辦法可以吃

一個自在丸，都沒有，就是在你這裡面去轉。 

所以平等性智，依我們要轉，剛剛的這個辦法都描述了。「依此智慧而了知，一切

事相跟自他皆平等，生起大慈悲心。」當你轉完這些之後你要釋放，你一定要回到空的

道理，你就要知道這一切是心意識，或是我們對這個緣的時候起作用，這叫緣起，這個

就是緣起，緣起性空，你一定要回到空，空的道理。所以當緣起性空，你又回到空的道

理，這裡面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悲心遍一切處，也就是你的悲智遍一切處，你沒有抗拒，

不抗拒。佛性是不迎不拒，對不對？當你的內心有個揀擇，有個抗拒，我們在必須做揀

擇的時候，是智慧觀照。 

譬如你現在肚子餓，桌上有兩個東西，一個是一塊蹄膀，一個是一碗青菜蘿蔔湯，

你會選擇哪一個？這是一個觀照法而已。蹄膀它沒有錯，青菜蘿蔔湯也沒有錯，但在這

裡面呢？你有你的選擇權，而沒有是非。在這裡面呢？你會具足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全

部的內容，那都是你的智慧的內容。這樣懂了意思？ 

所以當你清淨覺照一切，而且有大慈悲心，這個在《佛地論》裡面講：「平等性智，

乃觀自他一切皆平等，大慈大悲恆常相互契合，而無間斷，故建立佛地無住涅槃。」也

就是不住於生死涅槃的涅槃。裡面還有一句，《心地觀經》裡面講：「平等性智，轉我見

識，得此智慧」，因為這是俱生我執，只要跟自己就是有關係，所以你一定要，哪個想

法起來時候，你還可以觀察一下，你看，又再跟我自己攀緣了，想要保護自己的話，你

看，在跟我自己攀緣了，這就是我見，所以「轉我見識，得此智慧，是以能證自他平等，

二無我性，如是名為平等性智。」 

所以同學！修平等觀，第七意識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無著力的點，其實就跟六兩

個結合起來。從六的內容，去轉出清淨跟平等，也就六七同轉，因地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