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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5》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來細細的瞭解一下，這個偈裡面他講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

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這個是一個總說，因為這個智通他是研究《楞伽經》的，所以在《楞伽經》裡面對

於意識的這個部分，有比較詳盡的著墨。在紫柏老人他的著述裡面有講，這個紫柏老人

對於《楞伽經》是相當的有研究，所以他說：「楞伽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

成智為宗，不達此義者，以為得心之後，再無一事，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鼻祖

所傳之心道也。」 

我們先解釋這一段，這個《楞伽經》當然它講到轉識成智，其中它講到八識二無我，

八識當然我們上次知道，一到五是我們根所使用的時候，這裡面的眼耳鼻舌身的識，第

六、第七上次我們有明白說到，修行就是從這個地方下手。那這個八呢？也就是種子識， 

藏識，這個是最後果上的時候，它自然是轉過的。這個修行在前，應該是相當多堂課以

前，談到禪修它的次第，在什麼時候破除每一個關卡，那希望同學能做稍許的連貫，那

這些課上起來，就有意思多了。 

在轉識成智上面，如果我們只知道六七因中轉，也就是我從眼耳鼻舌身而結構起來

的意，也就是心中成就的任何一法。在心中的這個法呢？我去看到這個是空幻，所以在

這上面，我知道萬法實相，就是皆空、畢竟空。當我不住我執、法執，你長久在這上面

的一種自己的修行，之後看到一切平等，你必須加諸平等，當你六七因中轉，成就素法

身，它並不是成就三身。 

所以這個地方在講，「不達此意者」，以為得心之後，這修行上面是有一些所謂陷阱

的地方，這個是眾生不瞭解。有的人呢？我意識不動，我眼耳鼻舌身意，那這上面呢？

我可以保持它的寧靜，但心中不取讀它，認為我可以不再有妄念；或是說，另外一個關

卡是說，我在這個五根對五塵，我們現在先講眼耳鼻舌身，根塵相對之後，我知道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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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塵境皆虛幻，而且皆平等，所以我知塵知境，但是這個境呢？我平等而不運作，這個

時候就是在講「六七因下手」，但是五八不能成果。 

有的人修行達到瞭解這些是我空是法空，那這些我也看到自性清淨的部分，於是以

為我得這個清淨，那我也瞭解這是因緣，所以在因緣中看到因緣生滅而不住生滅。若真

實非生滅，那麼不住生，亦不住滅，中間，無生滅在所有一切，緣起、因緣、性空，但

是亦圓滿之。所以很多人在修行得心之後，再無一事，就當個解脫自在無事人，這個是

不能夠圓滿的。所以不知「道可頓悟」，這個就是悟，這就是道可頓悟。 

但「情須漸除」，也就是你在生命的每一個現場，並不是因為你現在見著自己的清

淨自性，那一切就停擺了。所以很多人他在看清楚起心動念，也證悟，契入空性，不能

講證悟，而是悟入空性之餘，在這個所有裡面，當現前，當現前的根塵，或是所有的一

切，色不可滅，記得！在這一切再現前的時候，習氣使然，心中只要這個事件，所有一

切跟自己有關，這個情感又跑出來了。 

那這上面，有的人在修行上面，當他內心有絲毫的東西，在起動出來之後，他用空

去解釋它，空而不能行。所以他這個情呢？他不是消融，他這個情是把這個本身有的這

個東西，用空去解釋它，去轉它。這個時候是有空的覺受，是有空的法在。當你用空來

讀所有一切的時候，其實是住空，這個叫偏執空，它是不能行，它是不能圓滿的。所以

情須漸除，也就是悟後起修的部分，每一次情再現的時候，也就是你必須消融，而圓融

它，圓滿它，這個時候並不是不動，是清淨不汙染。但是呢？是圓滿它，所以這才是後

得智，也就是世俗諦裡面的圓滿的部分。所以他說：「情須漸除」。 

這個我們再舉例說明，「鼻祖所傳之心道也」，其實祖師大德在說的，都是說這些，

他不是只有見性，不是只有看到自己的清淨，所以很多人就是所謂見性而不成佛。因為

佛有三身，所以見得清淨的佛性覺性，我覺了，但我卻不能用，所以他只是知道清淨，

而沒有成就報身跟應化身。「楞伽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這是最完備的。 

「若聞道而不治清」，這裡都講了，如果你聽聞了佛法，你也知道這些是虛幻的，

甚至於你也瞥見空性。你可能在每一個當下，瞭解生滅法，而不住生滅中，但是卻沒有

真實的常樂我淨，安住真正的清淨中，很多事情是不能夠運作的。這只有思考上，這只

有你知見上、體性上去知道而已，它並不能證明於你的所有一切現況中，解行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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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魔外也」，這就是魔，也就是外道。「我如來法中，必無是事」，我如來法中不是

這種的說法。這個地方先跟各位補充一下。 

八識大家知道了，二無我就是人無我跟法無我，所謂的五法三自性，《楞伽經》裡

面最主要就講這幾個重點。所謂的五法，講的就是五種迷法悟法的本質，也就是不管你

是迷法跟悟法，其實基礎上都是在講這幾個的體性，跟幾個它所呈現的假名，它的定義

如何，這個五法是在《楞伽經》《入楞伽經卷七》裡面所說的：名、相、分別、正智、

真如，稱為五法。 

所謂名，是指現象界所立的假名，這個假名，所有你可以看的所有一切，你能夠用

某一種代號去說出來，這個就叫名，也就叫假名。譬如這叫蓋經布，這個東西，它的功

用，我們以前舉例過，不再重述，這個假名叫蓋經布。對不對？這個假名叫麥克風，那

你桌上所呈現出來的，這個叫經冊、經典，你所手執握、在寫的東西叫筆，你自己本人

的假名代號，就是你的名字。所以迷法悟法的本質，我們現在把它瞭解，名就是指這所

立出來的假名，甚至於你的情感、你的情緒，你現在內心所感觸的這種，叫喜、叫怒、

叫哀、叫樂，這些呢？都是叫假名，有形與無形，只要可以這樣傳達出來，藉以作為方

便，這個就叫名。 

相呢？是指有為法各自因緣而生，呈各種現象之差別貌。譬如圓、方、長、短，高、

矮、胖、瘦等等等等，你只要以形象投注出來，看到它的差別，這種都叫相。 

然後這個五法裡面的第三叫分別，分別從哪裡來？就是從名跟相，當我們這個東西 

是名，它的相就是方形的，方形的，以布料、車縫、它的功用等等這些，所以當它的名

跟相放到眾生的心中，起了分別心，產生了虛妄之念，蓋經布，看到，A 蓋經布、B 蓋

經布，是不是名同？相，以它的方圓大小是一樣，但它同中有異，異於顏色。對不對？

如果你來摸異於什麼，它的差別相，它在柔軟度質料可能不同。當眾生把這個名跟相兩

個結合起來，放到心中有了一種分別心，產生了虛妄之念。啊！我喜歡那個顏色，我喜

歡那一個，那這一些呢？就是所產生的分別。同學這樣知道？其實眾生就是活在這五法

裡面。 

正智，第四，五法裡面的第四講正智，正智講的是契合真如的智慧，也就是其實蓋

經布不可思不可議，是不可思不可議，它具有相，它具有假名，它具有功能，它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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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是不是？它有它的因緣法，而這塊蓋經布只適用於中國人，是吧？它的中國字寫

法輪常轉，當然這裡面有一個「轉法輪跟卍字」，旁邊有寫「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有

沒有？它適用於佛教，因為它有一朵蓮花，當然它還有所謂梵語的部分。所以在這一些

呢？其實它契合真如之智慧，不是在講蓋經布，從蓋經布延伸到所謂的佛、法、僧，延

伸到實相。是不是這樣？所以不可說、不可說。如果正智，你任何的一個物品，它的名

跟相，能夠從中去瞭解體證，契合真如之智慧，那麼所有呢？一也可以含納一切，在一

切的呈現當中呢？其實都是真如。 

現在要講最後一個五法裡面的真如，即一切存在之本體，如實平等的真理。這裡面

五法前三個，剛剛講的名、相、分別，講迷法，眾生在迷之中，就會著這個名，著這個

相，著這種分別見，而後二者為悟法，也就是正智跟真如，所以《楞伽經》它本身就有

談到，由如何從迷轉悟。這個地方呢？我們重點不在《楞伽經》，只是在介紹 《楞伽經》

所講的內容。重點是後面剛剛講的這幾句：「楞伽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若聞道

而不治清，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必無是事。」 

所以眾生如果是用有漏的意識，在生命的過程裡面，他就是用有漏因在過日子。這

個因，因地，有漏因過日子，它必有有漏果。這個因在修行裡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如何

在每一個當下，行住坐臥之中呢？能夠知道一切法無我，把這個有漏的名、相、分別，

轉為無漏的正智跟真如，那麼就不一樣，答案就不一樣，是不是就三身？然後轉識成智

就四智。 

在《圓覺經大疏》裡面，這個大德也有講到三德，「法身斷德」，要證得清淨法身，

是斷煩惱方顯出。是不是？所以當你有一絲煩惱，當然後面又有講如何斷煩惱，所以如

果你有煩惱心、煩惱相狀、煩惱的感受，就表示你有二我，有所謂的我執法執。對不對？

「報身智德」在《六祖壇經》裡面特別強調，報身智德是轉識成智而成就報身，它是由

轉識成智而來的；「化身恩德」講的是利他行能夠圓滿，所以能夠現化、所化，這些緣

呢？都能夠成熟圓滿，最後才能成佛。這些無外乎就是跟同學講三身四智，它是整個完

整的展現，智由身而展現出來。並不是說我來修行，我來學習一個什麼樣的智慧，這是

修不得的，因為智由身而現出，這個後面再補充。 

在《楞嚴經直指》裡面講到，這個是很基礎的，我相信同學應該可以倒背如流了。

「一切眾生循根攬塵」，對不對？循根攬塵，是不是這樣？看到馬上就黏著了，看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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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這個塵就現境，由迷本智，其實不要自作聰明，不用自作聰明，其實你這上面已

經心意識把自己結構了，所以「由迷本智是生顛倒，轉識成智最為直捷」，這個都是要

來補充這個轉識成智，它本身最簡捷的中心修行法。 

涅槃云，就是《涅槃經》裡面講的：「有煩惱則無智慧」，同學！你有煩惱跟智慧同

存的時候嗎？你有煩惱跟智慧同存的時候嗎？有的人認為有，有的人說「我也知道，但

是我辦不到」，是不是有人這樣？我明明知道這是空，可是我空不掉，所以他卻覺得我

的煩惱跟智慧同存。是不是？事實上這個煩惱是虛幻的，這個智慧是意識的，這個講「有

煩惱則無智慧」，講的是根本智，是根本智。所以有煩惱則無智慧，不要講我是煩惱很

多，但是我也很有智慧的，你的智慧就是在撿垃圾。 

有人說「我也很有智慧，我都看得懂，我也會說給你聽，你問我沒關係，我都教你；

有一點，我不自在」，這個其實是錯讀了，「有煩惱則無智慧，有智慧則無煩惱」，有智

慧的人會有煩惱嗎？有智慧的人會有煩惱嗎？要看菩薩幾地，你要看修行，是不是？這

個每一個煩惱我們都要講，在止觀裡面我們講穿透，我們是用穿透，我們穿透是不是以

智破煩惱？穿透，那個是過程的第一個開始，但事實上你這樣一路過去的時候，煩惱它

是虛幻的。當你智所照之處，是不是叫做照破？我們後來是不是用覺察、覺照、覺悟？

是不是這樣？所以它就不再說以智破煩惱，而是轉煩惱為菩提，是不是這樣子？所以轉

識成智，事實上就是轉。 

你能夠破煩惱嗎？我把煩惱捏掉，我不要想它，我不要想，很多人修行就這樣，我

不要想它，我不要想它，我不要想它，我就沒有煩惱了，轉移法，我去跳個 Disco，我

去看一場電影，我去聽一場音樂會，我讓自己很累很累很累，睡著像死掉，明天忘記它，

所以沒有煩惱，那個煩惱是在的。知道？這個《楞嚴經直指》裡面它就講到「煩惱即智」，

這個是在講轉。雖然我們講的說我們本具佛性，但是如果你不如此去修行的話，恐怕也

是嘴皮子上諍論的功夫而已。 

《成唯識論》裡面又講到：「轉識成智，豈識體即是智體耶？」他有問，那麼這個

識體是不是就是智體？我們是不是凡夫有意識？那凡夫這個識體是不是智體？這裡面

論主回答：「智雖非識」，雖然這個智慧它並不是心意識，心意識是所謂你在緣境之中自

我解釋的，對不對？「智雖非識，然智實依識轉」，《成唯識論》裡面就講了，所以這個

智慧，事實是依著這個意識而轉。「識為主故，故言轉識」，凡夫是不是就在轉識，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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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什麼為主？以識為主，但是眾生具有佛性，難道我識在，那我就不是在纏如來嗎？是

啊！是不是？只是這個識呢？它就是結構錯誤而已，你把這個識，用簡單的話就是結

構，加了我的結構，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又有問題了，另外一個又問：「有漏位中，名識不名智，其有漏位遂無智耶？」

它說我們眾生是不是在有漏因？在有漏當中，所以在有漏當中的修行，名識不名智，所

以你只要是自我意識，這是用推論的，所謂一種分別知見出來的東西，這個就叫識而不

名智。這些是不是在有漏位裡面，就沒有智慧呢？「無漏位中，名智不名識」，無漏位

也就是你清淨，證得清淨佛性覺性，安住清淨法身，就是本覺，當你這個無漏位中，名

智不名識，這叫智慧而不叫識，「豈無漏位遂無識耶？」那麼是不是無漏位就沒有意識

嗎？無漏位是不是就沒有意識？ 

答：「有漏位中，識強智劣，所以言識而不言智；無漏位中，智強識劣，故言智而

不言識 ，然非無識。」 

論主回答：「有漏位中，識強智劣」，有漏位中，有漏，眾生是在有漏中，是不是識

強智劣？「所以言識而不言智；無漏位中，智強識劣，故言智而不言識，然非無識。」

然非無識，清楚，記住這一句，等一下再跟同學解釋。 

「然欲勸諸有情捨識，故說轉八識而成四智耳。」要勸有情眾生，要捨這個識，不

是要把你變成笨蛋，沒有功用，而是你的功用是清淨。這個識染的狀態，染的狀態，就

是佛性染的狀態，結構出來的東西。這樣聽得清楚嗎？我們是不是都是清淨的覺性？清

淨的覺性是不是遍一切都能作用？當我這個清淨的覺性，跟所有的緣境，跟所有的緣作

用，是不是作用了？作用遍一切處，都可以作用，什麼都可以作用。當我作用的時候，

結構，搓一搓一顆丸子，紅豆，結構了一顆紅豆，把這個紅豆放進來，這叫識。所以在

染的作用之下，結構的這個東西叫識。 

所以識呢？我們就講八識田中，還用一個田給它住，還放在一塊兒，這個就放到眾

生，這個是識。那如果覺性的使用遍一切處，根塵當中會不會接觸？會，接觸，然後就

著法界緣起，所有的一切緣起去圓滿它。圓滿它之後，這些就沒有了，它沒有搓一搓，

一顆綠豆。這樣知道？這樣是不是很簡單？所以就沒有了，畢竟空。那這個做完的這些

功用叫智，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殘留於記憶中，但成立後得智。這個後得智就從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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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中根塵對，圓滿它，做完了，沒有了，它不殘留，它不殘留。 

可是在這個裡面呢？是不是完成功德？完成功德，它沒有住，沒有住相，也沒有剛

剛所講的五法，名、相、分別，也沒有，它都沒有名、相、分別，而成就後得智，就是

所謂的世俗經驗。而這些世俗的經驗呢？無相，也無住處，它也不殘留什麼的什麼，就

是這樣而已。所以這個後得智，也就是它圓滿的，圓滿的這些東西呢？就叫功德，他所

圓滿過程度化眾生，圓滿這件事現的相，叫化身；它所使用這裡面，完成根塵相對，對

出來接觸點，而開始在運作的，這整個運作的智慧的展現，叫報身；它基礎於清淨的本

覺，叫法身，所以三身四智同時在一起，它沒有前後次第。這樣明白嗎？這樣明白。 

那我們當然修行裡面，還是會講次第法，是不是先證法身？當你證得法身之後馬上

就是，只要在運作中都是法、報、化，在運作中都是法報化，法報化同時都在的，所以

三身是不可分。但是我們以修行來講，你不要以為我要學化身，這樣穿得漂漂亮亮點胭

脂，我來作觀世音，那個是假的。那我要修諸功德，我要把這個智慧怎麼樣去藉由思惟，

藉由什麼樣的學習而得的，對不起！那個還是叫有漏因，這樣子。 

所以在談到這個八識，最後的這個種子識轉為大圓鏡智，這個大圓鏡智以什麼為所

緣？經論裡面有講到，這個大圓鏡智，這個智慧，緣真如，緣真如為境，因為無分別。

它不是緣什麼，這個大圓鏡智不是緣識，它不緣識，它是從識轉的，所以它不用再去找

意識。很多人修行在這上面，唉呀！我瞭解了一切畢竟空，而安住清淨中，當有一件事

情現前的時候，再回去找那個識，那個就不對。知道嗎？那就是再落入，那顛倒了，那

就是習氣使然，習氣使然。 

譬如舉例，張三，我跟張三很熟，這張三以前跟我兩個交好，中間又有很多，就是

彼此心中的一些想法，也有過衝突，也有過很契合的，也有過很衝突的。那有一天我修

行修行，我修行的時候，唉呀！打比方，我悟開了，我原來知道這個所有的一切眾生，

非眾生也，是名眾生，這眾生是假名，這個張三也是假名。這看到張三，有一天又看到

張三過去習氣的樣子，譬如他吃飯，就喜歡自己桌上吃，地上一起吃，譬如，我就看到

張三的這個樣子。 

那你這個時候，如果你的，這個舉例，你這時候心念，唉呀！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過去如此，現在如此，爾後勢必如此，你這種人啊！無可救藥。悟後的人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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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懂嗎？因為張三非張三，是名張三。他不會再看到張三的樣子，他看到了是張三現在

吃飯，桌上吃，地上一起吃，於是張三過去的形象不存在，張三有過去的習氣，那是張

三的習氣，不是你的意識種子。聽懂意思嗎？所以你看到張三就跟張三說，張三！你吃

了五十幾年了，地上跟桌上吃一半，那你肚子再吃三分之一，這樣有一點不夠惜福，改

一改你吃飯的形式，不要用筷子，用湯匙，一次送到嘴裡去，譬如。你只看到那個辦法，

那張三說，我都這樣吃，反正我家有養雞，牠會來食剩下的飯菜，這個就留給張三。在

你呢？沒有下一句。你不會說，你這種人，浪費我的時間還跟你說。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這樣，這個大圓鏡智是緣真如，它以真如為境，它無分別。當你

由這個張三他接不接受這番話，你心中不會起煩惱，那是張三。可是張三有沒有佛性？

你看到的是一致性，眾生，張三的功能遍一切處，這只是給同學瞭解一下。那這個智慧

呢？大圓鏡智，遍緣一切法。知道？遍緣一切法，是因緣和合，如鏡子一樣反射，在因

中叫阿賴耶識，能緣俗，是不是緣世俗？阿賴耶識是不是就我們的八識？這是不是在因

中？在凡夫，你以前結構起來的藏識。對不對？這個叫阿賴耶識。 

那無分別智，當我們得這個無分別智是緣真如，缘真如，而這個真如，它基礎上是

在處理什麼？處理俗務。來！同學！修行你不要以為你有什麼體悟之後，你就在空中消

失，或是你是一個無形的人，或是你有一個別人不能瞭解的世界，那個是假想的，那是

一個假想的。如果你心中尚有一念，對不起！那還是叫凡，還是叫念，它不是清淨真如，

不是正念，正念是無念，是實相，是所有一切。 

所以真如的使用在哪裡？它緣俗諦的境，緣俗諦的境，也就是緣世俗的所有一切裡

面，而以清淨真如去圓滿它。所以它的完成，是叫後得智。所以如果一個修行人，一個

得悟的人，不能在世間裡完成任何的一件事，那是沒有用的。這樣瞭解？ 

但是我們清淨的真如，我們在根塵不對的時候，這個因緣未現之前，它是安住於清

淨真如當中，這個時候就叫根本，是叫根本。該用的時候，是不是大機大用？雖然我們

有些時候會在講，修行的時候，要講一個根本跟一個後得智，這是在講最早的開始，當

我們是凡夫的時候，是不是要真的證得根本慧？這樣的意思。但是證得根本慧之後，其

實它的後得智跟根本慧其實是一體的，它是一體的。「了俗必由證真」，所以假立前後，

並不是所謂在運作當中，有一個根本跟一個後得，其實是沒有的，其實是一體的，三身

一體，這就是前面講的一體三身。同學！這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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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法上面，紫柏老人的修法上面，他講得很明白，這一點同學可以做參考。六識， 

我們要修行的時候，我們上一次不是講很明白，要從六七下手，而人最活潑的就是六識，

你眼耳鼻舌身，是不是每天都很活潑？都在對外嘛，接觸之後就是六識。對不對？所以

六識作法空觀。他說，你把你結構出來的東西，都作法空觀，就是一切諸法畢竟空，所

以一切的所有一切，你從六識下手，你每天這六識裡面，都會有好多的情感、情緒，解

釋、了別等等這些，分別，所以六識作法空觀。那你從六下手的時候，六識作法空觀，

那你在空觀的時候，中間一定是要把平等加進來。你要作法空觀的時候，並不是所謂頑

空，他的能空是因為平等。 

你今天很生氣跟你很開心，是不是都是六識裡面的法？一法，你生氣跟開心，上次

有講過了，如果這是生氣是空，開心也是空，這個時候它是平等的。它的平等，所以你

當一直六識作法空觀，然後這裡面是平等的，自然六七是同時都在運作，在等修，這個

時候七識的法執自然就會降伏，要不然你試試看。 

我們現在講，單修六，開心，唉呀！空；不開心也空。不開心可以空掉，開心空不

掉啊！所以你要有平等觀。知道吧？那你平等觀又知道，我空不掉，那就是我法執，我

法執於那個不開心，或是我法執於那個開心，所以當你這兩個要轉識成智，我們上次不

是講起心動念嗎？這上面六七，你一定這個六，你一定要作二空來觀，我空跟法空。我

空跟法空在觀的時候加上平等，這個時候六識自然跟這個七，慢慢、慢慢、慢慢，一直

在修正，一直在修正，這個時候六識自然就會轉成妙觀察智，看到喜怒哀樂，高低起伏，

看到所有的一切你就妙觀察，你自然會知道這就是一法，而我在這上面，抽掉那個法的

執著，用清淨覺去讀它。對不對？用清淨覺去讀它，這個時候所讀出來的東西，都是平

等的，都是清淨的，它所相應的辦法，沒有大小，沒有高低差，只是相應而應。 

你久了，慢慢，你慢慢你的觀力，你的這個妙觀察智，這個觀的這個力量就會很敏

銳。但這個很敏銳，很多人只修六不修七，就變很嚴重，就變很嚴重。就是六呢？我都

觀察得很敏銳，但是不平等。橘子，喔！好酸；水蜜桃，喔！好甜。橘子，酸，接受酸，

嗯；水蜜桃，甜，接受甜，嗯。酸也好，甜也好，不平等，開心，給我水蜜桃我也好，

給我橘子我也好，我都沒有抱怨，水蜜桃跟橘子都住，你也都能觀察。再給你一顆李子，

你也能知道李子的酸度，水蜜桃的甜度，所有的一切，我很敏銳很敏銳，妙觀察，不成

智，不成空的智慧，因為他還是有猛的，猛的法執。這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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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一定要把七識，這個所有的法，溶然冰銷，一定要把這個化掉，才不會只留

著你的妙觀察，你不成平等性智，你不能夠成平等性智，空不掉，是有的。所以很多人

很敏感、很敏銳，雖然不一定有情緒，但是很敏銳，他不自在，有看過這種人嗎？修行

修得嗯！很敏銳，觀微知著，但不自在，前五識，前五識跟八識都不能夠轉。所以很多

人很厲害能觀察，那五識，最後會將就於自己的敏銳，前五，將就自己的敏銳，去完成

該完成的，全部留著東西，全部還是留著東西，所得，還是留所得。 

所以在講「六七因下手，五八果上轉」，這個就是在講菩薩修行的次第。你在注意

自己的修行，內心的起伏，當你很清淨，無限釋放，無限迴向，哇！那個心遍一切，當

下也好像願，可是當你真正就事，這個事現前的時候，要去圓滿它的時候，卻有次第差

異，卻有能力的這個展現不同，對不對？像這些呢？所以它這個五八，這個五八，它是

一分一分一分轉的。可是這個一分一分，每一次都能轉，就是六跟七兩個都因上轉了，

五八才能轉。如果你六七，只修六不下七，是不行的。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我們常跟同學介紹，你利根器的話，七擺在前面，比六擺在前面還快。那你沒

有辦法那個平等心出來的時候，你勢必得六，六再來把我執法執抽掉。這樣聽懂意思嗎？

六再把我執法執抽掉，然後再用平等加進來。你要更快的辦法，就是直接平等，你直接

七，然後看到這所有一切，你就不會執，這時候再來看，這個所有的根塵，不封死它，

這個六自然是清淨受，這只是給同學說一下。 

學出世間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洞明自心，昭廓心境」，這個地方大

德又講，「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這個就是六下手，六下手就是貴在情死，你不要起

這個情。這個情是不是眼耳鼻舌身，結束起來這裡結構起來的六，是不是這樣？所以這

是六下手，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情如果不死，對不起！法性、法身不活。

「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境圓通，安有是處？」不可能的。所以我們

常常講，你要抽掉情緒，你要抽掉情緒，所以六七轉，其實兩個，一般是六把七放進來，

利根器的話，你能夠維持清淨受，用七，平等，所有一切平等，所有一切平等，然後這

個六自然就清淨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