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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6》 

             印可法師宣講          

再說這個妙觀察智，我們從眾生的妙觀察智跟如來的妙觀察智比對一下，就知道我

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修正我們自己。這個《三藏法數》裡面有講到妙觀察智，它

說：「如來善能觀察諸法圓融次第，後知眾生根性樂欲，以無礙辯才，說諸妙法，令其

開悟，獲大安樂，是名妙觀察智。」 

所以所謂修行，或是你在人世間的一切行住坐臥當中，所謂這個妙觀察智，它意思

是具足實相觀、實相智，而且幫助眾生是獲大安樂，不是為己，它這裡面的解釋很明白。

它說「如來善能觀察諸法圓融次第」，也就是看一件什麼樣的發生的時候，它這個過程

的次第就很明白，它是怎麼走過來的，它的走向是如何，這個時候把整體觀，次第觀知

道了，然後根據這個眾生個別條件，知道眾生的根性，他的種性跟他的樂欲，就是他好

樂的方向，他所要求得的內容是什麼，是不是剛剛是一個次第觀？然後現在是一個個別

的條件，分別相，總和之後用無礙的辯才說諸妙法，就是用無礙的辯才說他能聽懂的話，

而慢慢引他進入這個地方去，令其開悟，令他自己知道他如何走才能圓融次第，不是你

替他走圓融次第，然後這個眾生是不是就能獲大安樂？ 

度化眾生是不是你要替他煮飯，你要替他洗衣？那個是他不會煮飯，煮給他看，那

叫示現，那個叫教學。所以所謂的妙觀察智，它涵蓋實相觀、種性觀、辦法跟令眾生覺

悟，令他開悟，他才是獲得畢竟的大安樂，因為你不用在了，他會走了，他路會走了。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剛剛講到六識跟七識，「歷歷事行，練磨純熟，應機接物，任

運不涉計度，頓時觀察明了，不假功臣，故云非功也。」因為這裡大圓鏡智性清淨剛剛

講了嘛，平等性智心無病，第七意識是末那識，它開始恆執第八意識為我的汙染識。 

剛剛有講，一個開過悟的人，一個開悟的人如果在看到什麼的時候，又把這個人把

他匡，把他立論，那這個其實他是用過去的識在看世界，那是不對的，那不叫開悟，那

不是悟。因為你落入了意識，你還是拿你過去的意識為依憑，來染汙，那不是清淨的。

所以你注意看，如果你在講了一些是是非非，他也跟你掉入是非，那表示你用你的識轉

他的識，跟你一樣染。對不對？這個叫互染熏，染叫做什麼？染熏，是不是？所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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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就是你六七轉之後，你不依八識的東西去做它的種子了，沒有，所有一切都是看到

了實相清淨。 

那我們第六意識的作用是分別，如果他能夠知道，了別一切法而不執著，沒有妄念，

能夠在了別，還有分別的個別相裡面自在，那麼慢慢你就能成就妙觀察智。但我們剛剛

有講，如果你只修六，雖然沒有妄情，但是你敏銳，這個上面你不能自在，因為你不能

平等；這個是修行的時候，它會有一個慈悲的拓展路線，也就它的範圍，它會範圍是小

小的，再來慢慢開闊。如果你真的要真的利利根器的話，六七一起，六七一起，在日常

生活裡面要練習。 

那你說我們六根對六塵，五根嘛，現在把這個心意識放進去，六根對六塵，這境界

裡面一定會有取讀，一定會有取讀的，而這個取讀呢？不要分別它。要能取讀，不是不

要取讀，有的人關起來就變不取讀，你是能夠取讀，不分別而不執著，那這種就是在生

活裡面，最快的轉識成智的最初的方便，那也最快，你都能知道。 

上次我們不是舉一個例嗎？如果你家裡有小動物，然後你今天心情不好，回到家，

你家的狗汪汪汪汪，跟過去、昨天叫的聲音是一樣的，牠的開心程度是一樣的，因為你

今天心情不好，你就說：「叫叫叫，吵死了！進去！」然後如果你今天心情很好，然後

你要回來了，開門的時候狗就叫叫叫叫叫，你就回來說：「你知道媽媽回來了」，你馬上

變狗媽媽。是不是？ 

那你如果平靜的，平靜的就沒有好心情跟壞心情，開，回來，就知道牠在叫叫叫叫

叫，就知道這就是牠：「誰？」牠在說：「嗨！你回來了」，就這樣，我很開心，今天第

一個看到的人類就是你，就這樣。牠有狗的思考，跟狗的行為跟狗的語言，對不對？你

這上面大概也不用去翻譯它，我剛剛是假設性的翻譯。知道嗎？ 

所以這些我們要知道，依六識起二空智，轉七識為平等性智，那麼這個五蘊妄身就

能夠轉了，這個時候是證得素法身，剛剛講證得素法身，這個法身未能純淨，常常安住

的時候，「入定則明，出定則昧」，跟你有沒有關係就有差了，有的人就是某一個人的任

何一點點就會牽動你的心，你就像傀儡一樣，拉一下你就動了，就是生命裡有那個罩門，

所以這個上面，要真實的在在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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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如果說你只是自己在修禪修的時候，得這個三昧樂，正受，正受安住在裡面，

那捨三昧樂的時候又如何呢？這個時候就是看功夫了，「要廣修，乘真」，乘那個真如，

有度生之業，真的行度生之業，見機說法，這些都是依平等性智起妙觀察智。 

好！剛剛講六七轉，對不對？當你真正在見機說法，利樂有情眾生，那你這個行菩

薩道的萬行莊嚴，這是平等真如，對不對？是平等真如。這平等真如發大機用，大機大

用，這個是依平等性智起妙觀察智。修行的時候剛剛講，凡夫是以妙觀察智來修，加入

平等性智；那你在起作用的時候，是平等性智起妙觀察智。 

如果你是用妙觀察智，再來起平等性智，那麼你的路線就是一地一地開；如果你是

平等性智，你是安住一切平等，平等性智，現前的時候就妙觀察智，那麼一切平等，那

叫做如來因地，那就是覺性遍一切處。這樣知道意思？這個一切呢？都是要每個人自己

去體會。 

如果你能夠平等性智，然後起妙觀察智，這個時候接下來的就是在成所作智，眼耳

鼻舌身上面都能夠正確的機用。這個過程呢？這個過程就是成就三身，這就成就三身。

這個在《佛說阿彌陀經疏鈔》裡面，它還是談到素法身。但很多人在修行過程裡面其實

不知道，自己已經跟世界切割了，然後自詡認為說，我只要證得清淨的法身，我就成佛，

這種佛叫做素法身。雖證法身無萬行，就是沒有行，這叫素法身。佛呢？祂的名號裡面

包括覺行圓滿，是不是？所以是不是一切種智？所以祂是四等六度，種種行門無不備

集，積功累德，助顯法身，這叫妙法身。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有些時候沒有錯，我們修行都是為了第一要碰到這個清淨法身，但之後呢？為

什麼羅漢空鉢？素法身嘛，為什麼菩薩行菩薩道，最後能夠成佛？就是妙法身，差異就

在這裡。有的人修行就以為前段摸到就好了，這個是不對的。 

在古大德憨山老人他裡面有講到一句：「祖師雖云超越」，祖師大德就跟我們講我們

要超越，超越，有的人他超越是空幻的超越，「但云素法身佛，未必具有相光莊嚴」，我

們超越只是一個靜態的超越，你未必真的相光莊嚴，你沒有成就，沒有辦法妙用。 

如果是一悟便了事，那諸佛又何須在經論裡自己講：「假更歷三大阿僧祇劫」，祂就

大家發給一個蒲團就好了，發給蒲團，坐在那裡成佛，一悟便了無事，那世尊又何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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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八相成道？又何來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又何來四十九年說法？當然不著也不說祂

有說法的相，又何來祂說三大阿僧祇劫？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我們大家在這裡一起研讀這《六祖壇經》，也不要以偏概全，用世間的聰明才

智，這個公案讀一讀，唉呀！好有趣，我也回去練習看看或許成功，那就以為見自本性，

「妄言證聖」，這個成佛作祖，小心，增上慢人。這樣知道？所以為什麼迴小向大？為

什麼要度化眾生？那這裡面沒有度化之心，對不對？那真的去行，才不會落入所謂空

談，空談是恐怖的。 

所以剛剛講到「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的時

候，是自性清淨。慧海禪師解釋：「心湛然空寂，圓明不動，即大圓鏡智」。這個慧海禪

師講，湛然就是形容詞，喔！很明白，水非常非常的清潔，一塵不染，一下就看到很清

楚，就看到底，湛而寂，但是作用，還要談到作用。 

末那識是執著，對不對？人這個我執、法執，只要你有這種執著，就是心理有病就

對了，所以我們沒有肉體上的病，也有精神上的病，法身上面有了一些塵垢。是嗎？所

以這裡面，只要你心中有某一種執著，要瞭解這些都是虛妄的，不是真實的。如果你有

我貪、我瞋、我癡、我見、我慢，前面講過很多，嫉妒這些，不用講你修行有多好了，

不用說你有修行有多好，你曾經又曾經，那個曾經是你的曾經，這樣，這樣子眼睛掃過

去看到，瞥見，那個是說說而已，這說說而已。 

那我們要把這個轉成平等性智才能無漏，用大慈悲隨順一切眾生，盡虛空遍法界，

你在所有的緣起的時候，都能大機大用。這個成所作智同圓鏡裡面，有講到果，八識中

的前五識跟第八識必須要到成佛，成就佛果的時候才能轉，所以五八兩識果上轉，八識

裡面的第六、第七，是眾生在因地的時候要修的，一直強調要下手的地方是這個。但是

如果你因地不真，你這個心意識亂七八糟的狀態，你怎麼可能做出來的事是對的！ 

所以五，這個五一定是你徹見佛性的時候，你在清淨中，安住清淨真如本覺當中，

所顯現出來，作用出來的，作用出來的才是一種智慧的完成。所以成所作智同圓鏡，這

個一定要六七轉過之後才有，所以先轉妙觀察智跟平等性智，之後五八果上轉。這個時

候就不是名言，也不是意識形態，那是自然在行住坐臥四威儀裡面，不管外緣所有一切

如何的顯現，而心中常住定中，心中是常住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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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裡面有講，我們現在把它套到六度波羅蜜。文殊菩薩

有問，祂說：「六波羅蜜當中，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波羅蜜是有漏道，能

成就世間果，般若波羅蜜為無漏道，能成就出世間果。」能就是完成出世間的智慧。這

裡面要說的，就是你要把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所有的意識要轉，對

不對？你行要轉，你的戒的概念要轉，你忍辱的解讀要轉，你精進的自我標準要轉，你

禪定的種種體悟要轉，所以轉有漏為無漏，這個時候般若波羅蜜才會現前。 

第六七意識在見道的時候，一分轉識得智，一分，初次見道位的時候是一分。所以

為什麼悟後起修？祖師大德有講，他悟後起修，還花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時間，是不是能

夠每一次都完成？他是一分轉而已。「當住於妙觀察智跟平等性智」，在住於這樣的狀

態，這個時候前五識才會根據這個而轉。 

在座！我相信在修行上有人略有體悟，當你今天這些事情都沒有跟你個人有所關

係，你是不是又平等觀又妙觀察？平等跟妙觀察，於是你做出來的事是不是無為的？是

不是無為？但有些時候有關係的時候，你不安住妙觀察智跟平等性智，這上面你做出來

的事情是不是是非？是不是雜染？是不是這樣？那應該怎麼辦？當你從平等性智去修

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空；當你從妙觀察智去修的時候，是不是也看到空，可以悟到空？

但是事實上的相狀呢？又不空啊！不空是它的相狀，它的不空的背後，是不是一定要安

住平等性智，你才能夠空？妙觀察的時候是不是才能夠，再把這個所謂一切的關係法的

這個地方也空？這個時候來行的時候，是不是才能轉五八，才能轉五，事實上是五。這

樣知道意思？這個八呢？這個八，它不是滅掉，它不是滅掉，它是轉為清淨的參考值，

它就是過去你瞭解的參考值。這樣聽懂嗎？ 

我們講轉識成智，很多人就在講說，這個第八意識到底到最後哪裡去，我們都在講

六七五八轉，五八，那這個五是不是你安住六七的時候，就能夠做正確的事？那八到哪

裡去了？其實這都是假方便。上次的課有講，菩薩為了要解析我這個是什麼樣個運作路

線，所以用心意識這樣分得很細。 

那你過去的那些種子的這些東西變成什麼？變成無是非的參考經驗值，而這個參考

經驗值不帶著絕對的解釋，因為那個地方是要加很多實相。你原來所看到的八意識，第

八意識你的種子，是不是在你自我的意識裡面，這樣搓一搓，一顆綠豆還是紅豆？這樣

知道意思？這是有限的。所以你以這個為緣，第八意識它種子的這個東西叫藏識，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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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東西，它就是以前的世俗路線。由這個世俗路線作為參考值，而剝落了它的雜質，剝落

它的雜質之後，於是它這個東西，它的轉其實就是它發而沒有雜質，然後遍一切，從這

個點而開。 

從這個點而開，它就是過去的一個緣，對不對？而這個開，遍一切，這裡面全部把

實相的東西補進來，補進來之後，這個八識的這個種子，就不叫種子了，也就沒有了。

它就轉過去的業識為現在的智，也就上半堂課有講的。然後這一個種子是不是過去的因

緣？是不是過去的因緣？結構了，所以你在每一個緣起現前的時候，這個地方的圓滿，

這個八識這個種子它沒有是非了，沒有是非了，沒有是非成為圓滿的因緣，成為圓滿的

因緣。而這個呢？這每一個的圓滿都是平等的，而都是具足的，都是完整的，這樣的意

思。所以八識的轉，在六七安住的狀態之下，這是無漏的大定；在六七安住的時候，五

八轉同時，這個八化為清淨實相的後得智。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無漏的覺悟，本來寂然，稱為無漏無為；因作用而啟動要做的時候，叫做無漏

有為。所以一個講本體，無漏的覺悟，無漏的覺悟它本來就是寂然，你沒有運作的時候

它叫本體，叫無漏無為，它一切是無為的；而作用起的時候，現前的作用起的時候，是

不是安住無漏？但是在作用上面是叫有為，所以有為無為、不一不異就是這樣來的，這

在講這個。 

那無漏因、無漏果，大家要知道，你今天要開始修行了，不要一天到晚在結構那些

有的沒的，會讓你很累，你永遠沒完沒了。所以這裡呢？「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

那伽定」，對不對？剛剛是不是講第六意識，這個情要抽掉，會修的人，六七一起，七

六一起我是認為比較快，我個人是這樣，認為七六比較快，六七實在是凡夫已經結構了

在那邊解開，知道嗎？因為結構了東西，然後在那邊剝剝剝剝剝，在那邊抽抽抽抽抽。

小字裡面：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

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

不轉其體也。」 

這句聽得懂嗎？這個就是我們佛性使用，每個人都有清淨佛性，佛性使用加上雜質

的時候叫識；雜質抽掉的時候，其實大家的本體是一致的、清淨的，所以不轉其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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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它有什麼樣的變化，沒有。 

那這個地方呢？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這個智通聽完六祖惠能大師這個偈之後，

就曉了了法性身跟四智的關係，因為其實這個是在講三身跟四智的關係，所以他呈上了

自己的心得，當下的心得，就是這個四句偈。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他呈上自己聽完了這些的一個體悟，他說，三身原來就是我的體性所成就的，四智

呢？它的根本其實就是我靈明的本心，所呈現於世間的作用。這個三身跟四智它是圓融

無礙，一個是以本體的角度來講三身，一個是在以它呈現出來的作用來談四智。這樣很

明白？ 

「應物任隨形」，隨應現的萬物當中呢？任運自如的，隨著一切裡面而去圓滿它。「起

修皆妄動」，如果你以為有一個什麼點，要如何去修，那這是一個造作。但是我們要修

的時候，也就是要從這個妄動開始下手，這一句可以瞭解。知道意思？如果我想說我要

修三身，我要修三身，這個是一個妄動；我要修四智，那身跟智分開，這也是一個不對

的。那我們真正要修行的時候，也就是從我心地中的妄動開始下手，沒錯，「守住匪真

精」，如果我有心要守住某種境界，或是某個法要，因為修三身或修四智，它都是一個

概念的法，那麼就不是清淨真如。 

「妙旨因師曉」，今天我來參拜六祖大師您，得以得到這個妙旨，這個殊勝的這個

義理，這都是因為你來點醒我，「終亡染污名」，今日我才得以知道這個旨意，瞭解要轉

識成智，終止了所有我過去一直以來個別的各種以為，其實那些都是染汙的。這些不管

是名、相、分別這些，在今天釐清了。 

釐清歸釐清，回去要不要轉？點撥知道之後，縱使你當下悟開之後，對不起！成佛

的路你走吧！依然是這樣。所以祖師大德不是你開悟了之後就沒事了，開悟之後，才真

的從零開始了，一直是一，叫絕對，這樣子，那這一段很清楚了。接下來我們再來參一

下，下一個去參訪六祖惠能大師的另外一個年輕人，僧智常。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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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 

  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這一段是緣起，有一個僧人叫智常，他是信州貴溪的人士，在信州貴溪就是現在的

江西省貴溪縣的這個地方。髫年出家，髫就是小孩子，很小的時候那頭髮是不是都會剪、 

綁啊？這種叫年幼者，也就是他的髮式，這個髮型這種叫髫，「髫年出家」就是講這個

小孩很年輕的時候就出家了。「志求見性」，他呢？一心一意想求得能見自本性的這個道

果，他想要這樣，要開悟。「一日參禮」，有一天他就特地的來參訪禮拜六祖惠能大師。 

大師就問他：「汝從何來？欲求何事？」你從哪兒來？你想要求得什麼樣的事？這

個智常就回答，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他說我

學人就是最近前往到洪州白峰山這個地方，去參拜那裡的大德叫大通和尚，承蒙和尚他

慈悲開示，跟我講見性成佛它的奧義，也就是我應該如何來瞭解見性成佛。但是呢？「未

決狐疑，遠來投禮」，總是還有一些疑惑沒有辦法釐清，所以我今天特地遠來這裡給和

尚您頂禮，懇請和尚您，「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懇請和尚您慈悲，來為我指引一下，開

示開示。這個地方他當然要知道你哪裡不懂，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就跟他對上一段。 

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 

  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

甲本心本性？」 

那這個地方他就描述了，六祖惠能大師回答，大通和尚他到底跟你說了什麼話，那

你不懂，所以「汝試舉看」，你試著描述看看。這個時候智常就回答，曰，他自己就講，

我智常到大通和尚那邊去禮拜他請他開示，在那個時候我待了三個月的時間，那沒有得

到什麼教誨。人家這個三個月「未蒙示誨」，六祖惠能大師是八個月在踏碓，記得嗎？

這個心是多麼的赤誠，不會說這個師父都沒看我，沒跟我笑，我就覺得他沒有把我當人。

趙州禪師上等人來，我在禪床上接；中等人來，我下禪床接；下下等人來，我跑到山門

口去接。懂嗎？不要一天到晚就要馬上接，接了廢話。 

他說：「凡經三月，未蒙示誨。」沒有得到什麼教誨，因為我求法心切，「為法切故，

一夕」，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獨入丈室請問」，有一天晚上我就獨自一個人到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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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去，請問這個大通和尚：「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請問和尚，什麼是某甲，某甲就

是智常他自己的謙稱，什麼是智常自己的本心本性？這個大通和尚就回答他。 

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 

  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 

  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這個是大通和尚給他的回答。大通和尚說你看見虛空了嗎？來！我現在問：「同學！ 

你看見虛空了嗎？」虛空在你的心中，可能馬上即是會想到八月十五的虛空，深藍深藍 

幾近黑，有一點亮亮的月光，那不叫虛空，那叫天空的相。 

他說：『汝見虛空否？』你看見虛空了嗎？智常對曰：『見』，我看見，其實他沒看

見。現在我們問同學你見過虛空嗎？套個語言文字你一定會說虛空無邊，虛空無相，這

是語言文字，就是語言文字。所以他對曰：「見」，不可能見，他基礎上這個都對錯了，

所以他對曰：「見」，他就不會急了。聽懂嗎？他怎麼還會「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

請問。」所以他所謂的見，應該是他把虛空放到他心裡所以為的以為，那當然大通和尚

會懂，你對曰：「見」，就知道你不見。 

這個大通和尚就跟他說：「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因為他說見，一定有相貌，所以

大通和尚是有悟的，只是他如何把他撥開，這個上面這個智常是不懂的。然後「汝見虛

空有相貌否？」他對曰：「虛空無形」，這個是在描述虛空並沒有形狀，「有何相貌？」

那有什麼相貌？這是語言文字。同學！這樣聽得懂嗎？就像我剛剛問你，你見過虛空

嗎？你可以回答虛空無相貌啊！虛空有色嗎？晚上的虛空有色嗎？白天的虛空有色

嗎？虛空哪有色？所以問你，你見虛空嗎？他已經把你帶引到虛空投射出來的相，是不

是？ 

彼曰，這個大通和尚他是舉例的，他說：「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他這個回答，他一定不懂，他一定不懂。他說：你清淨的本性就好比是虛

空一樣，裡面沒有一物，什麼都沒有，所以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得見，這個就叫正見，

這個會誤導。你什麼都看不見，意思說人就是這樣，當告訴你所有一切，無一物可見，

了無可見，你就會關掉你自己，因為這叫正見，你就會關掉你自己，啊！所以我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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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你就關掉。用空來講這個佛性是很難的，是很難的。 

所以世尊也有講「若」，祂用講若虛空，但是世尊講若虛空祂就不用「相跟貌」，祂

就要講虛空的無為的那個部分，祂不是進入相貌說，祂也不是講物跟不物的，祂是用包

容性。是不是不一樣？來！同學這樣一比對，聽懂嗎？當佛在講虛空的時候，清淨虛空

有十種義用差別，祂是在講它的性，無障礙性、無障礙義、周遍義、平等義、廣大義、

無相義、清淨義、不動義、有空義、空空義、無得義，全部是用義。可是眾生在講虛空

的時候，他把它進入相。 

這個大通和尚他在要帶他進入見性成佛的辦法的裡面，他把它帶入相了，用相再來

跟他說裡面沒有物，對不起！相就已經是物了，就已經是一物了，怎麼還可以說無一物

可見？你已經有物了。對不對？他給他的回答又，這就叫正見，所以這個地方出了問題。

所以吾人所見空的空見不是虛空，我們一般以為說虛空，我們是在以為相狀的虛空。 

然後這個地方呢？他又繼續說：「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其中沒有任何一物你

可以認識的、可以了知的，這就叫真知，就給他帶著關起門來了。剛剛講你什麼都看不

見，叫正見，那就是不要見；那你沒有一物可知，就是不要知，這叫真知。原來你不要

見也不要知，是不是他永遠不能明白？聽懂嗎？ 

「無有青黃長短」，沒有青黃長短大小等等的這些，「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

名見性成佛」，這是危險的。他說你只看到自己的清淨本源，因為我無一物可見，無一

物可知，那我現在也不需要見，也不需要知，我就知道我不需要見，也不需要知，我就

安住在寂然當中，然後看到自己覺性本體圓明，圓滿而明白，你明白你自己一切，內心

的這個當下的一切，不能運作而據理把它切開，這叫見性成佛，錯了。 

他又講：「亦名如來知見」，這也叫如來知見，那叫做不知與不見。他一講這樣，六

祖惠能大師當然知道，大通和尚的境界在哪裡，這裡面還有一點是，根據這個智常所轉

述的，也不一定是全然。知道意思嗎？也不一定是全然的。 

然後這個智常又說：「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 

他說：學人我雖然聽聞了這些說法之後，猶然不能真正的明白，決定瞭解這個意涵

是什麼，所以乞請和尚您慈悲為我開示。修行裡面很多人是為了要關門，其實打死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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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是清淨正念，中間會經過一個空，你要離相之前，本來著相，那你要離相，在要

著相要到離相的中間，這個相在自己的內心會把它自動排除，這是人的做法。他要把它

排除，愈排除愈是用斷滅法。所以你在有相要離相的中間，很難離，你必須先透過剛剛

的這個空的運作，空之後，你才可能離相。你以為你可以離相，而進入空嗎？不是，是

因為進入空之後才能離相。你如果硬要我要離相，我要離相，你要離相，你絕對就是關

起來的，為了關門，修行常常弄不懂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