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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7》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師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就直接回答

了，他說你為什麼弄不明白？因為大通和尚他所說是以虛空來譬喻於佛性，但在譬喻的

過程裡面，是否是因為這個智常他在轉述的時候，沒有完全，沒有完整，所以在裡面的

對話裡面，講到的是以一個形而來討論虛空，而以見也就是我們眼的功能，來討論於虛

空的佛性，來譬喻這個佛性，這樣的譬喻，對於一般人其實是不大容易能進的。 

如果有見，即有根塵的作用，如果虛空問相貌，即會在眾生的心中，產生一種相的

投射，所以這個地方他自己就進不去了。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一聽就明白，他的問題在哪

裡，所以他就為他說了一首偈，來解釋這個東西。所以不管大通和尚跟這個智常的對話

如何，重點是看到智常他自己本身，這上面的體悟沒有辦法契入。所以六祖惠能大師說：

「吾今示汝一偈」，我現在就給你一首偈，來作為明白的指示。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

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這個四句偈裡面，一般修行的盲點它有直接指出來。我們修行，其實很多人是在自

我推敲的意見裡面，用自我意識，想要去瞭解佛所說的東西，所以難免落入自以為的這

個辦法。這個大通和尚跟他講的時候，他也落入了自己的知見，所以他選擇了以為虛空

呢，是空無所見，是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他說：「不見一法存無見」，如果你不能夠見任

何的一法，也就是存在空無的見，你的心是存在無，也就是否認一切，這個時候對虛空

的解讀就錯了。 

我們一般不瞭解所謂佛性，他會以為一切是畢竟空，所以沒有，這個就是存無的見。

如果一切沒有，佛就沒有智慧了，菩薩也就沒有智慧了。我們前面在講「轉識成智」，

是不是轉這個識成這個智？是不是這樣？所以他並不是否認沒有識，或是否認沒有智。

如果你不見一法存無見，於根塵對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就這個都是假的，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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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的，這都是不需要的，你心是存著要否認，這個就是住在無的這個見裡面。而這個

見呢？「大似浮雲遮日面」，這個見就大多了，這個見就好比是一朵很大很大的雲，遮

住了太陽的面，這個慧日，日就沒有光，這個智慧就等於沒有了，這叫壓死佛性。 

我們常常講不管你參禪打坐，不管你是念佛，第一個動作一定是伏，對不對？是不

是伏？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伏是怎麼修，他就直接壓，用砍的、用壓的，所以都等於壓

死佛性，砍了頭，以為壓死佛性，砍了頭，我就能見空，這痛苦大了。怎麼念，就變成

愈來愈斷滅，看不到生命有什麼功用，看不到到底活著是什麼意義，看不到自己存在有

什麼樣的必要，就是這樣，因為是錯解，錯解佛性。 

世尊在講這個虛空，我們必須瞭解，講經說法裡面，經論裡面，都用虛空，它是作

譬喻。不是說佛性就是虛空，不是，它中間都加一個如，對不對？是不是都講如虛空？

而它如虛空不是在講虛空的相，而是在講虛空的義。所以常常讀讀，讀一讀，斷章取義，

就講說「空」，很多人就說我都沒執著，我心裡都沒有在想什麼，那個是斷滅空。沒在

想什麼，清清楚楚，沒胡思亂想，這樣是對的；我都沒在執著，你就執著我的沒執著，

那就是大執著，這個執著更加嚴重。對不對？ 

所以呢？經論裡面都用虛空做譬喻，它是在講它的性，不是在講它的相。因為這個

大通和尚為智常開示的時候，先以相入，先以相，你看到虛空嗎？他會回答：「虛空無

相」；但是你用「見虛空」，你心中是不是投射一個相？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在講經論

裡面它以虛空來作為譬喻，它都是在講恆遍，虛空譬喻廣大無邊際，廣大，你還有廣跟

大，但是是無邊際，也就是它沒有一個所謂邊緣，它沒有一個尺寸，心沒有尺寸，佛性

沒有尺寸，所以它是用譬喻它的性。 

第二恆常，虛空譬喻無變異之常性，也就是它本身是寂然的，穩定的，它沒有什麼

東西在裡面會變化，但是佛性是可以用的，這是就本體而言，它是常住。 

第三個在講虛空的時候它都講到無礙，無障礙。我們看任何人的心，你會有一個屏

障，障礙的點，跨不過去。對不對？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第一、你沒有拒絕，你沒有

抗爭，在這個時候，就像無我一樣，你接受，無抗爭，然後看得很明白，這個時候，是

以空來對這件事，這個空的道理是空，就是沒有五蘊的意思，就是你沒有五蘊的接受這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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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人的反應是這樣，譬如你最怕毛毛蟲，譬如人家跟你講：「有個東西要給

你看，那你過來」，然後你就拿毛毛蟲出來，他就說：「啊！然後就閃一邊，討厭！」因

為你有恐懼，你把毛毛蟲是放在你心中的另外一個世界，你跟毛毛蟲，這舉例。如果毛

毛蟲換成蛇呢？當然大小你可以去想，對不對？所以當這個的時候，你一出毛毛蟲，或

出一條蛇的時候，你是不是直接抗拒牠？是不是？你直接抗拒牠，所以你心中有礙。是

不是？ 

那你看古德裡面，上次我們有講到法融，他自己在那邊清修的時候，後面還有老虎，

有沒有？因為他看眾生的時候，他並沒有抗拒牠，他也沒有觸犯牠，他也沒有阿諛奉承

牠。也就是如果說張三，然後就毛毛蟲出來，你會看，毛毛蟲，你可能對於他這個一晃

而過的這個東西，是在運作中而有一種接觸點，但沒有產生恐怖，遠離恐怖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對不對？ 

但你沒有恐怖，毛毛蟲！我跟毛毛蟲，我有一點怕牠，可是這個怕，這個怕是我跟

牠不熟，我跟牠不熟，我不瞭解這毛毛蟲，它有什麼毒或有什麼作用。如果把毛毛蟲換

成蛇呢？心中有礙嘛，因為你有障礙，你怕什麼，你就是障礙點在那裡，你怕什麼？這

個佛性在這個上面就無法顯揚。 

那你說，我當個敢死隊好了，我什麼都不怕。那個是另外一種情結，那個情結是我

已經自許心中，有一股我不要怕，我不能怕，我硬要把自己撐起來的一種念頭，這早晚

會折損的，因為那是加壓的。修行呢？這個是不能空，一個是有太多，說我不能怕，對

不對？我不能怕，我一定要跨越過它，會不會常常有自我喊話？會不會？會，這個跨越

它自我喊話，是在你有一個怕的時候，你有抗拒心的時候，你是不是會自我喊話？當你

接觸它的時候，你不再抗拒它，你也不用自我喊話，再我要克服它，因為那個需要克服

跟不需要克服已經不在。這樣聽懂嗎？  

這個地方我們在講虛空它裡面有無礙，無障礙。再來，都在講這個虛空是一個譬喻，

世尊的經論裡面都這樣，但世尊還有一段特別講到，用虛空要來解釋是困難的，只有世

尊辦得到，其他人很難辦得到。 

祂說無分別，祂都講到「虛空是無親疏、遠近、愛憎之差別，譬如虛空：無有父母、

兄弟、妻子乃至無有眾生壽命，一切萬法，亦復如是。」這個時候因為祂用譬喻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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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後，父不父，母不母，兄不兄，弟不弟，就是所有的眾生都是一

致，而自己是無情，以無情來表達無分別是不一樣的。聽懂嗎？很多人用無情來表達無

分別，修行過程裡面會有這麼一小段揣測中，揣測中以無情來表達自己的無分別，其實

心中呢？心中是要把自己有情變無情，而不是抽掉情，所以我們對於虛空的意思不瞭

解，後面很難瞭解，所以跟大家解釋明白。 

有的人修行裡面，我們像出家人就有一句：「出了家，忘了家」，是不是？然後你聽

這句話的時候，你會如何解讀這一句？其實「出了家，忘了家」不是世尊講的，那是我

們中國人在講出了家，忘了家。世尊講出家，出三界火宅之家，出世俗之家，但是最後

講呢？世出世間。對不對？所以有的人說，出了家，忘了家，你們這些無血無淚的，你

們這些都是那種人。其實不是這樣，這是完全誤解。有的人出了家之後，也要表達無父

無母無兄無弟無眾生，來表達自己的無分別，其實自己也是壓死的，就眼睛裡沒有任何

人的存在，而只有我現在要乾乾淨淨的，假的，假的清淨存在。這樣知道意思嗎？ 

那你修行人你在看你自己，重點是你看這個父跟這個母跟眾生，你能不能這個情是

乾淨的、是慈悲的，功用是可以用的，而不否認他，也不愛他，不是五蘊的？這裡面才

是真的不住，才是真的無分別。所以很多人在虛空解讀錯誤的時候，變成無，我否認，

但世尊不是說的是無，世尊是說所有一切有裡面，你不住。你不能說你出家之後，無父

無母無兄無弟，你可以說所有眾生都是我累生累劫的父母，可以的，平等。是不是平等？

這樣瞭解意思嗎？ 

好！再來，講到虛空的時候第五個意涵是講「容受」，虛空廣大無對，它不會抗拒，

悉能容受一切諸法，這是在講它的作用，它可以在裡面所有的一切都圓滿。 

世尊在經論裡面，祂所談到這個虛空，這個虛空都在講如虛空，都講如虛空，如。

裡面世尊也有講到一段，祂說：「虛空但有其名，而無實體」，這個虛空是個假名，它沒

有實體，「愚人不了，執之為實」，所以愚人不了，我要飛上太空，我要飛上虛空，我不

要跟你們在一起了，你把虛空看成是一個有的東西你可以去，其實是有，就是以心中認，

執之為實，對不對？就跟涅槃一樣，跟涅槃一樣。 

「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空無所有。無智之人，於虛空中，計為實有，起彼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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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凡夫呢？對於我們所有一切生滅，生滅的東西也會執著於有一個我，所以世尊就

要講如虛空，如虛空，如。凡夫就是這樣，要不就有，然後講如虛空，你不把如放進去，

你不譬喻瞭解虛空的性，而是變成這些東西就是虛空，所以這些都是錯，就變八顛倒了，

原來四顛倒，轉為另外一個四顛倒，執著境，著常住，著一個無我。所以這裡面「修空

觀者，要了一切法，皆無所有」，你要知道這一切法，不是講否認它的不存在，而是它

是如虛空，佛性如虛空，所以都說如，都說如，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繼續來對於這個四句偈，有一個比較透徹一點的瞭解。他說：「不見

一法存無見」，你什麼都看不見，是不是就跟你沒有眼睛、鼻子、嘴巴一樣？是不是？

你六根是不是就沒得用了？「不知一法守空知」，如果你不能夠了知任何的一法，就安

守著自己在空的知見中，也就是我讓它空，第一個是不見，我根本就不能使用，所以我

住在我不用，這是空的，我何必攀緣？另外不知一法，我什麼都不要知道，知道有什麼

用，知道那也是假的，很多人修行都這樣，那假的，不要跟我說那些，就會這樣。一個

是不是守著空的知見？ 

「還如太虛生閃電」，有意思了，就好比是在太虛之中，畢竟空裡面，突然之間，

產生了一個閃電，而這個閃電呢？就是自己這些本來是沒有的，何必有呢？本來沒有，

這是不是一個動念？這是不是一個動念？或是有什麼樣看到了，啊！這假的，這個與我

無關，是不是就是忽然的一念？這個住在空的知見。 

有的時候，我這個運作一下，給同學聽，你就會很明白。譬如你現在走到臺中車站，

走到臺中車站，看到有一個小偷，有二、三個同夥的人，有一個婦女她去買車票，這個

配合得很好的小偷族群，就靠過去了，在身邊擠呀擠呀，擠呀擠，其中有一隻敏捷的手，

拿了，對不對？這個可想而知。當你看到了這個時候，看到這個，唉！空，就是等於見

而無見，唉！空，於是那婦女跟那小偷都跟你無關。這樣的修行好不好？來，這樣的修

行好不好？真好！叫做你都不會動，是不是這樣？心存無。 

然後，再來我再做一個動作給同學聽，唉！空，這不干我的事，是不是這樣？把自

己這個剛剛看的，跟這個婦女跟這個小偷是不干我的事，放掉，是不是很自在？等一下

就閃一下，她如果回去那裡買車票，這張車票買到了，回到那裡沒車錢，這樣，啊！想

太多了，第二個就是要把這個洗掉，這個我何必呢？我何必起心動念呢？那是別人的業

障跟我有什麼關係？何必起心動念呢？無聊。這樣的修行好不好？來，來說，這樣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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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好不好？這叫做自問自答，這個叫生閃電。聽懂嗎？很多人修行就是這樣修的。 

就修到最後呢？我到底是誰啊？因為將一切知，將一切法硬要泯除，惟恐起心動

念。其實這些的發生，是不是太虛裡面一閃電？是不是在這裡有閃電？閃過了呢？有沒

有閃？被電雷擊的是誰？（自己的腦袋瓜）壞掉了，知道嗎？智慧不會現前，也不是真

的自在。然後回去偶爾睡覺的時候又看到那個小偷，因為這是落到意識裡，只是這個閃

電是不是有閃過？落到這個意識裡。 

然後用自己空，因為現在要修空，以為佛性就是要空，就是要住在空，所有的一切

都不要起心動念，所以短暫之間的這些東西，如閃電壓過，看似空而自在，真的自在嗎？

真的自在嗎？那個叫壓的，那叫壓的，然後壓掉這個而自在，事實上是著在自己心中的

空跟塵境的空。而心中有沒有五蘊？從這裡檢覈的，有沒有五蘊？有沒有真的空的正見

跟空的智慧？空而不空，有沒有？完全沒有，沒有一樣有。這空與自己無關，這個空是

嘴皮子空，這是假的，這是偏執的。 

那我不要想，我不要想，眾生的業報跟我何干？其實這種盲點，這種盲點常常出現

在修行，他根本就是用壓的，他用硬壓的。為什麼很多人壓一壓，全部都不會開悟？然

後壓得每一個人都愁容滿面，知道意思嗎？「不要起心動念，不要起心動念，打死妄想」，

打死妄想，不是打死正念，正念是清淨的覺照、佛性，所有的一切很明白而沒有動起五

蘊的情感。所以打死妄想不是打死正念，明白嗎？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他說：「此之知見瞥然興」，這個空的知見跟無，心中不可以起心動念，根塵相對的

當下，其實在根塵相對當下，那個瞥然就是很快過目，閃過過目的當時，你就成立了。

很多修行的過程裡面，很多人都這樣，看知道，其實內心有沒有東西？你哪有空？你哪

有空？當起的時候，然後就，唉！哪有常樂？ 

是不是內心有一種情緒是下壓的？然後再把自己提起來，用一個很美化的很美化的

佛法給自己，事不關己，是緣起緣滅。緣起緣滅應該是給那個女眾說，那你在這裡，緣

起緣滅是拿法義來解釋自己心中的東西，拿這個語詞來解釋自己心中的看得到跟起的這

個念，其實你不是空，你是用佛法的隻字片語，來解釋自己動念的閃電，這舉例。同學，

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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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修行，這個盲點很大，所以最後修來修去呢？就變得很冷漠，很冷漠，很害

怕，很害怕，很與世無爭。其實這個與世無爭，那是叫做沒有能力，他不是真的與世無

爭。他的心中常常又會去問自己，會反問自己，這樣對嗎？這樣對嗎？就你真的與世無

爭，是沒有爭論，你內心沒有對立爭論，可是你看得明白；當這個小偷拿走了，其實你

來不及或是來得及，如果來得及，誒、誒、誒！小姐！有人拿妳皮包。追得到，追得到；

追不到，追不到。如果來不及，當然就是來不及，可能走過去說，妳剛剛皮包被人家拿

了，妳不知道，妳夠不夠錢回家？這樣你才真空。知道意思嗎？是不是這樣？ 

所以瞥然興，在一瞥之間，根塵相對的時候，其實你內心有一個正向的讀法，跟一

個負面的讀法；或是一個負面的讀法，再一個息法去伏，這也是自我解釋。你在意識裡

到底在不在？是不是全部在意識解釋？怎麼能空？你再怎麼修，這樣會成佛才怪？所以

「錯認何曾解方便」，就這個樣子錯認了真如佛性，又如何能夠藉此方便而瞭解，你不

可能藉這樣的瞭解而契入佛性。 

那你在修行的時候，當你內心起這個的時候，你要知道我們修行裡面是不是要伏

惑？第一個是不是要伏惑？要斷惑之前，一定是要伏惑，伏，不是用壓的，這常常錯在

這裡，就是硬壓的，硬壓，可是你有習氣，你有習氣。所以很多東西就這樣摸一下，不

敢把它看明白，摸一下就趕快收起來，然後，有看到我的表情嗎？摸一下就好像我被電

到一樣，其實那個電是自己生的，根塵相對的時候是不是就像摸到？然後這樣，眼睛不

敢睜開，與我無關，這樣叫做自在。是這樣嗎？這是錯的，這不會開悟。 

碰到的時候，你沒有驚，就沒有五蘊，然後你看它發生，發生完，隨順因緣，可以

圓滿的圓滿，不能圓滿的不能圓滿，這個是因緣根器、環境當下，可是這個時候你有沒

有閃電在裡面？有沒有切割跟對立？沒有。知道？所以其實這個意識是不能轉識成智

的，剛剛那個做法。你如果這樣，是不是真的空？是不是真的有當中你是空，空中又能

生妙有？小姐，妳的皮包被摸掉了，夠不夠錢？我們分一分，是不是可以行菩薩道？ 

所以「汝當一念自知非」，所以現在你應當要知道，空的偏執的這個一念的當下，

你要知道這是不正確的。「自己靈光常顯現」，要讓自己的靈明覺性，智慧的光明恆常都

是能顯現的。 

我們再來解釋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這樣，很多人他就是碰一下之後，就碰一下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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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的事，幹麼起心動念？明明知道他不對，明明知道這些東西，明明就看到，然後

就把自己切割掉，切割掉呢？這個好像用一個自我空的，要讓自己內心什麼都沒有，什

麼都沒有，不染，好讓空，其實你不真實。你不真實，你的體會不會深，你飄忽在裡面。

飄忽之後就把它糊掉，碰到之後是不是就把它糊掉？糊掉之後，虛幻的讓自己把這個忘

掉，其實不是不住，其實這是摸到之後，就給它糊掉，然後虛幻，好像是自在，其實是

智障；事實上沒有朗朗分明，你沒有朗朗分明。這個時候呢？智慧不會現前，你無法成

就，世間的經驗也沒有，世間的智慧也沒有，更何況講般若波羅蜜，更不可能。 

所以在這個修行裡面，這個盲點常常出現，在修行你還沒有得到要領之前，用意識

的、揣測性的想要維持內心的無見，想要去守一個空的相狀，其實心中是建立了一個空

的假相，跟一個空的知見，那像這些呢？其實閃電裡面還是有五蘊的，如果你可以很明

白。 

好！我們再來假設，假設任何一個例子都可以，很多修行人你會看到他的心，他的

內心裡面，有時候波盪很厲害，有時候寧靜得很好，這個波盪跟寧靜當中的起伏，你可

以去看到他就是在這種狀況。當他的寧靜是一種硬壓的方式的時候，他很寧靜，可是很

沒有智慧，他就是定多於慧，我們不是有一品叫定慧等持嗎？是不是定多於慧？而這個

定呢？這個定不是無漏的，這個定不是無漏的。 

有一種世間的修行人，他就是這樣子，就是我為了要經驗而經驗，我為了要學習而

學習，所以當我在經驗跟學習的時候，我會進入那個情境裡面，去感受，去體會，要去

揣測對方，要去看這件事情，於是在這個時候的這些東西，跟自己的意識結構裡面會有

稍微的一些情緒，進入到那件事情的這個當事者的狀態，然後在這個體會裡面，是不是

很深？這個體會是深的，因為你感同身受，但是不空，他空不掉，他就進入。如果這個

人跟你有關係法的話，你是不是就空不掉？你進得去，空不掉。我支持你，我喜歡你，

我認同你，是不是這樣？這叫世間結構，這個時候這兩個的做法都不一樣。 

第一個，第一個假設性的，假設性的這些東西，這個人的習性他是以先修空觀，那

麼先修空觀的時候，其實他是用切切切，切菜刀一樣，切切切切用區隔、隔離法，隔離

法，所有的事情都沒有辦法處理，他智慧也不會現前，但是很有可能會有空的剎那體悟。

可是這個空的體悟不能保任，不能保任，因為那個剎那的體悟，是因為他是用強迫讓自

己完全一念不起的；他以為佛門裡面講一念不起全體現，他以為要壓死這個一念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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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佛性會現前，他不知道一念不起全體現它裡面包括，他對所有一切放下，而不是

切的，而內心裡平靜，在平靜當中，意識是真空掉了，這個空掉的狀態之下，他不是壓

的，他不是壓的時候全體現，是不是佛性現？ 

佛性現之後，它這個空，跟剛剛所講的那個切割，暫時瞥見空的空不一樣，所以空

的修為跟空的體證，這兩種人出來的答案就不一樣。一種人他用切割法體會出來的空，

他要住在裡面很久很久，然後之後他會看到世界所有的一切又是這樣，他很痛苦，因為

他想要住那個空，他是痛苦的。你問所有見過空性的人，他痛不痛苦就知道他是怎麼見

法，這種是痛苦的。 

第二種見空的人，剛剛講的就是他在這個上面，他是瞭解、觀察、體認，然後這個

五蘊放掉，五蘊放掉，不住，不住的空之後，他體會了空之後，他是自在的。這兩種出

來的空都叫空，然後從這個點，一樣都叫空，再來保任，再來看自己在所有的緣起的當

下，我如何去檢覈我內心的東西、情緒，這個上面就可以知道你是悟還是非悟。 

如果你是第一個那種空，如果是第一種狀態出來的空之後，他看到事情的時候，他

是一個迷，他是一個惑，他是一個惑而沒有能力的，所以他會覺得很痛苦，空之後很痛

苦的痛苦。有的人說，早知道，因為我為什麼不能那個空永遠在呢？他是痛苦的，因為

他沒有辦法處理。 

第二種剛剛講的，所謂佛法裡面見空性的空，是指第二種這種。這種空出來之後，

他知道因為他本身在練習，在練習修行的空的時候，他不是硬壓的，他不是，所以他在

這裡是不住而空的。他不住而空，在緣起任何的時候，他只是在有關係跟沒關係裡面，

會不會有過去的習氣的情感路線？而這個習氣的情感路線有，也就是自己要所謂大慈大

悲平等觀，轉識成智，我們上次不是講下手處嗎？如果你有情緒的話，當然就是第六意

識動，那麼這個時候第七意識加進來，平等觀，記得嗎？這個平等觀之後，你這第六意

識自然就淡了。 

如果你是所謂真正見空性的，是指第二種，他在隨緣的當下呢？他是敏銳的，他的

觸角是開的，所以他會有相似般若現前，這就有相似般若。但這個相似般若跟自己的習

氣，跟過去意識的種子的那些習慣性的思考，跟你對於這個環境，或這個人跟這個事件

的過去經驗，多多少少有一些牽連，而要把這個牽連的絕對解釋再放掉。所以在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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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像你懂得更多，看得更廣的這個相似般若，不要以為自己得證，不要以為自己智慧

大開，那是世間的而已。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個四句偈是不是相當相當的有意思？這個就是在講說，智常！其實你就是這

樣。你在這個不管大通和尚怎麼教你，但是你在以為空，跟念頭綁死，放掉以為它沒有，

這都是一個假設的。而你內心呢？一直在這上面，其實是閃電，一閃一閃一閃，不是靈

光常顯現，它是常，恆常靈明的覺性呢？是一直是很明白的。接下來這個智常聽了這個

偈，當然心意豁然，這個地方下一段。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這個智常聽了這個偈之後，心開意解，當下

豁然明白，原來自己的問題就是在這裡，我要對抗跟否認萬法，而且我在抗爭知見，其

實不是無住，我們是不是應該無住？我們是不是應該無住，而佛性有發生作用？你根本

不把這個作用放進去，你讓它不能用，而以為不能用就是佛性，空其實不是這樣。所以

他就說了以下的這個偈子，自然的說出來，表達自己在這上面，自己原來是一種狀態，

所以這個偈他就講了。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這個上面他就講，其實是自己沒聽清楚，其實自己誤解佛法，其實自己在一知半解

裡面。而這個作用呢？其實我們凡夫因為被五蘊，五蘊熾然，這些搞得七葷八素的，很

煩躁，所以就想說讀了這個佛經，哪一天我可以不要這樣好不好？我可以心念裡不要有

這麼多東西，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揚起來，可不可以？其實就是從此岸遙望

彼岸，想像彼岸，所以事實上他就說出自己了。 

「無端起知見」，在真實清淨的佛性，是清淨湛然之中，其實起了有跟無的知見。「著

相求菩提」，其實是著著所謂菩提的相，而這些相是意識的，以為的，而在尋找某一種

狀態，以為它是菩提。真正的下手處應該什麼？真正的下手處是應該無住，而這裡把這

個情，五蘊的這個情不住，抽掉，知道本清淨。對不對？他下手錯了，他是用切的、割

的、不要的。 

他說「情存一念悟」，說實在，自己在心境還是上面有一個期待心，存在著悟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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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念，其實這是幻想的。悟不是用想的，而是你對於自己這個迷的跟這個念的這個素

質，它這本身裡面的東西，看得很明白而抽掉雜質。然後抽掉雜質之後，是不是所有的

功能都呈現了？對不對？然後這個上面呢？你無住，所以「寧越昔時迷」，這一些應該

都要放下的，要寧靜下來，寧靜而無念，這個地方寧靜是不是在講把五蘊的這個東西止

息下來？所以寧靜無念，而清朗覺知一切，這樣才能夠超越過去的那種迷惘。 

很多人在這上面不會下功夫，就說看不明白，煩死了，這個迷惘是保留的，可是這

個保留是用這樣翻過來。就自己好像一個杯子，那裡面習氣使然，什麼東西滴滴答答滴

滴答答就裝在這裡面，我好煩，我怎麼這麼多東西，我就想這樣，然後這些都散了，我

什麼都沒有了，這是一個想像的修行，這是一種想像的，修行不是這個樣子。修行它沒

有這樣翻不翻的問題，修行是只有溶化、消融。消融，你就不是一個杯子了，你就不是

一個容器，在那邊滴滴答答收東西了，而是你知道你收的這些東西，是著萬法的有，你

要看清楚這萬法的有，跟這個杯子跟自己的這個東西是虛幻，所以是不是消融？消融你

也不用翻不翻的問題，這樣才對。 

他說：「自性覺源體」，清淨的自性覺了一切的本源，這個體性，「隨照枉遷流」，這

個體性是可以隨著一切當中去照了的，所以不再隨緣境，心意識在這裡面遷流，這才是

清淨。你不隨波逐流，你不在這個，可是你因為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一直在抓，用意識

來推敲佛法，而且修行這種東西，你沒有人指導，有的時候就不會對。 

他說：「不入祖師室」，今天如果不是我跑到這裡來，入了祖師大德，六祖惠能大師

您的這個地方得到了啟示，我恐怕還是依然在空有兩邊跑來跑去；那假設，用有這個閃

電來假設那一念，然後用一個切割法，來把那一念硬壓掉。這樣知道錯在哪裡嗎？同學！

我們會不會犯這種錯誤？這種錯誤很多人愈走愈習慣，還以為都對，那就太可惜了，那

就可惜了。 

很多人很會讀，他很會讀，就一天到晚讀讀讀讀讀，啊！那些我全部都懂，這一看

就知道了，我全部都懂，內心的運作是一個揣測，他是一個揣測，其實自己在裡面，這

一波一波，一閃一閃。有的時候還會在自己的相似般若，有的人修行他比較能禪觀，有

的人他比較能觀。剛剛講的是不是止多於觀？這種人要切切切切切，不要，是不是用止？

是不是？他不能起觀；有的人是觀，有的人是觀觀觀觀觀，觀一觀，相似般若，或是以

為用佛法來擴大他，然後以為這就是自己的智慧，這個叫未悟說悟，未證說證，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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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誑。 

那你內心它在這所有一切的一切裡面，它就是沒有那個，就是沒有要壓的動作，也

沒有排除的動作，也沒有染汙，也沒有情緒，那個情緒就是好惡，這樣知道？在這裡面

就是法喜，恆常法喜，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