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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8》 

             印可法師宣講          

我們一般佛法裡面有分所謂三乘、五乘，那是就於眾生的種性分別，並不是說眾生

的佛性有所差異。這裡很明白，來！我們來瞭解。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 

  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

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

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這個地方，有一天智常就去請問六祖惠能大師，這個地方當然有講，最後有一句，

因為這個智常他就沒有離開，他得到六祖惠能大師對於心法，跟自己在修行上面的點撥

之後，當然就依止在這個地方。所以智常他有一天就再請問六祖惠能大師，他說：「佛

祂說了三乘的教法，根據眾生的種性不同而說，但裡面又有說到最上乘，弟子實在不能

夠瞭解，請大師您來為弟子加以教導。」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他，他說：「汝觀自本心」，你都不要管所謂大乘小乘，

別人怎麼樣，你就觀察你自己清淨的本心就好了，就自己來瞭解自己是哪一乘，這樣比

較重要，去管佛有幾乘跟這個什麼叫大中小，這個與自己無關。所以他說，以修行的角

度，是不是要觀察自心？所以你就觀察自己清淨的本心，「莫著外法相」，不要再執著於

外在諸法的一切相。 

他剛剛在講，佛說三乘法，三乘的教法我不瞭解，是不是在著佛經裡面的佛法？是

不是這樣？這是跟他的習氣有關。因為他以前自己在修行的過程裡面，一定是常常用意

識在思惟，一定是從意識的去思惟。很多人就是著重於讀經論來思惟，想要從經論的思

惟裡面，去理出一條融會貫通的路，但這上面常常會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會零零落落的，就像那種叫做花色，不同的花色，那沒有辦法融會貫通。 

你如果說你必須靠著經論，來懂得善法、惡法、發心、菩薩道什麼，這些沒有關係，

因為知見建立嘛。那你建立到差不多的時候，你應該知道它匯歸是不是要修？所以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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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他就是要告訴智常你，你放下那個經論裡面的思惟，佛說的這個三乘是什麼乘，

我實在搞不明白。你沒有修，你哪裡都不能乘，對不對？你修了再來說嘛，就看你的種

性。所以他說你不要著外面的法相了，你不要在那個文字裡面嚼舌根，佛法並沒有所謂

四乘，可是人的心卻有種種不同的差別，人，心的尺寸差很多，對不對？每個人那個想

法、那個看法、那個自私、那種宏觀、氣度差很多的。 

他說，是人的心有所不同，不是佛法有所不同。佛法講的就是你的心念，你心的尺

寸是這樣，所以你適合由這樣契入，到最後是不是眾生平等，都有佛性？你要走久一點，

然後你才看得到那裡。那是你自己的路，不是因為佛陀或是天底下任何人跟你講說，現

在我們來排隊，你是叫 A B C，我們來分組，你分到這一組，你就得用這個辦法，佛法

不是這樣，佛法不是這樣。而是大家一起學習的時候，你要建立知見，到最後回去，是

不是每人一個辦法，給自己用的？不是世尊規定你，你們都住在臺灣，你們住在臺灣，

只能用哪一種辦法，沒有這回事；那你今天住在日本就只能用哪個辦法，你今天住在澳

洲就只能用哪個辦法，沒有這回事，這個是相應你自己的種性。 

你一樣是學禪修的來講，你禪修裡面是不是有的人是外道禪，有的是所謂小乘禪？

對不對？有的人是大乘，一樣是兩腿一盤，一樣叫你呼吐呼吐，是不是裡面就不一樣？

念佛一樣，一樣都來念佛，有的念一念，就是我要趕快去死，我講難聽一點就是這樣，

我要趕快去死，這裡不要住了；有的念一念，就是我好可憐，佛祖祢在哪裡？有的念一

念就是，原來佛性是如此，佛是如此，那我有發願，我一定要去佛學院讀書，乘願再來。

一樣啊！一樣四個字阿彌陀佛，你念出來是不是不一樣？重點不是辦法，重點是你。是

不是這樣？它這裡就是講這樣。 

他說：「見聞轉誦是小乘」，你從見聞讀誦經典裡面，得到佛法的知見，只是知見，

這個時候你站在小乘，不是給你硬打死你就叫小乘，因為你只會誦經，不是這樣。這是

主要是開始講說，你如果你是從讀、聽聞這裡，然後這個知見，你只是住在這個知見，

轉誦嘛，這樣，你現在是小乘沒錯，因為你再怎麼讀，怎麼瞭解，都是語言文字，而且

人呢？是記憶一定是會淡忘的，人這個記憶一陣子一定會淡忘的，你再怎麼厲害都是一

樣有限，有限。 

他說：「悟法解義是中乘」，如果你得了佛法知見之後呢？你領悟，你領悟什麼叫佛

法，理解經典裡面的意涵，這個時候你就是中乘。你開始是不是佛法說什麼什麼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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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佛告訴我們的道理，我接受這個道理，中乘的是接受這個道理，那我在觀察我生命

裡面的所有一切，我體會所有的一切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不是內心的體？這個知見已經

轉成我的，這個是不是就叫中乘？ 

大乘呢？是依法修行是大乘，也就是我知道了之後，可是我的身口意的行為我的思

想，我的所有一切呢？我真的依照這個佛法而來改變，來修正我自己，隨法行，這個就

叫大乘。所以很多人嘴巴說大乘，其實沒有乘。對不對？知見很圓滿，所有的一切世界

與我皆無關。你看，我都懂，你那些都不用講，你喉嚨一開，就把你看穿透了，我知道

什麼什麼，又如何？這樣知道？ 

很多人是不是他的步伐，裡外是不一的？什麼都不可能，不不不，然後自己的習氣，

這個佛法侃侃而談，習氣呢？並沒有修正你自己。如果在一個衝突的事件之下，喔！馬

上那個沒道理就沒道理，我們要有正知正見，這種沒道理的人，這種愚癡的眾生，不用

跟他打交道。你也不願意修正你內心的身口意，讓你寧靜。沒有錯，有些時候你知道現

在是沒有辦法，因緣不具足嘛，對不對？因緣不具足，但是你不是氣憤的，你會依法修

行自己，你自己還是要修正你自己。 

我也看過很有趣的修行人，每次都再來說，「如果是什麼人，搖頭，他根本就不懂

得佛法，如果是什麼人，那根本不懂得佛法」，自己說得這樣，講一講。人家如果說這

位師兄師姐，你這個上面麻煩你怎麼樣怎麼樣；他說：「那不用講了，我沒有時間。」

知道意思嗎？他的佛法都在他的嘴巴裡面，他的身口意都是他最大，我沒有時間。他要

維持的他自己的維持，根本就沒有辦法無我，根本就沒有辦法捨身，佛法拿來講，這種

叫外道，這很邪，你的身口意有沒有改變？ 

真正能夠依法來修行，你說開始是小乘的時候，那我聽經聞法，我的知見建立，至

少我知道路該怎麼走。我愈瞭解愈多的時候你要往前走，你是不是從小到中到大，你才

能畢竟成佛？對不對？有的人呢？他是說著大法，可是不走，不走，也沒有什麼慈悲不

慈悲的，也不能夠真的在這裡無我去奉獻，每天就是要斤斤計較於，自己所擁有的掌控

的東西，這個佛法是佛法，自己是自己，像這個都是表相的。 

他說這個最上乘，就是「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

名最上乘。」也就是對於萬法都能夠完全通達，看得明白，然後萬法也全部都俱備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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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能說、能做、能圓滿。這裡面呢？在一切當下，一切裡面又沒有染著，他的心又能

寧靜，遠離諸法的相狀，也就是不會在這裡執迷，陷在這裡面，內心一無所得，是在清

淨當中，這個叫最上乘。同學！這樣聽懂嗎？ 

所以很多為什麼從小乘轉中乘，要轉大乘的時候，都要用修行，是不是要行菩薩道？

就看你能不能無我？就看你在這上面，是不是萬法匯歸於當下？是不是當下具備一切，

圓滿而不染？你離這個法相，這個就叫最上乘。這個乘的意思就是行，是不是就是往前

走？不在口爭，不是在口舌上面的爭論。 

「汝須自修」，回歸來說，你必須要自己修持了。因為你原來內心的運作都講明白

了，「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這是一個習氣，你也不要再著那個知見，你要把佛法

拿來用。佛法最珍貴的地方就是你拿來用，你就能夠悟，智慧就能開發。你知道流汗是

什麼感覺嗎？你知道做所有一切事，而心是平靜的，在這裡面沒有抱怨，是要如何的穩

定呢？你要知道不執己見，而能夠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路一起往前走，去共成一切的

事，是需要無我的，也需要智慧的。這樣瞭解嗎？ 

在這裡面呢？是不是每個人都要修？每個人都會把自己那個我執我見，跟那個聒噪

的心，跟聒噪的話，能不能修？這才是有在修行。所以不是光說，所以不在口爭，末法

都是諍。所以你現在必須自己修持了，你不要再問我了。六祖大師是不是在講要切斷？

你還是在探討嘛。因為這個智常雖然在那個當下，他當下才知道原來我內心這閃電，他

知道那個內心是錯誤。可是他對於佛法，因為他是從小出家，他從小出家，志求見性，

髫年出家，最早的時候他講，所以他想要見性。所以他見性，一定會去揣測這心法，跟

這個是要教導我什麼，可是他全部是在這個（學習）上面，而不在這個（清淨的本心）

上面，他是先在學習的吸收，可是現在你不要再吸收了，你不要再較量，你不要再做宗

教的比較。 

有的人很喜歡比較，說了才厲害。那部經在說什麼，那部經在說什麼，那部經在說

什麼，那部經在說什麼，沒有一部是我的經。那只是比較，較量而已。知道嗎？真正在

講時，「滿天全是金條，要抓沒半條」，真的就是這樣，那是沒有用的，那個與自己的解

脫完全沒關係，那跟自己的證悟，完全是沒有連結。 

所以「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在一切當中，你要實際去修持，就能夠明白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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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而且都是圓通、圓融、自在的。因為他這裡面一直起惑嘛，他如果一直來修行，

他一直在修行，在所有的二六時中，所有的一切能夠修行，懂而修正自己，內心維持那

個平靜。你會內心維持平靜，而在讀這個三藏十二部的時候，他不是要探索，前面不是

一直在講你用探索的心，佛法是看不懂的。因為你那是一個，你沒有完全接受、完全入，

你應該把那個辦法拿來用。辦法拿來用，這個在說什麼？就是說我過去那種情況，而不

是說這個在說什麼，拿別人來對這個經文。知道意思嗎？ 

有的時候經典是拿來挑剔別人用的，這事情就大條了，那就是你是誰？叫閻羅王。

拿這個經典，這個嗯，嗯，嗯！看到這個樣子，懂嗎？你如果是這個經典，三年前的我，

世尊有說到，唉呀！五個月前的我，唉呀！這個時候應該要萬法俱備，一塵不染，一切

不染，這個我應該要這樣，是不是這個佛經就是我在讀，我在修？所以用比較，比較法。

用比較法，哪個殊勝，哪個法殊勝，那個只是知見的建立。 

這個地方呢？「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這個智常於是他就對六祖惠能大師禮拜，

禮謝，然後在大師的身邊承事供養，一直到大師圓寂。 

在《萬法歸心錄》裡面，是有個學人，他去參訪，這參訪他就問，他說：「初學入

門，從何下手？」我開始的時候從何下手？師曰：「先悟後修」。我們現在有沒有在修？

有沒有在修？我們是這樣，有在修是學著的修，是不是學著的修？內心，這裡面的重點

是：「善惡知見，置於度外」，你現在有在修，你是不是學著修？你學著修的時候，從何

下手？是不是把別人的善惡置之度外？叫不思善不思惡。 

你要不思善，不思惡，「不守一處」，不守一處，你不會守於我要清淨，就像剛剛的

閃電，所以這是動靜一起修，動靜一起修。因為他告訴我們下手是，一切善惡知見先置

之度外，不守一處，你也不說：「我都不做了，我都不吃了，我都不喝了，什麼都與我

無關了」，沒有這樣。你也不用關掉眼耳鼻舌身，而是所有一切的善惡知見，所有的一

切發生，這個時候你把五蘊抽掉；你都把五蘊抽掉，然後你就明白，明白，明白。 

如果內心有什麼東西，「深究疑參」，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那我現在的

能力，所有看到的內心的這個想法，又是誰？又是什麼？然後你就這樣一直參，一直參。

那這裡面呢？是不是照常運作？照常運作裡面，先碰到這個悟，先碰到這個空性的體

會，這個就是在講前面上半堂課講的第二種空的修法，它不是切割的。它是你在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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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動念，跟所有的一切，你在這裡面就參究「不思善不思惡」。 

你要不要吃飯？要，你炒高麗菜，滷高麗菜，跟高麗菜湯，是不是都叫高麗菜？是

吧？你今天在桌上的就叫高麗菜，就這樣，就是這樣。好！今天給你豆腐，豆包跟黃豆，

跟豆奶，是不是都叫豆？你用吃的，用嚼的，用吞的，都是不是到肚子裡去？營養素是

不是都是豆來的？所以你今天就是吃了豆製品，這樣。聽得懂嗎？所以它不是計較分

別，而是明白它是豆製品，跟明白它是高麗菜，可是你沒有跟炒的、煎的、煮的、炸的

抗爭，沒有跟你的嘴巴妥協，所以善惡知見是不是置之於度外？但是你有沒有吃？你知

不知道吃的是高麗菜？你知不知道吃的是豆製品？這個叫朗朗清楚明瞭。這樣聽懂嗎？ 

那你這個就一直，你有任何的念頭，跟任何什麼的時候，是沒有是非的。你就是一

直在參究這一念，「什麼是父母未生的本來面目」？但是在所有一切裡面，都是很明白，

你就慢慢這樣修，你就這樣，一定會悟，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隨緣保任，淨除微細流注」，然後當你第一次碰到悟，這一定是空；

之後隨緣保任，就是在不空裡面，在不空的所有的緣起緣滅，所有的一切裡面，「淨除

微細流注」，就是你心中會不會有？因為前面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惡？重點是在內心，是

不是在參究自己的本來面目？ 

你參究本來面目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是空，所有以前的這些習氣，這些是我執，是

習氣，是知見；然後隨緣保任的時候，你就不再空與不空，你就在這個所有一切的發生，

也就是不空的世界中。在不空的世界裡面呢？隨緣保任，就是在這裡面能不能安住於

空？但是淨除微細流注，你要清淨的除掉你微細會進來的過去意識的影子，跟那個解

讀，要不然會不斷的湧現那個知見。因為你剛開始先悟後修的時候，是不是把知見先放

掉，回來只是參？ 

第二個斷，你參空了之後，你就不用一直住在空，一直住在空，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第一種的那種人，就痛苦死了，他只是要那個剎那空的那個體會，那是不對的，那不可

能的，絕對不可能，他只是持多久而已。他那個第一次悟的時候，他會有個時間性，他

會有一個時間性，那個不是徹底的悟，那是第一次證入空性的時候，他可能會有三天三

夜，五天五夜，三個月，或一天一夜，裡面沒有東西，裡面沒有東西，然後雜念什麼都

沒有，就這樣而已，那不是徹悟，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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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那個就是悟，那個是第一次的先悟後修的悟。但是悟後起修在講隨緣保

任，你要回到世界中，然後看所有的一切，淨除微細流注，內心裡不會在意識的東西，

那些解釋，那個東西再回來。然後你就是這樣，這個叫悟後起修，什麼都不住，很明白，

般若智慧。如果你微細流注，思惟法，那是世間的東西，會有所幫助，但是沒有情緒，

沒有情緒也沒有人事物的個別的分別，這是講分別見。 

這個慢慢、慢慢修行，你就是智慧會慢慢延展，智慧自己開發，然後這個時候是不

是隨緣保任那個空？記得！隨緣保任那個空，你雖然都明白，但是卻沒有五蘊，很明白，

卻沒有情緒，這個自然一直修行，一直到「自待與虛體一」，與虛空之體，也就是說自

己的佛性的體是一致的，就不需要再保任那個空性，而是當下很明白，「方為始終了當」，

這個才是你完成了，這是悟後起修。 

悟後起修開始第一次，悟是只有一次，見空性是一次，之後悟後起修是頻頻、頻頻、

頻頻的撞擊，在每一個現況，每一個就激起智慧，都是有智慧，保任那個空性。所以這

些智慧呢？都沒有是非，這個是後得的智。然後在這所有一切裡面，「自待與虛體一，

方當始終了當」，這在講說當下當下，就圓滿、圓滿、圓滿，這就是黑板裡面的這三個

段。 

三個段，第一個是叫性體本寂，是不是要把你那個躁動的那些五蘊先看明白？你只

要不思善不思惡，這外面的所有一切，你不用那麼活潑。有的人就吃了個高麗菜，今天

炒，明天滷，後天，我剛剛講什麼？湯是嗎？做湯，唉呀！你怎麼三天都讓我吃高麗菜

呢？不然你也稍微換一下，跟高麗菜有意見。 

你真正開始在修這些的人，對這些是沒有意見的，是沒有意見的。然後呢？每天都

是豆豆豆，會不會普林太高？你對豆子有意見。你有智慧的話，就知道，你沒有意見，

不思善不思惡，可是你知道取適合的量。你不是抗拒它，聽懂嗎？你不是抗拒它，也不

是貪婪它，這是不思善不思惡，對不對？在修行有一段就是這樣。是不是你要看到這個

體性本寂？ 

第二段是不是在講「隨緣保任」？隨緣保任就是智用獨照，是不是就是要用般若智

慧？就是止觀嘛，因為你已經止過了，現在觀。「智用獨照」就是是不是能夠把它看得

很明白，但是沒有是非。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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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寂照無二」，就是你內心是沒有是非的、寧靜的，可是很多很明白，當下

是不是都完整？它沒有一個次第性，所以這是修行的一個次第。 

我們這在講上根跟中根跟下根的修行辦法，好不好？仔細聽，你是哪一根？這個是

不重要的；問題你有沒有往前走，你有沒有乘，沒有天生就利根的，沒有，那是累世修。

不用羨慕別人，因為你過去是當烏龜，人家有在往前，或是說你累世只是凡夫，你沒有

開始修，只是這樣而已，它沒有是非的，跟別人的修行完全沒關。有的人就是要揣測別

人的修行，批判別人的修行，懷疑別人的修行，那個叫沒有根，那不是下根、中根、上

根的問題，因為修要修自己，不是在揣測別人。 

上根利機，宿熏道種，一言之下，心地開通。隨緣保任，淨除流識；念動不續，念

空不守。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觸目遇緣，無非妙用。 

先說上根，「上根利機，宿熏道種」，這講了。他說上根利機的人，他是累世修的，

他有熏修的，所以他成就了這種種性，這道器，宿熏道種。「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

言之下，他就馬上瞭解，原來這是一個一念，這是一個意識，這是一個分別，這是不平

等，這是一個住相，這是一種我執、法執，其實不用說這麼多言，意思其實這每一言都

一樣，所以心地開通。 

「隨緣保任」，他隨在一切緣起的時候，就自然能安住這樣的大原則。「淨除流識」，

就是能清淨自己本來的這個意識、翻滾，會現前的這些東西呢？他都不會再保留它。「念

動不續」，這是念頭起該起身動靜當中，他不會有一個那種黏縛的情形，持續的進去，

這看這種就很明白。我舉例，一般人生氣，張三跟李四吵架會怎樣？明天就不跟他講話，

然後憋，憋在心裡三個月，或三個禮拜，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因為，哼！他傷了

我的情感，我也要傷他的情感，這是凡夫。 

然後這個，這是舉例，上根利機的人，他念動不續，「念空不守」。如果說好，這個

應該要怎麼樣，正念，或是這個上面，後得智嘛，他的經驗應該怎麼樣。這個念動，如

果它有了雜質的時候，他也不會去接；剛剛譬如說兩個吵架，開始就不講話三個禮拜，

一個月，是不是續？那個情緒是不是就一直延展下去？這種利根器的人他不會，縱使他

過去的習氣跟衝突，他沒有智慧去處理，他的念動，他是不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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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空不守」，如果他是這個時候是清朗的，因為他心地開通，前面有講，他是清

朗的，他也不會要一直讓自己保持在這種清朗當中，隨這個所有的一切因緣，緣起緣滅

當中，實相當中，也不會有雜念去相續，也不會要守寂，寂然的那個空境。 

「一種平懷」，就是一種平等，平等的狀態，「泯然自盡，觸目遇緣，無非妙用」。

所以一種平懷，平等、穩和、溫和、穩定，然後這些，所有這些東西自然就不會留存；

「觸目遇緣」，這個觸目就是講根塵，就法界緣起，在這個緣起的時候，遇緣的時候，

無非妙用，是不是六根齊用，大機大用？這個叫上根，這個叫上根利器。所以上根利器，

後面就自由嘛。 

中下之機，宿習太重，縱得理悟，不能頓證。隨緣保任，二六時中，動靜之內，外

不住有，內不守空。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忽有念生，後念不續。 

中根的人呢？這裡講「中下之機」，這是講中根的，「宿習太重」，習氣，過去的習

氣很重；「縱得理悟，不能頓證」，有些時候唉呀！我懂了，原來我過去好笨喔！原來這

件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我怎麼以前都想不透呢？好開心啊！但是這個開心等一下就沒有

了，這個知道，等一下又不知道了，很多人是不是這樣？不能夠頓證。因為理可頓悟，

事須漸修，當事情來的時候，完全又沒有了，那個道理不知道哪裡去了，這個還是要回

到前面悟理之人，隨緣保任。所以如果你不是心地開通，你只是悟得了那個道理，悟得

了那個道理，你要隨緣，是不是要隨緣保任？保任那個道理跟事上面要一致，一致一致。

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隨緣保任，二六時中，動靜之內，外不住有，內不守空。」一樣的道理，可

是這意思是這個人因為他有習氣，宿習太重，常常就不見了。你有看到有一陣子好穩定，

有一陣子呢？就是會有個矛盾，習氣使然，習氣使然。-再舉一個例，像利根器的人，

他有一天知道發現這是習氣，這是錯的，他就能馬上改，因為他會修。他動念不續嘛，

念空不守，剛剛講的利根器的。 

這個中根器的人呢？他就是，唉呀！這個時候，我瞭解以前是錯的，這些是習氣，

可是你最愛的，你習慣的，你什麼的，唉呀！人嘛，附它，就去依附它，再讓自己攀上

去，所以外，住不住有？住；內，守不守空？不能守，宿習太重。這個時候要從哪裡下

手？看清楚你的習氣，習氣不改，不可能徹悟的，那個悟都是假的，飄忽就過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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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你沒有悟過，你可能有悟過，又如何？理可頓悟，事須漸修。你有沒有修過來？你

有沒有修過來？ 

所以「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這個地方講「忽有念生」，因為有習氣，中根器的人，

有些時候在一種現前的情境，六塵緣境當中，忽有念生，有時候還會有一些知見上的東

西，菩薩也是一地一地修，對不對？所以忽有念生的時候，「後念不續」。譬如，或是假

設了你是中根器的，原來我的鼻子、我的嘴巴、六根很會攀緣，我最難克制的是什麼？

臭豆腐。 

最難克制的是什麼？再假設一下，臭豆腐是吃的，最難控制的是什麼？打麻將，這

兩個都是習氣嘛，一個是精神上的，一個是物質上的。然後，三缺一，三缺一，唉呀！

隨緣練看看。有人就會這樣，隨緣練看看。然後在這裡面呢？去打了，去打的時候，誒！

胡了，自摸的時候，有動，後念不續，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要走了，我看了我動，

我這舉例。知道嗎？利根器的人，打麻將，喔！謝謝邀約，請便，他不會去。聽懂嗎？

身體的覺受是這樣，精神上的習慣跟愛好，也是一樣，意思知道嗎？ 

下根愚鈍，機思遲迴，惛沈厚重，掉舉猛利，難以策發。須憑開導，微細指示，助

他發機。如斯之輩，需要信心；莫離叢林，常隨知識，誠聽開示，勿認魔境。日日受煉，

時時自磨；佛前懺業，眾中低心。得悟之後，不可離師。 

然後在鈍根器的怎麼修？這個大德講得很明白，鈍根器我們就要仔細聽，因為我們

都是鈍的。他說：「下根愚鈍，機思遲迴，惛沈厚重，掉舉猛利，難以策發。」他說，

下根器的人比較愚昧，比較愚鈍，「機思遲迴」，你不管是什麼樣的因緣契機，跟這個思

惟，我們不是要正思惟嗎？這不是用意識心在那邊，這對我有利，這對我無利，現在是

講正思惟，正思惟是有法義的，譬如空，無相，無作這些都叫正思惟。 

這個現前的這所有的一切裡面，他的這個思遲迴，他不能發生作用，不能，很不容

易迴光返照，都可能三，五天之後才發現，我這一陣子，我好像很淪落，我怎麼都是忘

了這一些法要呢？所以這個就叫機思遲迴。「惛沈厚重」，就是有些事情該釐清的時候釐

不清，該透徹的時候沒有辦法透徹。「掉舉猛利」，就是容易情緒掉到一個深坑裡面，或

是高昂，然後這個上面卻很強，「難以策發」，所以沒有辦法警策自己，然後這個清淨沒

有辦法顯發，佛性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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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呢？，這大德講：「須憑開導，微細指示，助他發機。」這個時候就要善

知識給你開導，譬如你現在應該怎麼辦？不要就這個識，就著習氣一直往前走，你要先

讓自己停下來。先讓自己停下來，然後平靜下來，不要跟著走，所以這個時候這種就是

「須憑開導」，要有人帶引，那環境裡面呢？你就要做一個比較需要釐清。因為你這習

氣很重，又沒有辦法迴光返照，所以呢？「微細指示」，就細部也要說，細部也要說，

甚至於舉例給他聽。這種呢？「助他發機」，就是為了要他把這個契機點找到，把這個

佛性給顯揚出來。 

「如斯之輩，需要信心」，像這種人他需要信心，你要知道不管你是下根器，你要

有信心，那個信心很簡單，就是只有一個，我有佛性，我只要願意修，我一定會成佛，

這個信心是一定要有的。你不用再講什麼的信心，就講這個信心就好了，我有佛性，我

只要願意修，一定會跟佛一樣，我一定是可以的。這個信心，同學有了嗎？是不是有時

候就不見了？當在很煩惱的時候，這個信心一定要有。 

他有講：「莫離叢林」，當然這是以出家人，他去請問嘛，你不要離開叢林，你不要

離開常住。「常隨知識，誠聽開示」，他說，你要常追隨在善知識的身邊，很赤誠的聽他

的開示，「勿認魔境」，不要自己內心有一點小小的境界，就以為自己完成了，因為這是

下根嘛，下根愚鈍。 

「日日受煉，時時自磨」，要日日都有這樣子在淬煉自己，起心動念當中，然後在

這所有叢林裡面，一定有很多的執事，出家比在家人是忙多了，在家人忙的是賺錢，出

家人是忙著修行。你如果出家不修行，那也就不要出了吧，叫眾生一粒米，重如須彌山。

如果你出家是要修的話，是不是要「日日受煉，時時自磨」？這是磨石頭的那個磨，不

是那個魔性妖魔鬼怪的魔，時時自己要自我磨練，我能不能承擔？我能不能當下承擔？

我是不是有清淨的意願？我是不是意願這樣做？ 

「佛前懺業，眾中低心，得悟之後，不可離師。」他交代，他說你要在佛前懺悔，

因為你下根愚鈍的人，總是累世有很多愚癡，你有很多造作，所以你障礙頻頻。有的人

開始要精進的時候就生病了，開始要行菩薩道時候就有意外了，意外，聽過嗎？開始要

發心，就不行了，這個都是要佛前懺業，他佛前懺業，造作的過去的業報。 

「眾中低心」，在大眾裡面呢？不要有高心，不要以為自己有多怎麼樣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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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人要特別要你低，可是你不要高傲。有的人會一點點東西，那個東西，只要是他

在那個上面有所專的時候，哇！那個抓都抓不住，就要在那個上面展現，那跟世俗人有

什麼兩樣？你只是為了愛表現。所以眾中低心。如果你真的好好這樣子的時候，「得悟

之後，不可離師」，不可以離開你的善知識，不可以離開你的指導老師。 

下根之人，千譬萬喻，說不能會；縱得少解，以為徹悟，不受人教。我慢欺人，如

此之流，須生慚愧；不然顛狂，便墮岐路。上根頓修，如風吹雲，朗月當天；中機漸修，

似磨鏡垢，塵淨光現。 

這裡面這大德有講：「下根之人，千譬萬喻，說不能會。」下根的人，你常常給他

譬喻，譬喻一千次、一萬遍，他也不一定都能體會。要成就一個人，世尊說要給他八千

次的機會，還要每天拿那個正字記，記幾千次了，最後一次七千九百九十九次，八千次，

我離你而去，大概其實都不是這樣。真的發菩提心他不會有那種勞倦，可是眾生的根器

什麼時候搭得上來，也要他自己的那一方好好用功，要知道。 

他說「千譬萬喻，說不能會，縱得少解，以為徹悟」，有的時候自己有點小小的體

會，就以為他開悟了，悟得徹底了，「不受人教」，就不再接受別人的教誨，這個就是不

能下心，這種「我慢欺人，如此之流，須生慚愧，不然顛狂，便墮岐路。」像這種如果

自己知道自己是這種就是下根愚鈍的，如果以後少有體會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悟

開了，然後不知慚愧。像這種我們都看蠻多的，看蠻多的，你怎樣你怎樣，你怎樣你怎

樣，你怎樣你怎樣，這個很恐怖。 

然後這個修行上面，這個大德他有講到，他說「上根頓修，如風吹雲」，輕輕鬆鬆

的，上根器的人，佛法就如風這樣吹了，雲就散了，「朗月當天」；「中機漸修，似磨鏡

垢，塵淨光現」，中根器的人是不是要漸修？你要慢慢迴光返照，一直看自己的習氣，

是不是動念了？那個「似磨鏡垢」，就好像在磨鏡子一樣。「塵淨光現」，這個塵，汙垢

脫掉的時候，清淨現前，光就現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