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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0》 

印可法師宣講 

有一個癌症的病人，他學佛多年，後來我們一直跟他說「清淨受」，你的任何的一

切都是叫覺受，你不用過度解釋，你都不用過度解釋。他在癌末的時候，去看他，問他

說，你感受如何？他說：痛！嗯，還有呢？很痛！然後呢？他說：還是痛！他就這樣回

答，還是痛，他沒有說苦。他的耐受力多高？三個癌：肺癌、淋巴、骨，擴散嘛！醫生

說你需要嗎啡的時候，你就講吧！因為你已經夠格了，你夠格可以給你嗎啡，安慰性的。

他跟醫生說不用，不用。然後痛的時候，他在痛裡面，他痛裡面，很痛很痛很痛，流汗，

會顫抖，痛比較停的時候，他就經典繼續翻，他沒有苦，同學要修，他沒有苦。 

痛的時候（眼睛）合起來，痛啊！那就是修行。度一切苦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它並不是說度一切痛。對不對？所以為什麼

眾生覺得苦？是因為我跟意識，是因為我跟意識。 

「苦不可言樂」，既然苦就不可言樂，苦不可言樂，苦跟樂是兩個相對的，如果以

四大分解的時候它就是痛而已，痛跟苦跟樂根本是不同一回事，他不瞭解。這個地方我

們再給同學補充一下，他說：「法性是生滅之體」，就是我們寂然清淨的法性，萬法的本

體，它無自性，所以法性就是空性。那生滅之體，是不是就是無生滅？也就是空性，所

以法性是不是就是生滅之體？對不對？生滅，它真實的道理是不是無生滅？所以他這一

句是說對，可是他下一句又扭了。 

「五蘊是生滅之用」，眾生在生滅中，所以才叫五蘊，眾生在生滅中才叫五蘊，眾

生沒有在生滅中就叫五分法身，那哪是生滅之用？釐清啊。你今天沒有五蘊的時候，是

不是就叫做佛性，就是叫覺性的大機大用？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那你在大機大用裡

面，是不是有生滅的現象？你這個生滅現象，它（法性）是無生滅，你的使用是不是覺

性在使用？它哪是五蘊呢？它根本就不是五蘊。 

是眾生執著生滅，所以才有五蘊。五蘊到底是一件事還是五件事？五蘊是一件事還

五件事？其實是合起來的。色的存在，受嘛，受、想，以次第上好像色受想行識好像有

時間點，對不對？其實是不是就是這樣，色現前，意識動，就這樣，就五蘊，是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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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把這個現前的緣境解釋清楚，用自我的意識解釋，是不是就是五蘊？是不是就是

五蘊？以凡夫。然後有一個解釋自己的判別，我喜歡，我不喜歡，這傷害我，這討厭，

這個是不是五蘊？ 

這五蘊是生滅的現象，沒有錯，可是它的背後知道五蘊是空的。五蘊是不是空？你

受，受其實是只有第一秒，你受只有第一秒，要坐斷三際，色不可滅，記得嗎？你的受

其實就接觸了，碰到了，那個就是接觸點了，是不是叫緣起？受是不是就是緣起？以眾

生凡夫叫受，以清淨實相而說，是不是緣起？是不是根塵相對？是不是都是同一件事？

根塵相對，取境落在心裡，就叫客塵，對不對？客塵包括什麼？受、想、行，落進去，

是不是識？是不是就是那個緣起放進來了？就是感情的成分，是不是就叫五蘊？然後念

念是不是就叫一念完成？是不是一念完成？這個一念裡面又開始產生變化，所以是不是

生滅生滅，生滅生滅？是不是這樣？然後都在情緒的五蘊，五蘊裡面，它其實就是覺性

的作用，不是生滅的作用，所以這句話說錯了，這樣，這樣解一解就知道了。 

五蘊是眾生覺性使用錯誤，加上了自我意識，加上了這個主觀現前，產生了解釋作

用，所以它整個完成，就叫五蘊，事實上就是覺性的作用。覺性作用是在錯誤的角度，

所以用生滅，代名詞來使用它，事實上看明白它所有的一切關係法是空的，是不是就是

無生滅？所以是不是覺性的使用？是不是覺性的使用？所以這句話是不是錯了？一體

哪有五用？每一個當下全部都在用。 

同學！你今天吃飯，是不是覺性在用？那你的身體有沒有在用？有。你今天睡覺覺

性有沒有在用？有，有吧？你睡覺的時候其實你的覺性還是在，你耳根還是銳利的，只

要聲音大到某個程度你是會有接收的。是不是？它只是那個意識放，沒有在很活潑，那

你的鼻子還是有作用的，所以如果有什麼火燒什麼的，是不是煙會嗆得醒過來？會不

會？有啊！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電燈打開，你會不會醒過來？會，好亮喔！誰打開燈？

有沒有你的所有根是活著的？你睡覺的時候有個人過去就給你捏一把，你會不會醒過

來？都有吧？是不是？ 

所以現在瞭解一體哪有什麼五用、六用、幾用？全部都在用，都是從體而起用。只

是眾生不知道他的體是清淨，所以在覺性的使用上是使用錯誤，所以我們就不用這個體

來用，來解釋這樣的使用，這是叫做造作，我們就是在講造作。如果你懂得悟得了這個

清淨的本體，這理體，才講從體起用，這個是做一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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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起用，產生作用，他說用的時候是從體起用，用完的時候，滅的時候，攝用歸

體，這個是完全不知道大德跟佛在講這個的時候，是在講什麼。我們前面有一堂課講到

修行，如果你修行，有一種叫立定站好，悟開了，悟後大機大用就是從體起用，是不是

就這樣用？那我們凡夫因為鈍根性，鈍根器沒有辦法，在這實相中去看到生滅的背後是

無生滅的道理，所以我們只好學著學著，學著用發菩提心，學著用菩薩行，學著所謂布

施，把這個用，學著這個用，這個用的當下，就是要來看到我的本體的清淨。那眾生呢？

在學著用，學著佛菩薩的大機大用，只有學著用的樣子，而用的樣子裡面是不是會有飄

忽的所得心？當這些飄忽的所得心出來的時候，再告訴你，這些要放下，要無所得心。 

當你放下的時候，是不是把這個用回歸？唉呀看到我的本體清淨，這是在講凡夫，

這是眾生。如果是從體起用，它哪有需要再攝用歸體？體就是體，全部都在用，知道意

思？但這個志道他誤解了，這個就是誤解經論的實例。 

師云：「莫從天臺得麼？」僧云：「不從天臺得。」 

  師云：「莫從南岳得麼？」僧云：「不從南岳得。」 

  師云：「從什麼處得？」僧度拄杖。 

  師豎起云：「是體是用。」僧云：「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體。」 

  師云：「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 

  僧云：「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 

  師卓一下，靠拄杖云：「體用一時收。」 

這裡舉一個公案給同學聽，這公案頗有趣的。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有一天有一

個僧人，就要送給這個禪師一支拄杖，拐杖，一支拄杖。這個師，這個禪師就問他：「莫

從天臺得麼？」其實他在問你得了心法沒？莫從天臺得麼？你是從天臺得到的嗎？這個

僧就回答，因為禪師在問話的時候，你如果聽不懂，就會以為是地方，你打哪兒來？對

不對？他說：「不從天臺得。」他說你從天臺得到的嗎？不從天臺得。 

這個禪師又再問：「莫從南岳得麼？」那你從南岳那裡得到的嗎？得到這支拄杖的

嗎？這個僧又回答：「不從南岳得。」我不是從那裡得到。他用這個拄杖要譬喻佛性，

禪師問話，你如果聽不懂，我拿一支柺杖給他，問我天臺跟南岳，天臺就會把它比擬成

地方，南岳也會比喻成一個人或一個地方，其實他不是這樣問。僧云：「不從南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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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云，這個禪師又問：「從什麼處得？」你從哪裡得，得來的？意思說這支拄杖。

他讀錯就會這樣，你從哪裡得？這個僧搞不好是夜市拿來的，還是爬山的時候，他覺得

這支拄杖不錯，要不然就自己去削自己去做的。「僧度拄杖」，這個僧就把這個拄杖這個

拐杖奉上去，僧就度這個拄杖給他。 

這個師，就豎起，他說：「是體是用」，這就是對話，是體是用；這個僧略有學經論，

這個禪法也是懂得的，他說：「拈也」，也就是你拿起來，用手取物，你這樣給我拿去，

「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體。」他就這樣回答。 

那個禪師就說：「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你照這麼說，只是在講得這

個體，可是你不知道什麼是用。這個僧還會跟這個禪師對上一下子，他想說，我又不是

不懂。僧云：「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他說和尚，他剛剛問他說，再講

一次，他豎起來，他說「是體是用」，那這個僧就說，「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

體」，對得很好吧？ 

師云：「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你不知道什麼叫用。這個僧不服氣，「和

尚與麼舉」，和尚你剛剛是這樣舉起來，「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因為我知道體你不懂。

這個師卓一下，嗯！「靠拄杖云」，把身子靠在這拄杖，「體用一時收」，體用一時收，

體就是用，用就是體，體跟用是一樣的，是一件事。聽懂嗎？很有趣，好。這個無念和

尚，另外一個無念和尚，演派六十四字，他就用這六十四字指導後人。 

慈光遍照，達本自空，止觀雙持，見自性佛。 

  三道亙岩，扣融秘密，洞徹法源，究竟無作。 

  從體起用，果後施因，隱顯俱該，變現平等。 

  大願輔弼，六度十方，登涅槃山，入薩婆若。 

他說：「慈光遍照，達本自空，止觀雙持，見自性佛。」第一個四句偈，他講，我

們的佛性本來就遍一切，但是我們在修行的過程裡面，就要看到佛性的使用，其實就是

大慈大悲的樣子。諸佛呢？祂是安住於寂滅當中，而慈光遍照，對不對？如果我們要學

的人，是不是要學諸佛菩薩的大慈大悲？「達本自空」，而要深達它真實的道理，其實

是畢竟空。因為佛性是清淨無染的，它這是一個無為無漏清淨的用，所以我們在攝用歸

體是不是要這樣？達本自空。「止觀雙持，見自性佛」，這個就是在講攝用歸體。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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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祖壇經 80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這過程裡面，你的每一個起心動念，智慧的覺照，是不是止觀雙持，見自性佛？就能夠

徹見自己清淨的佛性。 

如果你懂得這樣的話，「三道亙岩，扣融秘密，洞徹法源，究竟無作。」如果你能

夠懂得慈光遍照一切，而是在畢竟空的道理裡面，去圓滿所有的事，縱使你在煩惱道、

業道跟苦道，這個輪迴三道裡面綿延不斷，綿延不斷的高山，你有煩惱你有業，你有苦，

縱使是這樣，「扣融秘密」，你只要懂得這個原則，你只要懂得這個原則，就是「達本自

空」，所有一切它本來就是空，空性，「扣融秘密，洞徹法源」，你要洞達徹了諸法它清

淨的本源，也就什麼？緣起性空，所有一切都是性空，這裡面「沒有起造作的意識，所

期待的心」等等的話，「究竟無作」，所有的一切究竟寂然而是無作的，在這個時候就是

悟了，這個就是悟。 

然後呢？「從體起用」，這已經是證得清淨的理體、佛性，從體再起用，「果後施因」，

這在講度化眾生，自利利他，覺他，你從體再緣因緣的所有一切，緣起的時候，果，是

不是證果？果後施因，證果的人他沒有再有因果概念了，不是他昧因果，而是他腦筋裡

不會有因果概念。他腦筋裡沒有因果概念，因為每一個當下就是因，就是緣，就是果。

因果是說給眾生有時間跟他有苦受的角度，假立相對叫因果。你現在的受是一種果，你

現在的造作是一種因，是因為你不明白的狀態。 

如果你現在所做的一切就在圓滿中，是不是就是果，也就是因？所以悟後的人他不

昧因果，是說他自己以前、現在、未來三世的時間概念是沒有的，可是每一個現前現前

都是一個完整。這個完整呢？在因緣起的時候，是不是你證果，而後施因？不是給自己

未來成佛的因，不是，而是這裡本來就是該做。對眾生，度化眾生來講，是不是給他一

個種子？是不是一個因？對自己成就佛道而言，前面才講三身四智，對不對？它本來就

是該圓滿的而已，所以它也沒有所謂什麼樣的語詞。 

「隱顯俱該」，隱跟顯是不是同時都具足？「變現平等」，所有一切從體起用，所有

一切都平等。你吃花生也是平等，你吃芋頭蕃薯也是平等，但在這裡是無造作的。你說

吃花生跟吃芋頭跟殺一隻雞來吃，是不是都平等？以吃的動作是不是叫平等？以吃的動

作是不是叫平等？那你的平等不能架構在別人的不平等上，正負得負。對不對？所以你

吃花生是現有花生，是無為，因為它現前了。你現有的芋頭跟地瓜，這是現有，是不是

也是平等？是因緣嘛。你今天要殺一隻雞，那是有造作，因為要去追雞跟殺雞，而且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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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不允許。是嗎？是不是？所以是不是造作？所以修行達那樣，他不會去創造因果，因

為他每一個都是圓滿，他沒有造作，所以是不是隱顯俱該，變現平等？ 

「大願輔弼」，輔弼是不是左輔右弼？用我們發大願來作為我們成就道業，跟度化

眾生的一種輔佐，其實這些也是假名。你真正悟到那個程度的人，他會去躲起來才怪？

因為佛性的展現本來就是這樣，它本來就是遍一切處，所有現前的緣起，所有的一切他

就是會圓滿。那你說他有沒有智慧觀照？吃花生跟吃芋頭跟地瓜跟殺一隻雞來吃，他會

不會選擇？他選擇裡面，心中是無是非，而是不是饒益所有的一切眾生？是不是大願輔

弼？饒益一切眾生，所以「六度十方」，六度呢？行六度，這是無為法，這不是我們剛

剛的攝用歸體的學著菩薩，我們是不是叫學菩薩道？我們叫學佛。 

而這些大德他已經證悟的人呢？六度十方，這只是假藉這樣的言詞跟他的行為，來

給予一個名號，事實上他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登涅槃山」，也不是要爬爬爬，爬到涅

槃山。他說你如果照這樣修，因為它是六十四字，讓你有一個準則性。如果你懂得這樣

修的話，是不是登涅槃山，「入薩婆若」？入諸佛究竟圓滿果位的大智慧當中。其實那

個不是入與不入，那個是從體起用裡面的自然展現，那智慧本來就有的。 

所以瞭解「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他說錯了，這樣懂嗎？他以為生起來的時

候就是從體起用，滅的時候，我這件事做完了，就攝用歸體，他是不是把這個時間跟所

有的一切作用有切割？他不知道世間出世間是在講同一件事。同學！你活在世間嗎？

是，你在修出世間的無為法嗎？是，你到底活在哪裡？世出世間，是不是世間跟出世間

是同一件事？ 

同學！你現在想修行，所以你拋夫棄子，離鄉背景，到山上去了，到寺院去了，你

出世間了嗎？你是不是腳離地三寸？是化為無形，你是不是在世間？你是不是在世間？

你只是把世間的這個環境跟所有的事情暫時出離，然後內心修為的時候，是不是在做整

理？你這個道法，三十七道品，是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要使用的時候，是為了要來整

理我世間的雜染，所以以要使用的當下的這個角度，是世間法，是有為法；可是當你使

用它，而世間的雜染沒有了，是不是證得無為？所以它又叫做無為法，這樣的意思。是

不是？你既然有在修，就是有為嘛，是不是就在世間？你世間而證悟的時候，是不是就

叫出世間？就在講那個過程，叫出世間。最後請問你在哪裡？也非世間，也非出世間，

就是在空中做佛事。對不對？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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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眾生有個次第，有個心色二法就要給它分，所以我現在要整理心法，我

色法不動，這是因為沒辦法，因為一直錯亂。等到你心色二法你瞭解，原來我在錯亂中，

當我不錯亂的時候，心也沒有起動，心色二法是合一的。對不對？就是這樣，所有在在

處處是不是都是這樣？三身嘛，三身圓備。好，這一段給同學介紹好了。所以這個志道

他不瞭解，他說「從體起用，滅就攝用歸體」，是凡夫才攝用歸體，證悟者是從體起用，

哪需要再攝用歸體？ 

在《中觀論疏》裡面有一段，它說：「從體起用，從實起權」，佛就是從體起用，從

體起用是不是流出法門？是不是這樣？度化眾生是不是流出法門？他需要流出來之

後，再收回來，需要這樣嗎？沒有這回事。 

「次攝用歸體，收權入實」，這是在講眾生，我們眾生是不是他這個權給我們了？

就是這個方法給我們，這個法門給我們，那我們來使用，攝受來用這個佛法，最後匯歸

是不是要來發現我自己的本體？是不是攝用歸體？這是在講眾生。那眾生你「入實，則

無復有權」，你如果今天已經證悟了，得證清淨的佛性，還需要用這個權嗎？沒有了，

就換你從體起用，從實起權，流出給眾生，哪需要顛來倒去。 

真正的悟者他就不顛倒了，他怎麼還會又跑到輪迴，然後又要回家，沒有這回事。

回家之後，哪裡都沒有家，哪裡都不會流浪，哪裡都是家，也哪裡都不是家，也沒有什

麼流浪不流浪，也沒有再另外一個對立的見出來，所以「亦未曾有實」，也沒有安住說

「嗯！我現在住在常寂光」，什麼光不光，就沒有光了，才是真的真的寂，也真的光。

所以這樣瞭解意思？如果片面的斷章取義，切割佛法，就是產生這個笑話。這樣很清楚？ 

所以悟者有沒有攝用歸體？我們就常講，我們是學著，因為我們凡夫，所以學著菩

薩道菩薩道，行菩薩道，是為了攝用歸體。那你從體起用，所有一切用都是平等的，哪

有還要攝用歸體？那說用完了我再收回來，不用，你在用當中是不是也是寂然當中？應

而不應，不應而應，所以它沒有應不應、用不用的心。 

再給同學做個補充，《大乘義章》裡面講「成德有二：一、真識心，妄盡稱本」，第

一個動作就是我們看到的唯識真性，也就是我們的佛性，我們這些妄、虛妄，都消融了，

就是清淨了，妄盡稱本，稱著我們的本源清淨的本體，「成就證行」，就是這樣修行，成

就證悟而來行持所有一切，這樣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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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體起用，成就教行」，從這個體，清淨的本體來起用，大機用，「成就教行」，

成就教化眾生的這個行。所以我們要成就第一個「真識心，妄盡稱本，成就證行」，就

證悟，修行就是這樣。第二個「從體起用，成就教行」，從體起用，成就教行，世尊是

不是這樣？世尊是不是這樣？是，對不對？ 

那我們世間人修行，他有不一樣的次第，有的是菩薩再來，你會發現他，看不到他

成就證行有很長的路線，看不到，你可能不知道，看不出來，沒有很強烈的痕跡，可是

從體起用，成就教行的時候，卻發光發亮。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凡夫，如果說我們累世並沒有達到這樣的證量，不是乘願再來，所以我們是

不是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起覺觀？我們很努力很努力，所以辦法都要用，法門都要用，念

佛也念了，拜懺也拜了，持咒也持了，所有一切還要去行菩薩道，去學習，身心都要一

直在磨磨磨，藉事練心，為了要什麼？攝用歸體。對不對？我們是不是有這個修行過程？

很明確的很強烈的這些樣子，有沒有？沒辦法，因為我們現在才懂得自己有佛性，才知

道自己很麻煩，我們累世沒有穩定到那個程度。可是悟後呢？絕對是從體起用的，悟後

絕對從體起用，從體不能用，對不起，那不叫悟，他不能成就教行，他不能利他，不能

覺他。這樣很清楚？ 

這個地方他又有些矛盾，他說：「若聽更生」，聽就是允許，用四聲來唸，叫聽。若

聽更生，如果允許它有生滅生滅在生，「有情之類，不斷不滅」，那麼有情眾生不會斷絕，

也不會消滅。因為常常有一句，你輪迴死亡就像換一件衣裳，你今天可能去當鬼去了，

你明天可能去天人去了，後來直墮地獄，你可能出生在你家的狗兒等等的這些，那有情

之類就不斷不滅，其實他已經掉入所謂佛法裡面的投胎轉世的這個概念。 

人是不是一定會投胎轉世？一定要投胎轉世？永遠投胎轉世？是不是這樣？為什

麼不一定？可以躲起來嗎？是不是去西方的時候可以暫停？以凡夫，以這業果，它會業

力牽引，是不是你就勢必不自主的這樣轉？所以以凡夫他無法自主的投胎轉世，對不

對？以菩薩而言，是願力而主動去就那個緣，可是他不稱為投胎轉世，他叫隨緣赴感，

叫乘願再來，語詞不一樣。是不是？然後以佛來講呢？叫示現。是不是名詞又不一樣？ 

所以他說「有情之類，不斷不滅」，可是世尊跟菩薩是不是也是有情眾生？祂開始

跟我們都是一樣有情眾生，祂有情識，可是不是我們的染汙識，對不對？我們前幾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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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講過，沒有天生的彌勒跟釋迦，所以有情之類，不斷不滅，這就是他迷糊矛盾的地方。 

「若不聽更生」，如果不會再生的話，不允許他生，「則永歸寂滅」，那就永遠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因為如果他證入所謂心法，他說心色二法、色心二法，證入寂滅那就

等於無情之物，這是他不瞭解的誤解。「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那麼這一

切諸法，是不是就被涅槃綁住了，限制住了？也不可能再生，意思說開悟之後，就不會

再來了，不會再生，世尊說祂來回世間八千次。 

「何樂之有？」他又把感受的苦跟樂，拿來比對於活著或不活著，有跟沒有，所以

他這裡面有太多的矛盾，色、心二法他把它切割，所謂的生滅跟寂滅他把它分開，再來

從體起用跟攝用歸體他又不瞭解，然後這個因緣法的緣起性空，顯隱交迭的這些，這法

界緣起，他也弄不明白。所以這個時候，你說六祖惠能大師會怎麼回答？六祖惠能大師

聽一聽，你這個事情嚴重了，他很明白，所以這一段經文，下一段。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

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 

你看六祖惠能大師一聽，就知道他的矛盾處，他說道，你是出了家的釋子，你為什

麼卻學習著外道的不是滅就是常的這種邪見？因為你都在假設假設，身體是無常，而精

神是常，所以一個無常跟一個常，就好像分開的，對不對？「而議最上乘法」，不是你

這種態度，你這所有都不對，你用不是有就是無的這種思想，要來談論佛所說的最上乘

法，因為祂講的是《涅槃》，《涅槃經》這是上乘法，你要談論這一些，這怎麼行得通？

你的哲思跟你所有的佛法的知見，什麼東西都是扭曲的，而且都是自我假設的，自我投

射，自己給它分別解釋。 

「據汝所說」，如果根據你剛剛所說的這樣的話，也就是說色身以外另外別有法身，

另外還有一個法身的存在，「離生滅，求於寂滅」，你想要遠離這些生滅的輪迴，而想要

去求得另外一個寂滅，然後又害怕那個寂滅是如無情之物，這樣有沒有很多矛盾在裡

面？因為他既有生存的貪欲，因為他說「若聽更生，有情之類，不斷不滅」，那「若不

聽更生，則永歸寂滅」，所以他心中都有生存，存在的那種，自己內心的疑惑矛盾，自

我辯證。所以他有生存的貪欲，又有想要出離生滅的矛盾，又想要求得一個寂滅，然後

又來假設寂滅，是不是就是同草木無情？那這樣又沒有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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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這個話，還沒有懂得佛法的人常常這樣，他想西方極樂世界那麼好，我講這個

給同學聽。有一個人說，西方極樂世界實在太好了，要吃就有得吃，要穿就有得穿，要

怎麼樣就有得什麼樣，你看黃金為地，七寶行樹，八功德水，什麼的享樂都是一級的，

而且都很快樂。另外一個人說，我想到去西方極樂淨土，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每天都在

享受快樂，那生命哪有什麼起伏？去到那裡，就一直要住在那裡，這樣太無聊了，我既

不想要那裡的黃金，我也不喜歡在那裡八功德水裡面洗澡，有一個人就這麼說。 

他說：「所以你們很奇怪，我倒覺得世間很好，你可以幫助人，你也可以賺錢，自

己吃，又可以給別人吃，這身體，死也不錯啊，你死了，別家搞不好出生了一個娃兒，

這生，生這樣，這生命才有意思。」另外一個說：「我就是不要這種意思，我就是想要

去極樂世界」，這樣，他說：「你就是閒閒沒事做，去那裡享樂而已」，兩個吵架，跟這

個一樣。是不是這樣？是不是跟這個一樣？那個根本就不知道極樂在哪裡，一個假設方

所，一個假設方所是我不要的，那個狀況是我不要的，所以一個是貪著世間的生存，一

個是討厭世間的生存，他不喜歡變異，他喜歡去那裡永恆。對不對？ 

極樂講的就是真如，極樂講的就是真如，當你證得真如佛性的時候，從體起用，度

化眾生。所以因願力，有這個佛學院，讓所有的人來這裡，我教你，所以以真如是不是

極樂？證得極樂，是不是淨土？而創造一個淨土讓你來，是不是權設淨土？也是報得淨

土，是不是？是報得淨土，也是權設淨土，讓眾生來。而眾生你來的時候，你又證得了

你的極樂，所以你的極樂跟我的極樂是同一個極樂，所證得極樂，都是常樂我淨，而就

在這裡從體起用，讓眾生再來，所以有無限的彌陀。這樣清楚嗎？所以這樣懂嗎？ 

你證得自性清淨，證得自性清淨，就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就是極樂。而自己無住

處涅槃，就是在在處處還在圓滿所有該圓滿的，就是在做這樣的一件事。你在度化的眾

生的狀態，你是不是自處淨土？而度化眾生是不是引眾生入淨土？入我的淨土是一個簡

捷的路徑，而你證得你自己的淨土，是他畢竟歸處。是不是你畢竟歸處？ 

眾生不瞭解這一段所以以為我的這個佛學院，現在假設，我用主格來講，我的這個

佛學院是你的畢竟歸處，是不是這樣？那是因為你站在染汙中，那你當然要過來。當你

到這裡來的時候，你還要到哪裡去？是不是就回家了？是不是就回家了？回家，是在這

個佛學院，你在回什麼家？是不是看到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不是就是極樂？是不是就

是真如？這樣瞭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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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面六祖惠能大師才講，他不是有一段，我把西方極樂搬來給你看？有沒有？

他是不是就在講這個？那我們人因為有往生的問題，我們人因為有生死生死的這個段

生，分段生死，我們有分段生死，所以我到死的狀態之下，我也要繼續修行。我要繼續

修行，所以我要去佛學院，接受佛的指導。那個佛，在我是迷的狀態，祂變成一個存在，

祂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存在？那我的心想要去，讓你要往生淨土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你

不要留戀生滅，所以是不是叫證無生？就是讓你不要留戀生滅。 

當你不要留戀生滅的物質跟這個世間的想法，是不是就是相應而往生淨土？因為你

正在往生嘛。這樣解釋很明白嗎？那你悟得淨土，所以淨土跟西方極樂在哪裡？是不是

十萬八千里？好，向西有多少，然後又是一念即到，是不是相應即到？並不是在講那個

距離，所以講彌陀，彌陀，你是要去找彌陀，還是要證入自性彌陀？凡夫找彌陀，最後

你找彌陀，是為了悟自性彌陀，當你悟入自性彌陀的時候，你就不用找彌陀，可是就跟

彌陀在一起。是不是同一鼻孔出氣？對不對？ 

那彌陀知道我們辦不到，彌陀知道我們辦不到，祂跟你講，我有一個地方，它有什

麼樣的景致，這是一個地方。那這個地方，它有沒有實質的方所？它有沒有實質的方所？

我到底要買哪一種車票才能到？祂都講福德因緣。它又不是一個實質的買一張票十萬

元，黃金幾兩，有價值的東西，對不對？祂是不是講福德因緣？你要有福德的因緣，因

為你還不是證果的人。所以在這裡面呢？這個志道是完全不瞭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