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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1》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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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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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沒有淨土？有，以眾生而言，是有淨土，是有淨土要去。

你去淨土是為了證自性彌陀，是不是？是不是為了證悟？所有的修行都是為了得證菩

提，對不對？答案有沒有不一樣？答案都是一致的。是不是？ 

當你成佛的時候，我們現在還用時間來假設，當你成佛的時候，所有時間、空間、

世界觀都不是重點，那是假名，當你成佛的時候，所有的在在處處，都是淨土，是不是

這樣？當你成佛的時候，從體起用，是不是在給眾生淨土？是不是在度化眾生？可是他

說「色身以外別有一個法身，離生滅求於一個寂滅」，所以他有跳場，他要跳場。 

「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悋生死，耽著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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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看他又指點出他的矛盾點。他說：你自己用思惟，在推論著涅槃，然後假設著

涅槃的常樂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言詞之下呢？在推敲，有一個什麼樣的身體，在受用

這個常樂？又講到四大壞滅的時候又是苦，如此這般的這些來來回回矛盾的說法，乃是

執著著生命的存續，執悋生死。生命的存續，是不是就生死？死亡沒有了，或是一直要

有，「耽著世樂」，又有著死亡的幻想。想要有生命的存續，又有著死亡的幻想，貪婪著

世間的享樂。因為他有講：「若聽更生，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永歸寂滅。」

好像有一點小憂傷，所以這一段這樣講，是不是六祖惠能大師很清楚？這個僧人志道很

不清楚。 

現在我們再把生死跟涅槃來討論一下，生死跟涅槃是一件事，記得口訣。我們說，

生死即涅槃，生死涅槃不一不異，我們講更簡單，生死跟涅槃是同一件事，它不是兩件

事。生死講的是迷界的苦果，涅槃講的是悟界的證果。所以生死，你在迷界裡面，你就

一直在生死的苦。 

以開悟的大德，生死對他，他就沒有生死的苦，是不是就是住在涅槃？可是在相狀

裡，是不是緣起而有，緣滅而無？叫示現。是不是這樣？他示現的相狀是不是跟世尊一

樣？有從兜率天下，摩耶夫人右脅而生，最後入雙樹間而滅。是不是相狀有生死？可是

世尊又沒有住生死。所以生死是眾生看生死，以得證菩提的佛、菩薩來講，生死是一個

生滅的相狀而已，它的背後的道理是無生滅。是不是祂是住在涅槃？ 

《攝大乘論》：「生死即涅槃，二無此彼故。是故於生死，非捨非非捨；於涅槃亦爾，

無得無不得。」 

《攝大乘論》裡面講：「生死即涅槃，二無此彼故。」它不是兩個東西，「是故於生

死，非捨非非捨；於涅槃亦爾，無得無不得。」生死即涅槃之說，只有在大乘的論典裡

比較強調。如果你能夠了達諸法，住於無我，就可以證入這種生死即涅槃。其實人都會

在這上面有一些想像，會不會怕死？要不要長壽一點？所以我們要瞭解，在北本的《大

般涅槃經》裡面講，涅槃有四種大樂，當然這是讓同學不要用揣測的，讓你瞭解涅槃。 

第一、無苦樂。第二、大寂靜樂。第三、大知樂。第四、不壞樂。 

什麼叫「無苦樂」呢？世間的樂，其實就是苦因，如果我們能夠超越，遠離世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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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苦樂，生滅心，就無苦無樂，就能夠證入無苦樂。 

「大寂靜樂」講的是：「涅槃之性，遠離一切憒鬧之法，故為大寂靜。」他內心並

沒有波動吵雜，所以是真正的大寂靜。像這個達賴喇嘛他在他書裡就寫著：「修行人，

人多的地方，也無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也無妨。」所以你到臺中車站，也不煩；你

一個人到山上，也不樂。因為他沒有波動，他是寂靜的。那我們眾生因為有一種官能上

的，覺受上的一個標準值，所以會覺得好煩。 

「大知樂」，什麼叫大知樂呢？「諸佛如來具有大智慧，於一切法悉知悉見，所以

大知樂」。 

第四、不壞樂，「如來之身猶如金剛之不能毀壞，而非為煩惱無常之身，以身不壞

之故，稱為大樂。」它沒有毀壞，智慧是不可能被偷的，禪定是不可能有什麼東西可以

毀壞的，這個是畢竟的，無漏定。對不對？ 

所以同學，這樣對於涅槃有沒有比較清楚？所以你推敲的涅槃的常樂都不對，因為

他用想的，好像有一種感受上的樂，他說哪一個身來感覺這個樂，就表示你對樂有一種

自我的解釋，事實上你還在執悋生死，耽著世間，這種享樂的樣子。接下來，六祖惠能

大師總說，他說： 

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

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

乃示涅槃真樂。 

這個時候六祖惠能大師總說，就是要再提攜志道。他說：「汝今當知」，你現在應當

要弄明白，佛是因為一切的眾生在迷昧當中，總是以為自己有這個情緒，色受想行識的

這些五蘊和合，而認為這個就是每一個個別的我；以這個情緖，有這些覺知，認為這個

就是我之所以成為人的一種相狀。 

那眾生又把自己對內、對外，又給它做了一個區隔，所以針對於外界的一切諸法，

也就是外在的一切存在，稱為外塵相。對於心中呢？跟對於自己這個五蘊的這個色身，

跟結構起來這個身，「好生惡死」，愚迷的想法，總是喜好於自己永遠是一種生存的相狀，

而厭惡於自己消殞，可能不見了的一些揣測，所以厭惡於死。這裡面翻翻滾滾來來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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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遷流」，念頭是一個接一個，如流水一般從不停歇。 

佛為什麼要為大家來開示涅槃真樂？就是因為眾生一直以為有情緒有感覺才是

我，就執著這個五蘊和合就是自體相；我能思能所，我能感觸，我能表達，他都是在講

外界的這個東西。「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不知道其實自己意識造作出來的這些東

西，是如夢幻一般不真實的，「枉受輪迴」，因為自己的種種執迷，所以一直在這個所謂

的念頭裡面，所謂的蘊裡面，覺受裡面，不斷的來來回回，輪廻不已。 

當然以這種輪迴，這種業力造作之後，也讓自己在所有的不同的界別裡、九法界裡，

這樣跑來跑去，輪迴不已。這個上面我們再次提攜，以前跟同學講的，其實每個人都有

清淨的覺性，但我以拳頭來作為一個表達。這個所有一切呢？你可以大作用，可張、可

開、可用，可拿，可怎麼樣？這是一個覺性，它本身可以在外面做任何的功能。我可以

看，譬如說這是五根，這只是一個所謂可用的一個機體；我可拿、可看、可聽、可聞、

可感受，這個就是我們清淨的覺性。 

但眾生不知道這個覺性，我可看，看出來的東西呢？我就拿了看出來的東西在外

面；我可聽，聽來的東西就是這個；我可摸、我可感受，然後一直在強調這個。這講過

很多次了，所以一直在著於外塵相，來表達外塵，而我的運作、我的覺性，覺出來中間

產生的相狀、感覺，以外塵放到心中來來解釋這個，所以這是虛假；而不知道佛在講什

麼「常樂涅槃」。你一直在講這個，這個是虛假的，這個叫客塵；佛在講的是這個，衪

在講的是每個人他本來覺性就是這樣。 

我看，我看，看到這個，這是結構的暫時現象，然後消融；我聽，這個覺性不動，

而且覺性不消失。我聽，我聽到暫時的這個妙法塵，好！暫時的妙法塵，我可以發揮作

用，然後發揮作用的當下，當下生、當下滅、當下圓滿。我可以覺，感受身體的感受，

我可以感受，感受的剎那是不是有？而感受完，是不是處理完？他並不再解釋它，也不

留它，就沒有了。 

所以眾生痛苦，在哪裡痛苦？我現在有這個（外塵放到心中來來解釋），我等一下

有這個，我一直有這個，什麼東西都在描述我的這個，這個是假的，著在塵上，而不知

道你只要放下這個，就是自由的，因為覺性是無相狀的。很明白？所以枉受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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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來眾生「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將眾生本具的寂然安住常樂的覺性，

這個涅槃，因為迷昧，然後自己著著外界的東西，以為我外界的東西來解釋。「你看！

你看我這個紅不紅？」「你看我這個美不美？」「你看我這個感受，我創作出來的東西，

殊不殊勝？」其實全部是意識裡結構出來的另外一個東西，所以一直在追求。以我攝受

的東西，要跟外界的人做比較，要比較，然後自己在這上面鎮日，就終日追逐著，我要

讓它更好，我要讓它更多，我要讓它更飽滿。所以有著生滅生滅，有著夢幻式的那種欲

望，從中不斷的讓自己馳騁漂泊，追求這個裡面。 

佛呢？憐愍此類的眾生，所以才向大家開示涅槃真正寂滅之樂。這個地方就是要讓

我們認清楚，每天在講述著自己的知見，講述著自己的以為跟那個情緖，其實那是自我

創造虛假的東西。 

心悟，故從體起用，四等六度，乃至四辯十力，妙身淨剎，無所不現。既是此心，

現起諸法，諸法全即真心。 

這個地方的經文，前面有談到其實我們覺性是遍一切的，從體起用。上一次不是談

到從體起用嗎？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裡面講到：「心悟，故從體起用」，你悟了清淨覺

性之後，所以打開了，它是從這個本體的能力裡面去展現，在在處處的作用，所以「心

悟，故從體起用，四等六度，乃至四辯十力，妙身淨剎，無所不現。」慈、悲、喜、捨

四無量心，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於四種無所滯礙的理解力，及

言語的表達能力（就是無礙的辯才），「十力」，佛的十種與眾生不同的作用力，「妙身淨

剎，無所不現」，在在處處在所有裡面，祂都可以完整的展現。 

「既是此心，現起諸法，諸法全即真心。」當在此覺性的大作用之下，現況現起的

這個覺性，就能夠在這裡面產生度化眾生的妙法，而在自己的體悟的當下，是沒有痕跡

的，無所得的；所以諸法現前在這所有一切，我們講有為無為都是叫諸法，這裡面全即

真心，裡面沒有虛妄，沒有妄，所以這個當下是不是就是圓滿？也就是涅槃。 

我們可以來舉例，吃一頓涅槃飯，或是吃一頓五欲雜染的飯給同學聽聽看，這是一

個比較。你現在肚子餓了，非常的餓，這個餓有是非嗎？你討厭餓嗎？餓只是一個感覺，

餓是一種機體反應。是不是？所以好，現在你餓了，然後把工作放下，就去找食物，因

緣中能找到的食物就吃，吃完了，看是要休息，做什麼事情，再回到工作的崗位，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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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不是叫涅槃？是不是安住而清淨的作用？是不是所有的一切裡面很完整？ 

那我們再來吃一頓輪迴的飯，肚子好餓，喔！我今天特別餓，早上經過某一家什麼

樣的店，新開幕，試吃只要一佰元，雖然還沒下班，老闆也不會在意，五十分而已，十

一點五十，先落跑十分鐘，應該就不會大塞車，於是趕快悄悄的離去，而心中幻想著美

味。 

去到那邊，唉呀！竟然有人比我早到，排好久啊！好累！早知道我就不這麼做了。

可是既然排了，沒吃到它，以後就得兩佰元，勉強自己排下去。排著排著，喔！拿到食

物，啊！法國餐是不是？一佰元才兩口，一口五十塊，太貴了；吃一吃之後，味道也不

過爾爾。唉！這家店我看，沒用了，我給它除名了。走著走著，唉呀！我常慣吃的那家，

再去吃它個，再墊墊底吧！去到那家，唉呀！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又被點光了，又沒有了，

真窩囊，真衰。 

於是回到辦公室，早了十分鐘，又得了一個餓，因為餓沒有消除。要辦公，繼續辦

下去，真是的，早知道就不這麼做，後悔加消費，加沒有飽，讓自己好生煩惱心。這個

你看轉了幾個轉？知道嗎？轉了幾個圈，這個就是在輪迴中，等一下又開心，等一下又

幻想，等一下又失落，等一下所有的感受都來，是不是把涅槃翻為苦相？只因為什麼？

就叫「夢幻虛假，枉受輪迴」這個意思。那眾生就是這麼的愚癡，佛憐愍這輩的眾生，

所以跟大家開示涅槃的真正寂然相，這一切本來就平靜。 

那我們再以一個新開的店，我們吃一頓涅槃飯。十二點了，吃飯時間，今天早上好

像附近有店是新開張，同事說：張三！張三！今天有特價呢？反正我們多一家選擇嘛，

就去排排看。說好啊！也好，就去排。在排的時候，人挺多的，沒關係，反正你既然走

到這裡，總是要吃的嘛，那吃就吃啊，就排啊！排，排到的時候，喔！原來它的菜色是

相當的奇特，造價頗高，一佰元原來只有兩口。好，就吃著吃著，這個味道差不多差不

多，就是如此。 

沒有飽，那再去順道去買一個什麼東西，繼續來填飽那個落差，還沒有飽的；那也

買了，喜歡吃的沒有，比較特殊的，就是沒有嚐試過的，也是一種嚐試，於是買了，心

中有沒有起多大的起伏？沒有，買了之後再吃一吃，那回辦公室，今天因為去嚐試了一

個新食物，多花了十五分鐘的時間，這少休息十五分鐘，那也不過如此，於是也就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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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頓飯給吃了。消費兩次，跑了兩個點，多花了十五分鐘，這個也就是沒事，繼續回到

工作崗位。 

不管你添加了新的店、新的步驟與否，減少了或增加了，對於你的平靜是一點都沒

有差。這樣瞭解？所以佛就是看這些眾生可憐，就是在這裡面自創了很多劇情，自創了

很多內心的感受，所以才會感受到痛苦。接下來的一段經文： 

「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

現前之量，乃謂常樂。」 

這個地方六祖惠能大師又再補述，他說：我們眾生看的生滅，其實如果你懂了的話，

生滅只是在一段的這個時間裡面，我們會看到所謂的有、所謂的無，這個生滅也是相對

待的二分法，已現前的時候叫生，那以它消殞的時候叫滅。但事實上你用長遠的，整個

寬廣的角度來讀它，它只是一個變異，它只是一個變異。所以每個剎那，都沒有所謂什

麼叫絕對的生相，每一個剎那之間，也沒有所謂的滅相，這已經不再重複，以前講過，

所以沒有什麼生滅，可以將這個生滅法再滅掉。 

因為這個志道呢？他就以為有一個東西或是這個色身生滅了，然後有一個法身的東

西，有一個寂滅，所以他在生滅跟寂滅，把它一分為二，所以沒有什麼生滅可以滅。因

為當下也不是生，當下也沒有什麼的滅。那當下的這一些你都看得很明白，心中沒有再

這個有一種生滅的住著，住著的意識的一種殘留，這樣子的狀態之下，「是則寂滅現前」，

那當下也就沒有什麼生滅跟寂滅可說。 

上次不是有談到生死跟涅槃其實是一件事，同學！這件事搞明白了嗎？我們來探究

一下，所謂世尊祂是不是早已成佛？祂成佛之後，是不是無影無蹤？祂成佛之後，來回

世間八千次，所以是不是無影無蹤？不是，應眾生而現。是不是？所以如果以相狀，世

尊是不是有生死八千次？可是祂常住涅槃。我們眾生怕生死，所以我們要去找一個涅

槃，於是找不到涅槃。因為你怕生死而想要有一個涅槃，這是二分法，所以你永遠就是

害怕生，想要找涅槃，所以永遠心中有一個生，生所給予你的罣礙跟痛苦，找一個涅槃，

用思惟式的寂靜涅槃境界。 

當你的心中有生，跟有一個寂靜涅槃的境界，你永遠是兩邊跑，你很痛苦。你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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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你會看著現況中的每一個現前的環境因素，個人因緣裡面應該圓滿的所謂責任義

務，在這裡面呢？你希望這些都能夠不再現前，沒有，自己想要在這裡面，從中昇華掉，

不見了，幻想著從中不再有這個因緣，然後有一個涅槃可得。於是它變兩件事，這個永

遠不可能寂滅現前；因為你的心中一定有一念，那就是現況，現況現況的感覺，而去解

釋感覺。現況是你放在心中的相狀，去解釋它，是你意識存在，然後你的感覺就是五蘊

了，對不對？就是色受想行識在這裡面，你永遠找不到涅槃。 

所以當你從生命裡面的一點一點一點去圓滿，圓滿走到這裡的時候，我已經都圓滿

了，我過去那個人不諒解我，現在他已經諒解我了，我過去做不好的，我現在已經全心

全意做好了，我過去覺得有業障，我現在覺得我業障已經消得差不多，佛啊佛！我到什

麼時候才可以到祢的身邊？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進入到祢的世界？祢什麼時候才來帶

我？你的時間、你的空間、你的人、你的事跟你的物，這四大也是物，全部是不是通通

在？你怎麼證得涅槃？你心中沒有一絲清淨。 

而這個跨越，能夠證入寂靜的這個點到底要怎麼做？我已經走走，走到這裡了，我

學佛這麼久，我念佛這麼久，我拜懺這麼久，我禪修這麼久，為什麼我還留著我的感受，

跟我這一念，跟我的期待？我到底怎麼辦？很多人是不是都在這裡？同學！怎麼辦？怎

麼辦？你走到這裡了，你怎麼辦？ 

你怎麼跨入畢竟空的虛空，證得寂滅？也就是看到你所有的這些都虛妄，這些：「一

個我、一個想、一個業、一個圓滿、一個淨土、我的存在，時間空間的壓力，我六十五

歲了還能活幾歲，我如果得老人痴呆症怎麼辦？」對！想太多，這些，這些都虛妄，證

得寂靜涅槃現前，就是這些都虛妄。所以當寂滅現前時，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也

沒有什麼感覺特別的寂滅不寂滅，現前的一切體悟是真寂然。你所謂體悟的體悟的體

悟，還在意識形態的體悟，因為你放下這些，它本來就是這麼寂然。 

同學！我們來測試一下，你知道在語言文字之前是什麼？我們現在每個人伸出你的

右手，伸出你的右手，好好伸出來，好好伸出來，用你的左手打你的右手一下，用力一

點，再來一次，好，什麼感覺？要說要表達才有感覺，語言文字之前是沒有話，你打下

去只是一個衝撞的力量，只是一個覺受，打下去之後再說，會痛，會痛是後來有的，聲

音的噪音是在後來有的，認為它是噪音是不是後來有的？過了嗎？一切過了嗎？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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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伸出左手，捏右手一下，好，放下，你要捏的時候用什麼力道？這是我的肉，

會痛，所以捏小力一點。已經有我預先存在，是不是有我預先存在？因為為了要保護我

自己，所以過去殘留的記憶，影響了我現在的行為。是不是？這個是不是有意識在前面，

有我要保護？這就是因為前面的經驗。我們再回到剛剛的主題，叫你伸出右手這左手去

拍打它的時候，你有沒有預設手會痛？那時候沒有，對不對？那時候沒有，你很單純的

接受指令，你有去想到痛嗎？而且叫你拍大力一點，叫你拍大力一點的當下，你有沒有

想到這樣會痛？有沒有？沒有，好，這個就是一個凡夫跟一個聖者，你當下因緣去做什

麼事的時候，沒有帶著前面的恐懼跟意識分別，那該怎麼做就去怎麼做，這是一個因緣

法而已。 

然後當你要叫你伸出左手，右手去捏它的時候，你就開始會去保護自己，所以捏的

時候就會拿捏好。是不是？那這個過程裡面，就表達了人是不是有過去的資料庫，跟過

去的經驗值？再來，我們來探討剛剛，當叫你左手右手去捏的時候，你明明知道會痛，

你有沒有捏下去？好，捏完到現在，你心情有低落嗎？沒有，捏了也就是感覺痛而已。

那痛也是痛過了，是不是痛過了？現在痛還有沒有留？沒有，明天留著是瘀青，而這個

瘀青的相狀，也不會什麼丟臉不丟臉。 

所以凡夫縱使他有第一個保護，也就是叫你捏它的時候，你有一個保護，可是保護

裡面，你會不會抉擇去做它？會不會依然去做它？如果這是一件該做的事，菩薩道，你

有沒有那個決定清淨心去做它？如果這是一件該做的事。 

好，你伸出你的左手，你看到你的右手原來上面是有一條蟲。再來，測試一下，伸

出你的左手，上面有一條蟲，你會怎麼辦？第一個反應，上面有一條蟲，你現在都有在

禪修，上面有一條蟲，你有沒有修就看很多了。有的人就上面一條蟲，有的輕輕的呼呼

呼，有的重一點，有的一條蟲，唉呀！用力打下去，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馬上彈一下，

有的就把牠捏死，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很多種？哪一種是圓滿的？就差異了，智慧、慈

悲、覺、行都可以一次完成。是不是？ 

現在看到手伸出來，好癢，蚊子，握緊手，牠就不會飛了，因為牠的嘴被你夾到。

對不對？打開紗窗，手放鬆，喔！呼！吹出去，趕快紗窗關起來，這樣是不是一種做法？

是不是覺、行、慈悲、放生、供養、圓滿？這樣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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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現在一隻蚊子，打下去，是不是也有你的抉擇？是不是你有抉擇？你的抉擇叫

什麼？保護自己，沒有想到殘害，說實在沒有想到，只是殺了之後再「阿彌陀佛」，這

叫兩步驟、三步驟，是不是？這就是差異。 

你然後打開紗窗，憋得緊緊牠跑不掉，對不對？打開紗窗，放鬆，吹出去，關起來。

哈哈！心中有沒有怎樣？法喜充滿，你也可以有佛法的輸送，你也可以沒有佛法的圓

滿，蚊子跟你結的是什麼緣？可能也沒有什麼緣，牠只是在找一個晚餐，你剛好就是這

個空間裡面，隨緣的一個晚餐。是不是沒有是非？對不對？那你的佛法在哪裡湧現呢？

所謂的佛法，就是因為有髒汙，所以才需要佛法。如果你這樣做，需要佛法嗎？這個當

下就叫真如體現，是不是真如體現？是不是具足智慧德相？是不是真如體現？ 

什麼時候需要佛法？結果這裡打開，太大力，捏死了，如果你的肌肉有這麼緊密的

話，或是你不小心打死牠，唉喲！阿彌陀佛！這個時候是要說法了，因為牠叫中陰身。

是不是？牠中陰身剛好站在某一個點，就是往生淨土，往生善道，或是帶著跟你的仇恨，

對立的瞋恚，或是牠捨報的時候，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佛法了。這佛法給誰用？自他都

得用，是不是？自他都得用，因為不圓滿所以需要佛法，不是因為你圓滿需要佛法，是

因為不圓滿所以你需要佛法。你需要佛法去洗淨，你也需要佛法，你流出佛法去度牠，

去度化眾生，跟牠結的是法緣，所以當你這完成的時候，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 

我們剛剛那個蚊子放生、圓滿，這個有沒有現前之量？就做完了，哪有什麼事，這

個時候乃謂常樂，甚至於沒有所謂存在心中的任何的感受，也沒有什麼快不快樂的，他

只是真如體現而已，這個就是寂滅，那也就是圓滿。也沒有說，我告訴你我剛剛給一隻

蚊子放生，也沒有這一些；也沒有說，我剛剛多慈悲，我供養一滴血給一個眾生，牠沒

有我這一滴血，牠今天可餓著了，這個就太多的曲折。這樣知道？所以這樣解釋，很容

易瞭解。每一個當下，既可以自覺覺他，又可以看到十法界眾生，又可慈悲，又可一切

圓滿，所有一切就是這麼寧靜。下一段經文。 

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

生，斯乃謗佛毀法。 

這一段六祖惠能大師就說，如果你只是真如體現，並沒有雜思雜想的這些妄想，那

麼這個寂滅樂，其實並沒有一個享受者。所謂的寂滅樂，就是它沒有你起動的波瀾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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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心思，會擾亂你的心思它都沒有，所以這個是畢竟清淨寧靜的。「亦無不受者」，也不

是不能夠領受。這個地方再來講覺性，它不是不能領受，但是它是畢竟空。當你看到蚊

子在你的手上的時候，你是不是就這樣？如果你一切具足，你是不是就這樣子？你心中

有沒有起聲音？沒有，可是你能不能領受？領受有一隻蚊子，然後去，你知道蚊子，你

放了牠之後會癢，你是不是接受它？這個癢不是什麼大問題，是不是？所以能不能領

受？能，可是沒有是非。 

在這所有裡面，來我們再來看這隻蚊子叮你，到底你用了幾個根在裡面？色，有沒

有？你有沒有看到蚊子跟你的手，是物質界；受，有沒有？但是這樣是清淨受，是不是

蚊子，有點小癢？眼根有沒有用到？對不對？耳朵有沒有用？暫時沒有用；鼻呢？那個

蚊子沒有味道；舌呢？也暫時不用，可是也不是關閉的；那你，好！這個身有沒有用，

有，把你皮膚的紋路撐開，也就拉緊的意思，其實撐開就是拉緊。對不對？然後你放的

時候，舌有沒有用？有啊！你用吹氣，口是有用。身有沒有在運作？以身來講剛剛拉緊，

是不是生了一個緊？放鬆了是不是滅了一個緊，生了一個鬆？生跟滅是不是同時？ 

好，那我在拉緊它的時候，我是不是生了一個要移動場次？把室內，把這個蚊子從

室內移到室外，是不是有了一念？這個是不是清淨覺觀？蚊子啊！這裡並不是你生活之

處，你晚上要叮我，我不小心翻身還是會壓死你的，家裡還有很多人，那你吃了一口，

大概也夠飽了，是不是？所以這個時候呢？就請牠離場。所以生了一個要移動牠的場次

環境而到外頭去，是不是又叫生的念？然後把牠放出去，是不是又叫滅的念？是不是？

是不是又叫生滅？ 

但是好，再來，當你這個蚊子咬你的時候，生了一個念就是要把牠移動場次，生了

一個要幫助牠，然後當這個動作做完的時候，我們生了什麼跟滅了什麼？生了放生的

念，然後移動之後，完成了放生。當你完成了放生，心中有生起你放生的想法嗎？沒有，

你應該放生而放生，而心中沒有放生的心念，才是真放生。所以這個放生到底有還是沒

有？有，其實有是沒有，對不對？ 

好，那我生起要把這個蚊子，生起要移動場次到外頭去，是不是滅了這個空間沒有

蚊子？是不是亦生又亦滅？也沒有真的生跟真的滅。這個只是用最簡單的辦法，讓你盡

量去瞭解。所以佛在經論裡面也講，比丘！沒有真的生真的滅，你當下亦生亦滅，也非

生非滅，是無生滅的。眾生只是在自己想要的解釋裡去解釋生滅，就這樣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