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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82》 

             印可法師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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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寂滅

樂沒有一個享受者，也不是不能領受，剛剛是不是都能覺觀完成？哪有什麼一體五用之

名？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融會貫通在裡面？ 

「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更沒有你剛剛所言的涅槃，它會禁錮，它

會限制了所有的一切，讓這個諸法永遠就不可能再生起。其實你怕什麼呢？你怕什麼？

有的人說我不敢放，因為放了不就沒有了嗎？沒有，也住在有。你永遠住在有，你為什

麼不試試看？你試試看之後，才發現一切本來就有，全部都圓滿的。 

「斯乃謗佛毀法」，你這麼說，你前面的這些說法，乃是毀謗佛，你根本不瞭解，

也毀謗法。那這一段這個志道一聽才知道，原來我在切割佛法，我在把生命有很多很多

假想的世界，那假想的想法。六祖惠能大師就為這個志道說了偈，「聽吾偈曰」，我來為

你說偈，如下：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先讀這一段，四句，他說：「無上大涅槃」，是圓滿、清明、恆常、寂靜而照見。這

個寂照就是「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如果我們在混亂當中，當然就

要照了，如果你已經一切圓滿清明的時候，哪有照不照的動作？沒有照不照的動作，它

本來就是寂滅的。是不是？但是他寂滅裡面，又可在這裡面發展大機大用，所以他是寂

然而自然明白，所以「寂而能常用，用而常寂，即用即寂，離相名寂，寂照照寂。」這

裡面這個寂照聽起來好像是動詞，事實上就是用，就是用。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凡夫愚昧不知道，所以以為涅槃指的就是死亡。最

早佛經裡面的定義，最早佛法死亡稱為之入滅，所以大家就把這個入滅跟死亡連結在一

起；但是慢慢佛在開導，不是相狀上的死亡叫入滅，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法身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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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也就是清淨現前，不再波動，而在外界的所有一切跟內心的一切，都是一樣是寂

然的。 

那這個時候呢？凡夫以為涅槃指的就是死亡，外道呢？在執著的盲點之下，以為涅

槃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因為外道他有斷滅，他認為活著就是一切有，死亡就是一切沒有，

所以這是斷滅，也沒有因果的想法，也沒有輪迴的這種狀態的瞭解。凡夫以為涅槃指的

就是死。二乘人呢？「目以為無作」，對於想要找到一個涅槃，而想要追求寂滅的二乘

人，他以為涅槃就是一切不再有作用了，無造作，所以想要入無餘涅槃。 

「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以上二乘人跟外道跟凡夫都是屬於用情識，有情的

意識加以計度涅槃之境，這個就是外道之所成就六十二見的根本，其實一切都是以情識

自我以為。同學！現在對於涅槃有更瞭解，那這裡面我們再來讀後面的幾句。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先讀到這裡，這個地方他講，這些二乘跟外道都是用情識，他是用這一切的語言來

解釋涅槃。其實涅槃這一詞也是安立假名，這怎麼去解釋？就像虛空，對不對？用如虛

空，你怎麼樣都沒有辦法真正瞭解虛空，如果你掉在語言文字跟所謂的描述上面。 

「何為真實義？」什麼才是涅槃的真實義呢？這裡就有指導了。「惟有過量人」，只

有超越此番思量，也就是以意識心來推敲計度這種思量之人，只有超越這種人，他能夠

真實的通達清淨真如，對一切無取捨，這個就是它的真實義，這個它沒有語言文字跟相

狀可來表徵出來。那這個過程呢？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因為這些聖者，透徹的了知色受想行識的五蘊法，

這個地方，同學！我們要有冷靜而且決定透徹的智慧，你才能夠看得很明白，那個理解

性它不是用推敲的。清淨、冷靜、明明白白的這種理解力，來知道這個五蘊法，然後瞭

解自己跟眾生執著的，就是在這個五蘊裡面的所有一切，以為這個就是我，這是虛幻的。 

同學！當你看到物品的時候，你能不能知道這是色？很明白吧？當你看到的時候，

能不能根塵相對的時候，有這種領納的功能？很明白吧？當你領納之後，色受可能都很

明白，想就不明白了。想就不明白了，當你開始想跟我連結的時候，就不是智慧觀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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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六祖壇經 82   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那個就叫妄想成立。正念的話，色受很明白，它沒有是非，接下來就是智慧覺照跟圓滿，

就這樣。 

再來，那隻蚊子咬你，示範一次，蚊子！真大膽！有沒有感覺癢？有，真大膽已經

出來了，這是有我跟蚊子，你咬我這個動作，造作，你怎麼敢咬我？吃素呢？我還受過

菩薩戒，你咬菩薩血，當然是太誇張了，這個想都在裡面，是不是一路就不對了？所以

受跟想中間，產生什麼東西？妄念，而這個妄念的存在，就是眾生相、我相、人相，這

些全部一切馬上都出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清淨冷靜的智慧，能夠透徹五蘊法，色、受，當想出來的時候，

當想出來的時候，你就知道，嗯！我，有蘊即有我，你要透徹去瞭解當你自己這個東西。

在對於外在的存在呢？「外現眾色象」，所以對於外在所現前的各種色法萬象，「一一音

聲相」就是外塵，對不對？這個塵，「平等如夢幻」，皆了知其實是平等，不會生起凡聖

的分別，也不以心意識來造作，有涅槃的知見。「二邊三際斷」，不落常斷兩邊，在時間、

空間自由自在。 

我們總是常常看到經論裡面的坐斷三際，那我們先來瞭解「三際」，二邊知道吧？

常、斷兩邊。三際呢？講的就是三世，「前際」講的是過去，「後際」指的是未來，「中

際」講的是現在；也就時間的概念，簡單就是時間的概念，有跟無的概念。你如果心中

沒有點點滴滴人物、事件、期待，那種想，受當中是清淨，而正念就圓滿它，就不會有

時間空間的壓迫。 

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上有講，它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無前際，

無後際，無中際，不住三際，不離三際。」每一個人修行，同學，你到底修了多久？回

答得出來嗎？你修行修了多久？不是時間的問題。好，如果時間是個問題，很多人就，

我才剛學佛而已，所以我不敢期待我會怎樣。是不是你有時間點？你這種永遠就是懦弱

沒力的那種。有個同學說不是時間的問題，那我們都會講累生累劫有熏修，所以此生此

世有的比較利根，有的比較鈍根，當這個所謂利鈍的想法在心中的時候，就會覺得我怎

麼不早一點走呢？早一點開始。 

當我們談到業的概念的時候，就一定會有時間、空間、業報的壓力，於是就綁在這

裡面。他一定有一個我要圓滿的，什麼時候？我該怎麼辦？這個壓力會讓很多人無法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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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那因緣中你怎麼去圓滿它？ 

古大德說：「心本絕緣，法本無說」，天童覺和尚他的法語。他裡面講，你都不要管

時間、空間，就做這麼一件事好不好？中間還有一些，不管我們鈍，不管我們利，「但

直下排洗妄念塵垢，塵垢若淨，廓然瑩明。無涯畛，無中邊，圜混混，光皎皎，照徹十

方，坐斷三際。一切因緣語言，到此著塵點不得，唯默默自知，靈靈獨耀，與聖無異。」

你就這樣就好了，這樣夠不夠簡單？不要再想你的業有多重，也不要期待你明天怎麼

樣，你唯一可以把握的，當下而沒有對於當下的壓迫跟期待。 

你應該去看到，你每一個現在有沒有妄念跟塵垢？這樣就好了。你有沒有妄念塵

垢？你看到這個塵垢，你知道它是塵垢，你還會讓它一直保留嗎？不會，你看到它塵垢

的時候，自然那個塵垢就虛幻，就不見了。「塵垢若淨」，你就知道這是塵垢，「廓然瑩

明」，它自然就清楚了。 

沒有邊際，「畛」就是田中的小路，「無涯畛，無中邊」，就沒有所謂中間跟兩邊，

也沒有邊際，你就是看到這個塵垢就好了，看到這個塵垢，然後把這個塵垢放下，自然

就圓滿，自然一切的智慧就現前，所有一切就明白。那時間空間的那些都不是問題，所

有的因緣，語言到這個時候，都不是一個思惟的東西，你一點塵埃什麼都不可能沾惹。 

那「默默自知」，這個也說不出來的就是明白妄想，當你知道妄想，自然妄想就不

見了。當你指認它，它就不見了，因為它本來就是虛幻。你因為不知道它是虛幻，就讓

它放著，留個影子投射在那裡；當你知道這是妄念，你也不用排除它，知道嗎？你不要

說妄念，我跟你拼了，不用，你不用跟妄念拼，因為它本來就是無影的。你也不用跟你

的痛苦拼，因為痛苦就是五蘊，你會知道，這是一種執著。 

那眾生因為他沒有辦法當下，當下這個妄念、虛妄，就馬上空掉，所以眾生要用很

多辦法。要拜拜拜，拜佛拜拜拜，拜佛，拜，把這個注意焦點放在佛，祢的成就，祢的

清淨，我現在專注跟佛菩薩的境界在做連結，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剛剛的那個心思就不

見了，它不是重點。是用這樣的轉移，這個就是法門，就是因為眾生不是利根器，他一

直在這個上面，就好像有速乾膠一樣，黏住。當你知道這是妄念，你放下就好，你就這

樣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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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內心如果那個想的語言文字，有的人是內心是意識有這種，所以他就會觀

佛、拜佛，有的人是內心有產生一種，內心自我碎碎唸的語言，自己會產生，很多人心

中是不是會產生一些語言對話？像這種，你就一定得念佛，看人不一樣。那有的人是禪

修的，他那個情緒在，情緒在，他是比較無形的那種人，可是他有一種幽幽的情感的素

質在，所以他這個時候就數息，回到數息，回到這個，不管這些東西，然後等一下，這

個「塵點不得」，這種狀態他就空了。 

這是因為我們鈍，金屯「鈍」。所以當你要看這些，你心中有個邊界有人物，有等

等的這些，你就是「直下排洗妄念塵垢」，這個妄念要丟了，就一切都沒事，智慧就自

然顯出來。你絕對要相信世尊跟相信古大德，這個上面要有信心。你一定要肯定你在這

上面，沒有比任何人多，也沒有比任何人少，一定要這樣瞭解。 

舉個公案給同學做參考，這個懷讓禪師，後面就有懷讓禪師。懷讓禪師度了一個很

利的弟子，叫馬祖道一，這個馬祖道一開悟之後，他就在江西這個地方弘揚佛法。懷讓

禪師有一天就問大眾，就問大眾說，那你們知不知道這個「道一為眾說法否？」道一到

江西那個地方，他的弟子嘛，到江西那個地方，有沒有在為大眾說法？他有沒有開大座

在說法？然後因為師兄弟，大家都知道，大眾就回答，眾曰：「已為眾說法」，他已經在

為大眾開示佛法。這個說法不是隨便就開得了口的，古大德，這是有悟之後才說。 

這個懷讓禪師他就說：「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怎麼都沒有人來跟我說他現在如

何，「眾無對」，大眾也就沒有對話，心裡想說：「師父！你就知道他是去江西，去江西

一定是為眾說法。」這個懷讓禪師，怎麼都沒有人來告訴我他最近狀況如何？因為這個

緣故，大家就想說師父想要知道我們的馬祖道一師兄，他現在在那裡的情況。 

然後有一天，這懷讓禪師就派遣一個僧人去馬祖道一那裡，他說：「你去，你去看

看那個馬祖道一，你那個師兄現在在幹什麼？但去的時候，你不要開口講話。」囑曰，

囑咐你，他上堂去的時候，因為以前的佛門每天都有開示，到底三天或七天都有小參，

大眾都可以問問題。他說：「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等馬祖道一他上堂要開示的

時候，你就問他，你就問他：「唉呀！道一師兄，道一禪師，你都怎麼過日子？你都怎

麼過日子？」「伊道底言語，記將來。」你不要再說些什麼話，就把他說出來的話記起

來，回來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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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懷讓禪師想要測測他這個弟子狀況如何，這個僧人就去了，「一如師旨」，這一五

一十的就照懷讓禪師所說的話。然後這馬祖道一開堂了，上堂說話，一樣同門師兄弟就

問，就問：「作麼生？」你都怎麼過日子？馬祖道一就回，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

不曾少鹽醬。」自從胡亂後，胡亂平定之後，平定了這些（指內心）胡亂之後，三十年

不曾少鹽醬，三十年來我沒有缺過鹽，也沒有缺過醬油。因為你怎麼活，你怎麼生，意

思一切皆具足。「師然之」，這個懷讓禪師知道，這個弟子沒走樣，確實是悟開，一切具

足。 

我們修行常常會有一些所謂矛盾、來去、有無、是非的晃動，像這個情形，就是等

一下少鹽，等一下少醬，等一下多糖，等一下又多水。這樣聽懂嗎？所以他是恆常一切

皆圓滿。三十年來，三十年了，沒有少過鹽，也沒少過醬，就是一切就是這麼，怎麼生？

就是這樣。 

這些言詞呢？「揀非以顯常」，這都是所謂大德要肯定於他的弟子沒有偏差，他是

常樂我淨，他是如如不動，恆常的。我們現在凡夫如果還沒有到大徹大悟之前，略有小

省，就是有一點小小的領悟，以為自己悟了，可是在中間呢？你看到他有來去，你會看

到，他有所謂的一些變化，還有一些什麼的，什麼的，什麼的，反正這個都什麼，都可

以掛上一碼，他不是所謂常樂我淨。這個要補充常樂，對不對？ 

「如來出世，非常之法，此非言說可到，非文字可表，非有諦義可得，非有解脫可

求；非虛無而乃實有，非外有境界，而自心具足。但離一切妄念，而坐斷三際。」 

所以諸佛如來恆住涅槃界，就是這個，講的就是這句話。所以我們如果懂得寂滅之

相，寂滅之相，而是恆常的。但這個寂滅相呢？亦了不可得。 

這給同學做個補充，如果修行呢？上次有講，開始的次第，中間，中間要如何保任？

到最後如何大機大用。而在古大德入藏經的大德，都是破了三關，破了三關之後，他所

謂一如恆常，這裡面再也沒有欠缺，也沒有時間空間的概念。我們眾生在這裡面，會有

恐懼，會有顛倒，會有現象，這裡面會有追求。古大德開法筵，也是大開法筵，弘法，

都是因為他的師，他的師說你應該到哪裡去，你的緣，你不要在這裡，你已經成熟了，

開口去度眾吧！當然一定是有願力的，開口度眾，一如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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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凡夫呢？我來說一部什麼經，唉喲！心中有計較得失，有大大小小，有好好壞

壞，這個就不是由自性流出的法要，裡面有二邊有三際。對不對？這裡我們再來瞭解，

六祖惠能大師再為志道，繼續說這個偈，開示他。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六祖惠能大師又跟他說：「常應諸根用」，恆常相應緣起，諸根在其中起大作用，「而

不起用想」，而不會起我要用他的這種想法。「分別一切法」，不管是在什麼樣的狀態，

都是以清淨的智慧，有清淨的分別智，了知萬法的差別相，當然更知道總相是畢竟清淨

的。所以以清淨的智慧，分別萬法的差別相，而不會起分別的妄想。 

「劫火燒海底」，這種時間因為沒有三際的想法，不管時間是如何的繼續下去，在

劫末的時候，劫火洞然，燒掉了所有的一切，甚至於從海底，大海之底開始燒，燒燒燒，

燒到初禪天，這個是劫末的時候有劫火。 

再先講到這個劫火，這個劫火發生在什麼時候？我們說世尊的佛教的世界觀裡面祂

有介紹，祂說，世界的成立分為成住壞空四劫，成，就是渾沌未明然後開始，成；住呢？

這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壞，是一個變異的時候；空呢？當然就是所謂消殞的，滅的相狀。

這個壞劫的時候會有起火災，壞劫的時候起火災。在壞劫之末，會有三大災，就是火災，

水災跟風災。 

火災出現的時候，天上出現七日輪，有七個太陽，這個很熱，對不對？初禪天以下，

全部被劫火所燒，初禪天自己也燒掉，所以火災裡面燒盡了一切物，這個叫劫火洞然。

所以這裡面是把時間套回去，剛剛說二邊三際斷，對不對？修到這個狀態的時候，不落

常斷，在時間空間上自由自在，沒有時間空間的壓力，隨順一切因緣中，全部是在自覺

覺他，全部在覺行圓滿，而沒有起作用想，看到所有一切明明白白。縱使到了劫末的時

候，有這個劫火，壞劫到了，壞劫，劫火燒盡了這個物質界，器世間會慢慢破壞，火七

次就會出現水，水災之後會有風，再把所有的器世間一切破壞。 

這裡面呢？「風鼓山相擊」，風會吹過來吹過去會相擊，那鼓動，鼓動大地的一切，

第三禪天以下悉被飄散，就是叫火燒初禪，水淹二禪，風打三禪。這個火，水跟風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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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就叫劫災，破壞，一直破壞到色界的第三禪天，但第四禪天以上不受破壞，第四禪

天以上不受破壞。這些都在講到，物質跟精神其實是合併起來講的。 

當世尊在描述佛教的世界觀的時候，我們都會把它落到落到物質，但是你如何能夠

得證四禪天，其實不是因物質，不是因為物質。但菩薩他自己呢？在這裡面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他在不在欲界跟色界？在不在三界中？在不在三界中？在三界中，但是他

是真常寂滅樂，真常寂滅樂，也就是不管火，不管水，不管風。眾生是在這種劫火，劫

的災裡面是不是飽受感覺到是個災難？而菩薩他在這個災難裡面，依然是證清淨的真

如，常處寂滅當中。 

所以菩薩在劫末的時候，依然為眾生開示劫火，依然為眾生開示劫末，依然為眾生

開示法門，依然跟眾生在一起，讓他們在這個最後物質界、器世間即將消滅之前，依然

說著常樂我淨，依然說著佛法，依然告訴他們如何在當下證入涅槃。這是其他的經論裡

面，表達著菩薩他的存在。 

所以所謂劫不劫，菩薩知不知道？知道，但心中依然在這麼偉大的壞劫的時候，與

眾生同在，這裡講的就是這樣。是不是因為業報？不是因為業報，但會不會有那個苦？

會不會有那個相狀在裡面，一起大家都很熱？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度，會不會很熱？

會，可是會不會被熱給熱著了，起了煩惱？不會，這樣的意思，因為已經是平等如夢幻。 

一般來講，我們以眾生，他眷顧於色身的存在，害怕於自己離開世間，對於世界所

有的關係法有一種眷顧，有一種那種叫什麼？黏縛，黏縛的情形。這個菩薩就藉著劫末

的這些災難的現況告訴眾生，這個器世間是無常的，成住壞空，所以你現在不要再眷顧

它了，你要快速的放下你自己，你要知道你有佛性，你要求生淨土，不要再眷顧這個世

間，不要再想著其他的人還在這裡，不要想要再回來，這個是方便說，這個是方便說。 

他跟你講，所以你要去佛國淨土，是方便告訴你，你去接受佛的指導吧！這個時候

佛國淨土不是避難所，他的意涵是學習處，而不是避難所。知道意思嗎？可是我們常常

誤解了，就把佛國淨土當避難所，於是是斷滅心，是斷滅心在求淨土，所以劫末的時候，

大家趕快離開，可是你的情感是鎖在害怕跟失去，你就必定會回來。你害怕，心中即有

這個地方的相狀，對不對？你想逃跑，是不是叫切割這個相狀？心中還是有相狀，你眷

顧它，心中是不是有相狀？那鐵定是嘛，你害怕想離開的時候，這個相狀是不是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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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一種存在跟用一種否認存在，一樣是存在，用一種有跟用一種想要沒有，其實還

是有。 

所以如果你把往生淨土的定義看明白，你會發現你絕對能往生。你絕對能往生的，

為什麼不能往生？因為你弄不明白，你把它當避難所，你把它當這就是我該學習的地

方，我就是一定要去。還有什麼？還有任何的理由留下來嗎？沒有啊！那諸佛在哪裡？

諸佛在哪裡？在十方法界。那你說，好，法身，前面有講法身，有講報身，也講應化身。

你到底要哪一身？前面講過我們不再重複了，這是拋出讓你自己去整合，你所瞭解的佛

是什麼。 

六祖惠能大師也希望這個志道，不要又把這個東西，看成是兩件事，看成生死是世

間的，我有一個涅槃可去。所以他講完了這些，他說：「吾今彊言說」，現在我是藉著語

言，也是安立，勉勉強強用這樣組合來告訴你，「令汝捨邪見」，最主要是使令你能夠捨

離邪見，「汝勿隨言解」，你千萬不要隨我所說的言詞做知解，因為他開始是不是帶著某

種習氣？也就是自己揣測推敲，不要做這種知解。 

「許汝知少分」，你不要用這種知解，那今天呢？也只能夠讓你在這個所謂生死與

涅槃上面了知，多多少少有所了知，體會。他講這樣很客氣。這個時候「志道聞偈大悟，

踊躍作禮而退。」這個志道聽了之後，聽了六祖惠能大師的這個偈，就大大的了悟了，

法喜踊躍，於是就向大師頂禮而退。 

這一段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整理，因為畢竟是連貫兩次的課。同學！有些時候還是所

謂習氣，模糊還是會回來的。這裡面《涅槃經》裡面講，他不懂的地方就是：「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對不對？生滅跟寂滅，重複口訣，生滅跟寂滅是一回事，生滅跟寂滅

是同一件事。生滅的現象，生滅的現象當中，你知道生滅性空寂，所以當你瞭解這個事，

它的背後的理是空的，是不是這個生滅是相，它的道理是空？所以它是不是一件事？所

以當你看到生滅的世界的所有一切，是不是就是寂滅？所以生滅這個色法，是不是真的

色法？是不是固定的色法？叫因緣法，一切也不是沒有，也不是有；是空，也非空；是

有，也非有，也非非有，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從體起用，攝用歸體」，這上次講到，當你證得清淨，一切從體起用，

沒有什麼攝用還要再歸體，它就是從體而大機大用，不用再回不回來的問題，因為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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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去相，哪需要回來。凡夫在學習中，所以用攝用歸體，因為你在學習佛菩薩的用，

而在用裡面呢？事實上還有用的覺受。所以當你有這些念的時候，就要把它匯歸本體清

淨，所以這是在學習狀態。而從體起用之後，它沒有攝用歸體的問題，這樣以後看經論

懂了？ 

第三個重點就是「生死與涅槃」，再講口訣一次，生死跟涅槃是同一件事，不是兩

件事，明白？生死的概念是意識心，涅槃的追求也是意識心，當你沒有生死這種意識形

態的概念，每一個現前的，現前一念都是清淨，就像我們上一堂課講的，真如既覺、又

行、又圓滿，對不對？它沒有生死跟時間跟期待，跟災難跟業，所有的這些假立的名詞，

跟推敲的這種解釋。當這些沒有的時候，你是不是就是安處寂滅？也就是常樂，也就是

涅槃，所以生死跟涅槃是一件事。 

所以後來很多大德就不再講我要入涅槃，他就講圓寂，就是用圓寂，就不用涅槃了。

那我們凡夫就講要死了，有的人用捨報，捨業報。這些大德他都怎麼死的？坐化、立化，

自己舉一個舉火偈，這個跟那個，記得嗎？那個舉火偈。那到底死後在幹麼？因為他沒

有死，因為他沒有生。 

如果你悟得你的清淨佛性，死跟生是同一件事，所以他沒有死的感受，他沒有生的

幻化，有相跟無相也不是問題，不是我們眾生所看得到的樣子跟非樣子。在所有的一切

裡面，也沒有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繼續走下去的路，是沒有路，只有隨緣赴感；是因

為有眾生需求，覺行要圓滿，對不對？不是因為業，不稱為業了，是因為願，也不稱為

願了，就是法界緣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