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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94》 

             印可法師宣講          

說這個出家，有一個男眾，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家，然後每天日子過得挺快活的，

生意也做得好，家裡和樂融融，就是沒有那個契機去讓他看到。有一次他生病了，其實

很簡單，就是要去拔牙，這個拔牙，這個醫生就給他打了麻醉劑。打了麻醉劑，那個麻

醉藥可能用過量，又不適合，就是他體質有一點與眾不同，就昏死在那個醫生的那個，

那個不叫手術台，那只是那一張椅子上面，就昏死在那個上面。 

在那個一剎那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他生命所有的東西，就在這一剎那裡面，是什

麼也不能掌握的，雖然他有錢、有妻子、有兒女、有房子，有什麼，都有，金子、房子，

反正什麼子都有；可是那一剎那他突然發現，生命這一些是空的。然後那一刻他有驚慌，

他有恐怖，他有那一絲的恐怖在那裡面。之後呢？那麻藥，醫生看他不行了，臉色發白，

幾乎有一點異樣，醫生也很緊張，後來他那一次沒有死，就沒有過往。 

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說突然發現這個身體是假的，而他所擁有世間的這些東西，是

虛幻不實的；他滿意的東西，在死亡的那一刻，其實什麼也不能把握的；只留下了驚慌，

只留下了驚慌。 

然後拔了牙，回到家，因為他那個麻醉藥的後作用力，他那天晚上又來一次了，又

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那個神識，要走不走的，呼吸，心臟也幾乎麻痺。在那個要麻

痺的時候，他看到他有好多好多的眷屬。當他心臟要麻痺的時候，他想到他的妻子，當

他一個動念說，我的妻子，累世的妻子就現在前面了，他一個動念，這一個動念而已，

這所有的事情，就現在他的前面，每一個妻子，都用最溫柔、呵護、愛戀的眼神關愛著

他，他看著，看到原來我有這麼多的妻子。 

那天晚上他又沒有走成，醒過來之後，他心裡想到，生生世世我還要結多少次婚？

我還會有多少妻子？而我的生命就是這樣重複，就是只能重複。而這個重複，是一種最

美的東西嗎？於是突然之間有一念，我想出家，我不想重複生命這種不自主，這樣的一

個情形。所以終於第一次看到輪迴，看到被愛煎熬的，被情所綁的，這種難以脫開的天

羅地網，想出家，真好，就這麼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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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出家出成？那是每個人個人的事，這沒有人強迫的，到什麼時候你會完成，

去做完這麼一件事，這是自己的路。那出家之後，能不能證得道果，這個也是自己的事。

對不對？那每個人路怎麼走過來，只有待自己慢慢一點一點去體會，而最後能夠圓滿你

生命的無上正等正覺。下面一段經文。 

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 

這個張行昌呢？於是就遵照大師的指示，徹夜就離開，逃遁而去，這留下來當然是

小命不保。後來因為他一直有要出家的這個意念，出家修行，果真證道，那不可思議，

非同凡響，非凡夫。所以後來這個張行昌，就皈依到別的僧人座下，那果真出家了。出

家之後，具足清淨的戒行，真的持戒嚴謹，然後很精進的修行，因為他看到六祖惠能大

師，這樣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德行，以及神通力。 

有一天這個行昌就追憶起，大師曾經跟他說的這一番話，他已經落髮了，當然也就

是易形，就改變了自己的外貌，所以「遠來禮覲」，於是就大老遠的從他的那個出家的

地方，來到曹溪禮拜謁見六祖惠能大師。這個「覲」這個字解釋一下，古時候諸侯如果

要晉見天子，春天晉見叫「朝」，這朝天子，秋天晉見天子叫「覲」，所以這裡是把它當

成一個殊勝的，六祖惠能大師是很殊勝，如晉見天子一般，所以是來禮拜謁見他。這下

一段經文。 

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 

  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 

這個時候他就已經不是叫張行昌了，這個就是開始緣起的那一段經文講，僧志徹，

他的法號就叫志徹了。這個時候志徹，來看六祖惠能大師，向他禮拜，大師就跟他說：

「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我憶念著你許久了，你怎麼這麼晚，這麼久才來？這一段，

這個地方同學可以做一個思考，我們就講說大徹大悟的人，怎麼還會「吾久念汝」？會

不會有思念這一回事？會不會有思念這一回事？揣測揣測，應該是不會，可是明明就講

會，這個是一個我們眾生所迷惑的地方。這是一個因緣，那這個因緣，因為六祖惠能大

師看到他是個法器，是不是？他是個法器，所以他當時有請求要出家，但是當時的因緣

是不圓滿的，六祖惠能大師是鼓勵他出家的，所以他說你改天來找我，我是會攝受你的，

我是會幫你落髮，會收你為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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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這一件事情，在你的生命裡，這個是所謂眾生的法身慧命，所以這個眾生的法

身慧命這件事情沒有圓滿，就是因緣法裡面實相中該圓滿的。所以「吾久念汝」，並不

是像我們世間人的那種思念，不是世間的那個懸掛在心的那種思念，而是這件事還沒有

做完，你這件事怎麼那麼久，你沒有來圓滿它？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是念而不是那種念，

這是一個空中去知道這件事應該圓滿的一個妙有，那這個事情是應該在隨緣當中，實相

當中，他應該會完成的，怎麼一直沒完成？所以這個「吾久念汝」，並不是像我們世間

的念，要不然他一天到晚說，那個怎麼還沒來？那個怎麼還沒來？那就是真的念。如果

念到吃不下飯，那就真的叫世間人的思念。你看這些大修行人，他不會這樣。他還是如

如不動的這樣來去，但是他知道這件事，在張行昌應該要走出家，而且他會得度，這是

有路徑的。 

他說你怎麼這麼久才來？然後志徹，這個時候志徹了，他就回答：「昨蒙和尚捨罪」，

「昨」就是在講過去，不是在講昨天。在過去呢？我承蒙和尚您慈悲，在當時赦免了我

的罪，因為他昏倒了。我們一般來講這直覺反應，來人！快啊！這個盜匪，你看他昏倒，

剛好馬上綁起來，送到衙門去，對不對！送官。但是他不是，他就讓他醒過來，再跟他

對話，一點也不怕他。 

他說，過去我承蒙和尚您慈悲，赦免我的罪，今天我雖然出家，也真的在實修，修

這個苦行，但總是這是我個人應該做的一件事，對於報你的恩這個，我是沒有辦法圓滿

的，「終難報德」，終究沒有辦法來報答你對我的恩德。那如果要報恩的話，「其惟傳法

度生乎？」只有好好的弘揚佛法，廣行度化眾生，才算真的是報恩。他是不是自己說出

這句話來？ 

那我們就來瞭解一下，為什麼張行昌心中會有要報恩的這種心？表示這個人他對是

非善惡是看得很明白，他是看得很明白。他這個不殺之恩，他有足夠的理由殺他，他有

足夠的理由，我跟你素昧平生，人家派你來殺我，你就來殺我了；然後你殺我不動，可

是報之以德，因為六祖惠能大師看到的是眾生的法身慧命，不是世間的是非。 

如果你落在世間的是非，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個機會，讓你們改變關係法，那個就

是從善向惡，一定會有一些意見相左，一定會有一些你所謂彼此之間認知不同的東西。

如果人跟人之間呢？只要一兩次的衝突之後，就著在這個事相上，那終究眾生只能路愈

走愈窄，要不然就一直換場子。這個工作場合的同仁呢？處得沒辦法，這個彼此關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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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後再換、再換、再換，換一個新的總沒有負擔，但其實這個就是由是非來結尾，

終結你的關係法是以是非，那麼就是來生再見。是不是就這樣？那你看這個世間人，就

是在這樣裡面。但是修行人，他不是用是非來結案的。 

這大德都不是用是非來結案的，他看到的是眾生的法身慧命，不管你做錯多少事，

不管你說錯多少話，不管你有多少的業障，只看那個契機。你現在的佛性，你能看到你

自己嗎？而且是絕對尊重你的法身，絕對尊重予你，一有機會就是讓你把這個翻過去，

你自己得證，然後你自己去改你的生命的身口意。改身口意不是任何人可以替你改的，

所有的大德他沒有義務，也沒有那種壓力要來改眾生的身口意，他不會。他是要告訴眾

生說，你有法身慧命，你有清淨本來常住的清淨佛性，你懂了，你發現了，你自己去改

你自己。所以不管你現在殺的是我，罵的是我，因為是不是都對六祖惠能大師這樣做？

但是他沒有報是非的這種是非心，所以他還是點撥他。這個行昌現在已經叫做志徹，這

個志徹他是一個所謂這種豪傑，他們對於是非跟正義，其實是這個感受是很強烈的。 

再來談談所謂報恩的心態，這個志徹他內心是耿耿於懷於「有道可修，有恩必報」，

因為他是一個俠士。對不對？那要如何報六祖惠能的恩呢？當然他已經出家了，出家之

後總會有一些佛法的概念，什麼是如來家業，荷擔如來家業，所以就是要弘法度生，所

以要報師恩、報佛恩，也就是所謂弘法度生。 

我相信在座的人，這個上面的概念，也應該是完整的。那再說，「終難報德」，最主

要就是報他的恩德，這裡面已經不是世間的那種所謂物質上的往來，而是他的功德力之

下，對於他法身慧命的點撥，對於他從世俗這一塊，要轉過出世間去看到修行可得證的

這個事實。那要報恩，也當然就是以此傳揚下去，去讓眾生看得到他自己的法身慧命。

那佛陀在說這個報恩的時候，祂有講，四種恩惠。四種恩惠，哪四種呢？ 

母恩、父恩、如來恩、說法法師恩。 

這是一種說法。那父恩，母恩就不用特別解釋，大家對於父恩母恩，看得懂的看得

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在經論裡面都講：「父有慈恩，母有悲恩」，那父母養育這個孩子，

「是三界中最勝之福因」，因為他把所有都給了孩子。那三界裡面呢？要種植這個福田，

父母這個恩田，這是最大，最殊勝的恩田。但眾生如果你用是非心，來看父母跟你的關

係，就不懂。當父母的，要不要小孩報恩？當父母的，以愈修行的人，他愈不會去想到

要小孩子報不報恩，倒是希望他能夠自由自在，一切如願。對不對？那如果以修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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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小孩子的報恩也是一種善根，無不可，但絕對不是強求的，不要求，但也不會拒絕。

對不對？ 

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 

另外是講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跟三寶恩，這是第二種說法。這是比較大家所常

使用的，是以這個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跟三寶恩。那父母恩跟眾生恩其實是有很直

接，就是說很雷同的關係。因為為什麼會看到眾生？為什麼會度化眾生？在《大方便佛

報恩經》卷三裡面講；「父母是三界中最勝的福因。」 

然後「眾生恩呢？是因為一切的眾生無始劫以來」，就是經過不一樣的變換，「經過

百千劫，在多生裡面互為父母，所以亦有恩。」因為他要經過很黏、很親密的關係法，

才會成為父母。在這種過程裡面，累生累劫一定有過節、有接觸點，然後成為父母，你

跟眾生之間的關係，只要你碰得到的人，只要你碰得到的人，應該都曾經有過關係。而

這個關係是如何的關係，也可能互為父母，他是你的父，哪一世你是他的子，哪一世你

是他的父，或是你是他的母，都有可能，所以眾生亦有恩。如果你看得懂這一個，沒有

一個眾生你會唾棄的。 

在關係法裡面呢？這樣轉變轉變，不知道歷多少世。所以父母恩跟眾生恩，一般都

會等同去讀它。那父母此生此世的關係，是遠近親疏，就這一世，它的密度高一點，它

密度高一點而已。那你以佛性來看，你以恭敬父母，這樣來恭敬眾生；你以恭敬佛一樣，

來恭敬父母；你看到自己的佛性，這樣來看父母的佛性，看到眾生的佛性，你很快就證

平等了，你很快就證得平等覺。 

那我們眾生就是在那種差異的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在這差異的相狀中，

分隔出不一樣的關係法，跟情感的那種所求，所以才會有失落，才會有不滿意。如果你

能看這些是一樣，它只是一個時間不一樣，你自然在這上面，大家都是一樣的這種態度，

那修行就容易了。 

那講到國王恩呢？在過去國王統領山河大地，「若失正治，則人無所依；若施以正

化，則八大恐怖不入其國。」因為過去呢？是帝制的，所以這個國王他是所謂暴君，或

是賢良的這個君王，對於人民、環境上面、等等的上面，就有其很大的差異。所以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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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要報國王恩，如果這個國王真的是德化，真的是這樣的善待自己的人民，所以要報

國王恩。 

那最重要的是報三寶恩，那三寶不思議之恩，這個大家有沒有感受到？有沒有感受

到三寶恩？聽佛法的時候，你會不會發現佛寶具足無上大功德？佛法這麼多，宇宙人生

的道理說給我們聽，我們姑且不用說再把佛的功德講一次，什麼福慧兩足尊，這些都不

談，就光看到佛告訴我們的這個東西，足夠了吧？夠了吧？這分量已經是沒有辦法用語

言文字來比擬的。那能夠逢這個佛出世，這個也是不容易的，佛寶不思議之恩，這佛寶

不思議之恩。 

法寶：教法、理法、行法、果法。 

那我們再講法寶，佛、法、僧三寶，這個法寶有四種，第一個叫教法，就是佛所說

的這些教導的這些辦法，它能夠破除無明、煩惱、業障。那所使用雖然也是透過語言文

字，但是它所要表達的是無漏的，所以這個教法殊不殊勝？殊勝。 

再來法寶裡面第二個講理法，論有或是說無，這些的諸法，是不是就是要讓我們破

除我們生命的這種執著點，我們迷昧的、迷悶不瞭解的實相？所以這些法殊不殊勝？殊

勝，這些道理殊勝。 

第三、法寶講到行法，也就是戒定慧之行，如果只是介紹你這些道理，告訴你，教

導你，介紹你這些內容，那你不好好去修行的話，那沒有什麼答案的。所以世尊示現戒

定慧三無漏學之行，這些僧眾也是一樣，藉由世尊所說的教法、理法，而來行法。 

四、最後果法，也就是有為無為之果，一定能證得。所以這法寶殊不殊勝？可能有

的人只是來聽，道理模模糊糊，一知半解。那不打緊，你慢慢一定要持續下去，終究要

透過行法而證得。 

世尊有講證果，自由自在，所以「四種法寶能引導眾生出離生死海而達彼岸，三世

諸佛皆依法修行，斷一切障，得成菩提；而且發願盡未來際，利益眾生。」然後對於我

們未得解脫的眾生，更應該深敬法寶，法寶不可思議。如果這個法沒有流傳的話，我們

只是在世間世俗的一些想法裡面，世俗的一些做法裡面，而沒有一盞明燈，沒有一個示

範，對不對？所以法寶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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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講到報恩，為什麼要講到報恩？因為這個志徹他出家，他出家之後，他當然懂得

三寶。那我們側邊來讀這個的時候，我們不一定很懂，所以我們要瞭解他，瞭解他的狀

態，那就是我們的狀態。 

僧寶：菩薩僧、聲聞僧、凡夫僧、福田僧。 

僧寶！有的說有三類，有的說有四類。僧寶有三類，有菩薩僧、聲聞僧跟凡夫僧，

菩薩僧，當然就是現聲聞乘的樣子的菩薩，一定是弘法利生的，自覺覺他的。菩薩一定

是自利利他，然後在自覺上面，既然稱之為菩薩僧，當然在自覺上面，一定有證果之處，

證果的階位，而行度化之實。 

第二種是聲聞僧，在修行四聖諦，好好的苦集滅道這上面修持，能證果的這個聲聞。 

第三就凡夫僧，我們一般社會大眾我們看到的是哪一種僧？當然我們看到的比較多

是凡夫僧，對不對？現在誰敢說我證果？沒有這回事啦！是不是？所以就叫末學，學

人，都是這樣，所以我們都看到凡夫僧。但這凡夫僧也是不可思議，因為成就別解脫戒。

既然出家，就一定會遵照著世尊慈悲告訴我們生活的準則，言行舉止的準則，所以在這

裡面持這個清淨戒，自然能得解脫。所以這個「凡夫僧指的是成就別解脫戒，具足正見」，

佛法的正見，而且「能夠廣為大眾開示聖道者」。也就是他說出來的是如佛經所說的正

法，而能夠這樣說的這一類的僧。這三類的僧寶都是真福僧，真正的福田的僧眾。 

那另外還有一類，就是有的人講有四種僧寶，另外一類叫福田僧。有時候是他自己

「對於佛的舍利、形象、以及對於佛所制定的戒，深生敬信」，深心的、清淨的生起清

淨的恭敬心，而且相信會去執行，會去修行，「且能令自他皆無邪見，更能宣揚正法，

讚歎一乘，又深信因果，常發善願，隨時悔過犯」，這是隨時懂得迴光返照，慚愧懺悔，

自己有什麼過失，悔犯的地方，都會修正，「除業障者」，真正有修行，對於自己的三障

諸惡業，都懂得如何去扭轉它，這種僧也是值得我們恭敬的。所以這四類的僧寶，都是

在利益有情，心無暫捨。所以僧寶不思議。 

同學！聽這樣的時候，是不是內心會比較平靜的去看三寶？三寶並不是說要刻意給

你標，喔！三寶如何如何，語言文字跟你講三寶。如果你心中不認識，不認識佛法的殊

勝，也不受用，那麼三寶，要強調三寶，對你是沒有什麼作用力。如果你今天在佛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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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得到一些真正的好處，修行呢，慢慢煩惱少一點了，看事情看得比較透徹，看自己

呢，也知道自己過患在哪裡，懂得自己去修正它，生命就少煩惱了。少一些衝突，少結

構一些是非，這是多麼難得！ 

這輩子讓我最感不可言喻的這種恩徳，就是三寶恩。雖然我們自己也是出家人，是

不是？但是對於三寶之恩，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那我們愈是懂得眾生輪迴的這個重

點，在於生命的瓶頸，就更懂得珍惜於佛所說的這些真理。佛指出我們的佛性，清淨自

性，一塵不染，證得寂靜涅槃，在所有一切裡面，覺行都可以圓滿，這個是多麼難得的

訊息。 

我不曉得諸位對於這個三寶，有什麼樣的一個認識。每天都發現三寶的不可思議，

也看到眾生清淨無雜染的佛性，就等待著你自己成為三寶。前面不是講一體三寶嗎？是

不是？所以這個志徹，他知道只有這樣去報佛恩，報法師恩，報眾生恩，這個才是真的

能夠報德。說到這裡呢？當然志徹就要把自己，所沒有辦法透徹的一些點，來請教六祖

惠能大師。下面這一段經文。 

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 

  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 

  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先讀這一段，這個志徹既然來了，他當然就要請法，他直接說明白。他說弟子我常

讀覽《涅槃經》，但是讀歸讀，卻不能夠曉了常跟無常的義理，今天乞請和尚您慈悲，

略為，略當然是簡單的簡單扼要的，為弟子來把這個常與無常的義理解說一下。 

這個大師他就回答，他為什麼這樣說？直接就說，前面他是不是都叫別人你拿一段

來唸唸看，那你到底哪裡不會？但是對於志徹他直接就點，他這樣說「無常者，即佛性

也」，剛好跟經典裡講的不一樣。因為我們是不是講佛性常住？所以他說：「無常者，即

佛性也」，是不是讓志徹又嚇一跳？老是要嚇他，因為志徹就敗在那裡。 

他說：「無常者，即佛性也」，下一句，「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常

態的，就是指一切，對於世界一切萬法，一切善、惡，種種現象，道理所呈現出來的相

狀等等等等，所產生的分別心。而這個志徹一聽，真的完全不一樣，志徹就回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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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你的說法，怎麼跟經文裡面所說的相違背呢？大師就回答：

「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我所傳的是佛所證悟的真理，我怎麼敢違背於佛經而

亂說呢？ 

這一點，他對志徹說這個話，志徹是不會懷疑的，別人會懷疑，志徹是不會。因為

他當時要砍他的頭，是砍不下去的，而且他說我欠你錢，我沒有欠你命；表示他是真的

明白的，他真的是一個得道高僧。所以他說我傳的是佛心印， 我不可能違背經典來亂

說。所以志徹會對於無常即佛性，跟有常是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這句話他會接受。同

學！換成另外一個人，都不會接受這句話，因為經論裡比對得不對，但六祖惠能大師他

敢這樣說，其實是因為志徹，那我們慢慢讀就知道。 

講到這個佛心印，禪宗認為，依照語言文字，是沒有辦法表達佛陀自內證，自內的

證這些，所以稱為佛心。這言語道斷，這不是語言文字能表達的。那佛陀所證悟的真理，

就如同世間的印章一樣，印璽，決定不會變，因為那是真理，所以叫做心印。所以以禪

宗來講，「不依文字」，你不要依著文字，依文解義，你不依文字而去瞭解它真實的道理，

然後你去體悟它，這樣就可悟自己的本性，可見性，這叫傳心印，所以叫教外別傳。那

這上面，各自領會。這個地方他說，我都是在傳佛所證悟的這個真理，我不會說錯話的。

然後這個時候志徹他就要來探討，六祖惠能大師說的是什麼？下一段經文。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

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這一段志徹就直接說，經典上是說明著佛性是常，眾生皆有佛性，可是和尚您剛剛

卻說著佛性是無常。經典上明明說著善惡之法，乃至於菩提心，這個都是無常的。因為

佛性跟菩提心，在經論裡面，菩提心是我們學習狀態，發心的一種狀態，直到你證得菩

提的時候，你本身所展現的所有一切，那就叫佛心，就不再講菩提心。 

所謂菩提心是你有菩提可證，中間你發這個旨趣，要趣向菩提中間所使用的假有名

詞，我這樣解釋，等到你證菩提的時候，它叫覺行圓滿，就沒有所謂心不心的問題。所

以「乃至菩提心，都是無常」，和尚你說這是常，那你剛剛所說的這個，明明就跟經典

上是相違背的，這個讓我這個學道之人，這個學人更增加了懷疑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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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我們先來瞭解一下，為什麼六祖惠能大師這麼說？那我們來看，我們現在

是側邊看，我們在側邊看應該更明白，這個場景跟對話應該更明白。返照一下志徹他的

常是什麼？他這麼多年來他的常是什麼？他過去的常是什麼？他過去當一個俠士，俠客

的時候的常是什麼？他認為生命是可以主宰的，可以因為他自己的功夫，因為他自己的

意圖，可以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是不是過去他以為這樣？ 

後來六祖惠能大師沒有被他所殺，然後他轉身出家，他出家之後，所以他的常變成

是什麼？他常變成是什麼？有修行，一定要修行，我一定要具戒精進，我一定要傳法度

生，我一定要報這個恩，有因、有緣、有果、有業，所以他是不是轉這個常？是不是轉

這個為常？ 

好！同學你現在的常是什麼？反思一下，你的常是什麼？你的努力真的會有答案

嗎？哪一種努力？什麼是你要的答案呢？沒有加上因緣，沒有加上實相，那就是想像中

的答案。對不對？那你的修行一定會有答案嗎？這點不能肯定的話，那我就無望了。所

以這一點，一定要勉強跟你說對的。但是要記得！後面就要講不施功。所以為什麼六祖

惠能大師這樣說？因為志徹後來的常是落入目標，前面的常是落入造作，一定可以達到

我想要的答案，那是世間人的想法。後來他認為的常是修行的目標，這個目標一開始就

跟你講這目標不可能到達，這打擊太大，所以世尊在開始講這些，都是可標出來的，一

定要標出來，你才會努力的去打破你原來的習性。對不對？ 

我們上堂課才講無師之智，記得嗎？才談過無師之智，修行裡面都要自己頓悟頓

修，當下要體悟，就當下要修，你如果當下體悟當下修，頓悟頓修，沒有未來的任何目

標，而每一個目標都是現在，沒次第，那就是沒有次第了，你不用期待未來的果。可是

他落的想法裡面，他對現在是沒有把握的，他全部在把握未來。這樣知道意思嗎？ 

同學！你現在把握的是現在還是未來？把握現在，期待未來兩個都想要。那有的人

說，現在安住，那未來無所得心，未來心不可得。對不對？看人，這根器是不一樣的，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是這樣回答的，其實是因為志徹才這樣回答。志徹在當時，他內心看

到的無常是什麼？就世間無常了，是不是就世間無常？他說，所以大師你說的，讓學人

更加的增加迷惑。 

在這個善惡善惡的解釋裡面，為什麼會善跟惡？其實是因為意識，所以有善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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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基礎上記得這一點就好了。我們在前面一品裡面有談到轉識成智，當你看所有的東西

你有善跟惡，這是因為你用意識，他有個標準在，有一個標準在，他就有善跟惡；如果

你沒有這個標準在，對方的善，就是他所呈現出來的，是傷人的、利己的、隨順因緣而

做的、還是造作的？這個就是實相，就是你看明白它這個實相，而不稱之為善惡。你當

會把它總結到一個善惡的時候，是你本身有個因緣觀，你本身還有一個標準在那裡，你

才會覺得善惡。惡也一樣，善是這樣，惡也是這樣。它本身是有因緣而生沒有錯，但是

所有因緣裡面，法不孤起，它裡面有心意識、有環境、條件等等的因素合起來，所以它

不是永遠的相狀。對不對？它是平等、是空性的，善跟惡一樣是沒有差別的，這就他的

理體而言。 

那你說，現在明明善，他就是對誰好；那惡，他就是對誰不好，這是以這個時間點

而言，你立論它是這樣。那你以它畢竟圓滿的因緣來講，他因果自負，實相是不是就這

樣？他現在對誰好，他有善惡之念，你有善惡之念，他以後一定會有還復。他現在對誰

不好，傷誰？他自然以後也會有還復。他最後在還復之後，是不是一個是突起，一個是

下陷？一個突起，一個下陷，終究它會還復到平衡，所以還是空性。 

那你現在心中的善惡的念頭，其實就是意識心，是不是意識心？才有善惡。所以在

經論裡面就講：「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這是《維

摩詰經》第九品入不二法門品裡講的。因為我們把善跟惡，用意識來分別它是兩個。我

們就要分善就是順理，惡就是背理，所以善能夠順益現在跟未來，惡的話呢？能夠違損，

遭致苦果。 

但是以般若智慧的立場來看善惡，我們以般若立場來看善惡，「一切諸法皆無實

體」。是不是你有意識心起動無明，所以才有善惡？對不對？那所有的相狀裡面，是不

是因緣所生法？在因緣裡面呢？就是這個環境、這個因素、這個心意識、這個無明所結

構出來的相狀。那你以般若智慧來看它畢竟的實相，它這是一個短暫的而已，它畢竟是

空性。當善惡的結構兩方，只要有一方是無為的，這個善惡的果就不一樣。 


